
"ESTACAO DE SERVICO SHELL - MARINA GARDEN" "ESTACAO SERVICO SHELL - TAIPA" "小雞吃蛋糕"澳門店

#22外賣咖啡店 %ARABICA & SALON

(二維碼)一氣茶舍 (二維碼)天妍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二維碼)沐菲美容中心

(二維碼)金怡餅店 (二維碼)華人通訊 (二維碼)新榮記豆腐美食(天神巷)

(二維碼)新榮記豆腐美食(連勝馬路) (二維碼)廣興美食 (二維碼)德仔記燒味茶餐廳

(二維碼)鮮之美粥粉面美食 (二維碼)簡單咖啡小館 (永恆)專業健康美顏

（永恆）專業健康美顏創造中心 (媽閣)銘記澳‧葡美食 ++853 便利店

+82 +-x茶 002 小食

002魚湯粉 002魚湯粉餐飲管理 002魚湯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099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099地產置業有限公司.1 1 & 1檸檬茶

10 PERCENT STUDIO 100 FUN 100 FUN(永寧店)

100 FUN(利豐店) 100 FUN(華茂店) 100 FUN(逸麗店)

100FUN.1 100巴仙 101

101 SPECIAL 101 小食坊 1010

1010 Tasty Food 101街頭美食 1025手打檸檬茶

1048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105 CAFE 105食品有限公司

108 HAIR 108HAIR 白鴿巢 108HAIR 東望洋

108HAIR 青洲 108HAIR關閘 108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108國際集團有限公司.1 108理髮店有限公司 108理髮店有限公司.1

108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108髮舍 108髮型屋

10分 HOUSE SALON 118數碼沖印 118數碼沖印有限公司

1211 CAKERY 1220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1231 CAFE

123SAPATARIA 123電腦有限公司 128髮型屋

147 咖啡 15咖啡文化館 1663一人有限公司

168 寢具百貨 168海鮮大排檔 168海鮮大排檔.1

168鋼閘 171 171酒吧

1806然味冒菜美食 1826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1828 王老吉

1862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1868 1868咖啡

18m 18米潛水有限公司 18便利店

1968公關活動策劃一人有限公司 1983南洋美食 1986中古

1987餐飲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1987餐飲集團(澳門)有限公司.1 1987餐飲集團(澳門)有限公司.2

1加1 東望洋 1加1美容中心 1加1美容中心 高地乌店

1加1纖體美容 1加1纖體美容有限公司 1哥炸雞翼

1號倉 1號發展有限公司 2 LEGIT 有限公司

2 VINTAGE 2020甜點店 2021金沙物美嘉年華

2021粵澳名優商品展 2048 2048(澳門)有限公司

2048精釀 20Y BOUTIQUE 20寶貝屋

21世紀卡拉OK酒廊 21世紀電腦科技 22 WORKSHOP

22WORKSHOP汽車零件及模型批發 23 KIDS ROOM 2301 BOUTIQUE

2319美食 233設計有限公司 23偵茶社

24 AURO 24 HORAS 247 I 健身(澳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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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I健身 247 I健身(澳門) 247(澳門)有限公司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 25 DEGREES BAR 26C

26C一人有限公司 27號有限公司 28環球食品

28環球食品市場 2K'S BOUTIQUE 2S潮流裝備

2S體育用品 2TL WAYUUBAGS 2TL WAYUUBAGS一人有限公司

2X2 CAFE 2分1便利店 2派克脆皮雞排

2派克脆皮雞排皇朝店 2號計時 3 SARDINES

30's飯堂 316沙嗲仔 31號冰室

360旋轉餐廳 360髮廊 368 小食

368 小食 台山店 368 小食 新橋店 369人生

369合伙小鎮 369合伙小鎮有限公司 38 - Altira

38 box 38 LOUNGE 38F IRIDIUM SPA

39 CAFÉ 3CM果汁研究室 3CM飲品有限公司

3X3小食 45度 46號生果檔

5 SENSES 50/50小廚房 54 KUN

576服裝有限公司 5步廊旅舍 5番目之日本百貨

5號時裝 6 REFRESH 610餐飲有限公司

6226 Forest Bakery 628酒業（澳門）有限公司 668晶記小食

66兄弟 678文化創意園 683C

69 ORIGINAL有限公司 69原創時裝 6IXTY 8IGHT(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6號倉 77米線 7-Eleven

7S. MERCUR 7s.Mercury 7友有限公司

7妹膳食有限公司 7星國際食品 7星貿易有限公司

80's Easy Deal 80'S TOYS 80's 廚房

80's小屋 80有限公司 82

828 食坊 82手袋店 83(澳門)形象設計及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853 STORY 853 代收 (白鴿巢店) 853代收

853冰室 853宇民 86咖啡

8848 正宗味道 888 BUFFET 888 FOOD COURT

888.MO 888印相店 888鮮果便利店

88快剪專門店 88便利店 88美食

88茶餐廳 88茶餐廳.1 88教育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88標榜(集團)有限公司 88標榜美容美甲 88標榜美容美甲護膚中心

8月 8生活一人有限公司 8位元積木工作室一人

8位元積木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8計劃髮型屋一人有限公司 8號咖啡

8號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8鍋臭臭鍋 90's born

911119(尤俊) 911119(毛彥超) 911119(王冬青)

911119(王立候) 911119(王建宏) 911119(王曉冬)

911119(古文龍) 911119(伍家進) 911119(何石華)

911119(何志敏) 911119(何建英) 911119(何倩意)

911119(何健恩) 911119(何榮厚) 911119(何翠瑩)

911119(何鴻鈞) 911119(余官文靜) 911119(吳少鋒)

911119(吳波) 911119(吳偉傑) 911119(吳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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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19(宋啟文) 911119(宋經國) 911119(李力高)

911119(李千森) 911119(李志賢) 911119(李杏良)

911119(李秀清) 911119(李俊杰) 911119(李家偉)

911119(李智豪) 911119(李榮壕) 911119(李劍豪)

911119(李慶龍) 911119(李澤汶) 911119(李龍端)

911119(李羅君) 911119(李鷹輝) 911119(杜三明)

911119(杜海明) 911119(杜馬高) 911119(周尚明)

911119(林俊言) 911119(林昭明) 911119(林振華)

911119(林偉鋒) 911119(林富權) 911119(林鴻威)

911119(林耀龍) 911119(邱福生) 911119(邱劍鋒)

911119(侯龑海) 911119(姚文彬) 911119(姚劍域)

911119(胡榮賢) 911119(夏偉輝) 911119(孫日曦)

911119(徐偉鋒) 911119(馬志龍) 911119(馬俊偉)

911119(馬健輝) 911119(高遠程) 911119(區志偉)

911119(張臣斌) 911119(張忠秋) 911119(張桂文)

911119(張頌平) 911119(張綺茵) 911119(張寶山)

911119(梁文泰) 911119(梁兆隆) 911119(梁金耀)

911119(梁建平) 911119(梁送來) 911119(梁偉傑)

911119(梁國斌) 911119(梁培寧) 911119(梁楚明)

911119(梁嘉輝) 911119(梁德俊) 911119(梁樹強)

911119(梁熾林) 911119(莫健明) 911119(許敏儀)

911119(郭家樑) 911119(郭偉文) 911119(郭養熙)

911119(陳文文) 911119(陳汝琛) 911119(陳俊永)

911119(陳家力) 911119(陳偉) 911119(陳健藩)

911119(陳瑞恒) 911119(陳漢強) 911119(陳熙龍)

911119(陳穎琦) 911119(陳錦源) 911119(陳麗卿)

911119(陸建成) 911119(麥志文) 911119(勞育宇)

911119(曾錦鴻) 911119(湯偉強) 911119(馮晉毅)

911119(馮偉明) 911119(馮嘉騏) 911119(黃日華)

911119(黃旭東) 911119(黃金華) 911119(黃珏崙)

911119(黃庭樂) 911119(黃偉平) 911119(黃凱山)

911119(黃華根) 911119(黃嘉俊) 911119(黃漢銘)

911119(黃耀基) 911119(楊育昆) 911119(溫健雄)

911119(甄傑文) 911119(趙華) 911119(劉偉亭)

911119(歐世龍) 911119(歐家能) 911119(潘凱倫)

911119(蔡子峰) 911119(蔡宗朴) 911119(蔡英杰)

911119(蔡偉鈞) 911119(鄭志堅) 911119(鄭俊業)

911119(黎志強) 911119(黎浩文) 911119(黎雪齊)

911119(黎錫成) 911119(盧永健) 911119(蕭振軍)

911119(蕭健明) 911119(霍家俊) 911119(戴偉杰)

911119(謝子衡) 911119(鍾洲發) 911119(鍾偉彬)

911119(鍾嘉俊) 911119(鍾潤佳) 911119(鍾耀堅)

911119(譚世文) 911119(譚武林) 911119(譚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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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19(蘇敏忠) 929-鹽水雞 94咖啡

96% coffee 980X遊戲天地 98卡拉OK酒吧

997tattoo 9B 9點足道

9點足道有限公司 9籠 A & TEA

A AND C小食 A AND L BEAUTY A BABY 嬰幼兒用品

A BABY 嬰幼兒用品專門店 A BABY嬰幼兒用品 A BEAR PET

A BEAR PET萌寵生活館 A BIT SWEET A J 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A Little Boutique A LORCHA, ACTIVIIDADES HOTELEIRAS E SIMILARES, LIMITADA/船屋 A ONE

A plus美妍工坊 A POUSADA A STAR LIMITED

A VISTA A&C旅遊顧問行 A&E

A&J置業有限公司 A&L Beauty A&M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A.Baby嬰幼兒用品專門店 A+便利店 A+專業美容中心

A+喇沙 A+點心 A1

A3專業美容中心 A80 ANOUFA PARIS A80 PARIS

AA MAIL AA Mall AAPE

AA咖啡室 AA環球貿易 ABC

ABC SPORT ABCD便利店 ABC運動產品

ABOUT ACC FASHION ACCA KAPPA

ACE CONCEPT STORE ACE 烘培工作室 ACHIEVE

ACRYLIC TASTE BAKERY ACTION ACTION MACAU

AC髮廊 AD LIB ADIDAS

ADLIB ADOR AERIAL ARTS MACAU

AERONAUTICA MILITARE AES專業教育移民(澳洲)服務有限公司 AFLORISTA FLOWER & LIFESTYLE

AFTER KARAOKE BAR After6酒吧 AG Boutique

AGENCIA COMERCIAL SANG MUN AGENCIA COMERCIAL XANRON LIMITADA Agencia de Virgens e Turismo Sinceridade Macau, Limited

AGUA-MARINHA AI GALAXY 自動販賣機 AIDIT

AIMEE AIMI AI教育有限公司

AI數碼 AJ HACKETT MACAU TOWER LIMITED AJ WEDDING

AJIAJ AJIAJ BEAUTY AJJ FADS AND TRENDS

AK AK Fashion A-ka Box Trading

AKIA BEAUTY HOUSE AKIA BEAUTY HOUSE LTD AKIA BEAUTY 美的路店

AKIA BEAUTY 俾利喇店 AKIA BEAUTY 高地烏店 AKIA HOUSE

AKIA HOUSE 東方 AKIA HOUSE(百達花園) AKISA阿溪沙

AKITA AL CAFE SHOP Alain Ducasse

ALBERGUE 1601 ALEXANDER MCQUEEN ALEXANDRE ZOUARI
ALFAIATARIA MODISTA HONG HONG ALFREDS Ali Beauty

ALI FASHIO ALI FASHION ALI HAIR & NAIL

Ali Hair Nail ALICE HOUSE ALICIA 原創飾品

ALJC有限公司 Alma Crystal ALMAVIVA進出口有限公司

ALMOST DAWN ALT ALT VINTAGE

ALT VINTAGE MODE ALTIRA HOTEL ALTIRA HOTEL - FRONT OFFICE

ALTIRA SPA ALTIRA SPA (FITNESS) AMEN FASHION

AMERICAN TOURISTER AMIGO AM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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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LY 美妝 AMOR Amor beauty

Amor beauty makeup workshop AMORE BOUTIQUE AMORES

AMUSE TABLE Amusing Point AMYITIS

AN AN AN S LUXUR AN S LUXURY

AN S LUXURY 會展 ANA BOUTIQUE ANAN INVESTMENTO E GESTAO DE SOCIEDADES LIMITADA

ANCO ANCO DESSERT ANCO NOVA

ANDREW MACKENZIE ANDY RACING MOTOR SPORT ANGEL SALON

angel workshop ANGEL'S FOOD MART ANGUS RESTAURACAO

ANNA ANNIVIA ANONYME

ANOTHER PACE ANSON BEAUTY ANSON CLEANING

ANSON CLEANING SERVI ANTIQUE DESSERT ANTONIA

ANTONIO MUI COUTURE ANYONE TEA ANYTIME FITNESS

ANY毛寵物美容按摩治療 ANY毛寵物美容按摩治療中心 AO2 Macau

AO2 Macau Design House A-ONE時裝店 AP SALON

APE APM APM Macau Galaxy

APM Macau Parisian APM MACAU SOCIEDADE UNIPESSOAL LIMITADA APM Macau Venetian Boutique

APM Macau Venitian APU 手作茶 咖啡 AQUA BLUE

AQUA WORLD AQUA2 ARENA

ARLTR ARMANI ARMANI 四季

ARMANI 永利 ARMANI 永利皇宮 ARMANI 金沙城

ARMANI 威尼斯人 ARMANI 壹號廣場 ARMANI 新濠影匯

ARMANI 置地 AROY 2 ARROWSTRIKE

ART LIVING ARTE ARTIGIANO FOOTWEAR LIMITADA

ARTIST MANICURE ARTISTMANICURALIMIDA ARTSY BRIDE

ARTSY BY DIA DIA ARTYZEN GRAND LAPA ARY ACCESSORIES

AS BOUTIQUE AS KING 1 AS KING 10

AS KING 11 AS KING 12 AS KING 13

AS KING 14 AS KING 15 AS KING 16

AS KING 17 AS KING 18 AS KING 19

AS KING 2 AS KING 20 AS KING 3

AS KING 4 AS KING 5 AS KING 6

AS KING 7 AS KING 8 AS KING 9

AS THING AS 有機生活 AS 有機生活 (泉亮店)

ASANNA國際 AS-DNA ASHRAE 澳門分會
ASHRAE澳門分會-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 ASICS ASIDU

Asidu Educational Asidu Educational Consultancy Agency AS有機生活

AS有機生活(泉亮花園) AS有機生活(新美大廈) AT HOME

ATELIER COLOGNE-VENETIAN ATHLETIC CLUB ATLAS CREATION LTD

ATT HAIR DRESSING ATTACHE ATTACHE LTD

ATTACHE一人有限公司 ATTIC COFFEE AUDEMARS PIGUET

AURARIUS AURORA Aurora - Altira

Aurora Studio Auto Parts Center AUTO REVOLUTION

AUTO REVOLUTION有限公司 AUTUMN MACAU 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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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UMI AZUCAR（澳門大學店） A品尚食

A計劃有限公司 B  B BEAUTY B & B Beauty

B boutique B BOX B BRIDAL COLLECTION

B C B HEAD HAIR SALON B J STORE

B LOOK B PLUS美妍工坊 B. J. STORE

B.BOX B.HEAD HAIR SALON B.J. STORE

B.J.store B.O. EVENT CENTRE B.O. GOLDEN EYE

B.Y.C.HAIR SALON B+AB B+B Market

B2 B612星球 BA BA啦啦

BABU PIZZA Babur boutique Babur boutique.1027

BABY BEAR BABY BEAUTY BABY FACE

Baby Face美容有限公司 Baby G BABY HAIR STUDIO

BABY HIM BABY HORSE生活百貨 BABY HOUSE

BABY HOUSE嬰兒屋母嬰用品 BABY KISS BABY ON BOARD

BABY PINK BABY PINK 美容美甲 BABY PINK美容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BABY TALK BABY TALK 牙牙學語 Baby Yan

BABY YOLO BABY 大本營 BABYKAM

Babykids House BABY大本營 Back Street x CHOOSE

BACKSTAGE Bai Allianz BAI PIN YUAN

BAILEY BEAUTY BakDary打包工房 BAKE O CLOCK

BAKER FARMER BAKING STREET BALCANCAO TO GO

BALENCIAGA Balia BALLY

BALLY 永利皇宮 BALLY 壹號廣場 BALMAIN

BAMBOO BAMBU BANQUET

BANQUET - SANDS BANQUET OFFICE BANQUETING

BANQUETING - STUDIO CITY Banquets BAPTISTE BRICHON

BAR BATALHA BARBARA BARBARA BOUTIQUE

BARBECUE@NOG-NOG'S BARBIE LOVE BARBIE LOVE(太子花城)

BARBIE LOVE（祐順工業大廈） BATH BODY WORKS BATMAN DARK FLIGHT BOUTIQUE-STUDIO CITY

Battle BAUHAUS 大運河店 BAUHAUS 水坑尾店

BAUHAUS 金沙城店 BAUHAUS 銀座廣場店 BB G

BB MALL(南益工業大廈) BB&MA嬰兒用品專門店 BBBOOM

BB-BOOM 母嬰優品店 BBG baby store BB代收

BB代收.1 BB生活城 BB屋有限公司

BB香蕉貓 BB家族 BB國

BB野 BB駕到 BB餐飲集團

BB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BC BE 1 SPORTS M03

BE 1 SPORTS M09 BE 1 SPORTS M10 BE 1 SPORTS M19

BE 1 SPORTS M23 BE 1 SPORTS 會展 BE 1 SPORTS(M04)

BE 1 SPORTS(M05) BE 1 SPORTS(M06) BE 1 SPORTS(M07)

BE 1 SPORTS(M08) BE 1 SPORTS(M11) BE 1 SPORTS(M12)

BE 1 SPORTS(M15) BE 1 SPORTS(M16) BE 1 SPORTS(M17)

BE 1 SPORTS(M18) BE 1 SPORTS(M20) BE 1 SPORTS(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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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1 SPORTS(M25) BE 1 SPORTS(M26) BE 1 SPORTS(M27)

BE 1 SPORTS(M28) BE 1 SPORTS(M30) BE 1 SPORTS(M31)

BE 1 SPORTS(M32) BE 1 SPORTS(M33) BE 1 SPORTS(M35)

Be Beans BE FRESH果然鮮 BE MACAU ESTUDIO

BE MY NAILS BE RBRICK BE YOU TIFUL

BE@RBRICK BE@RBRICK MACAU BE-1 (M18)運動用品

BE-1 SPORTS BE-1 SPORTS(M03) BE-1 SPORTS(M04)

BE-1 SPORTS(M05) BE-1 SPORTS(M06) BE-1 SPORTS(M07)

BE-1 SPORTS(M08) BE-1 SPORTS(M09) BE-1 SPORTS(M11)

BE-1 SPORTS(M12) BE-1 SPORTS(M15) BE-1 SPORTS(M16)

BE-1 SPORTS(M17) BE-1 SPORTS(M18) BE-1 SPORTS(M19)

BE-1 SPORTS(M20) BE-1 SPORTS(M23) BE-1 SPORTS(M25)

BE-1 SPORTS(M28) BE-1 SPORTS(M30) BE-1 SPORTS(M31)

BE-1 SPORTS(M32) BE-1 SPORTS(M33) BE-1 SPORTS(M35)

BE-1 運動用品 BE-1 運動用品.1 Bear Bear Box

BEARBRICK MACAU 2021 Beautic Skincare Cosmetic BEAUTIFF ACCESSORIES

BEAUTIFUL C BEAUTIFUL FASHION Beautiful.C

BEAUTY BEAUTY ANGEL BEAUTY CHIC

BEAUTY DIARY補給站 BEAUTY GALLERY BEAUTY GOOD

BEAUTY HOUSE Beauty Hub BEAUTY KISS

BEAUTY LEGEND Beauty max studio BEAUTY SALON

BEAUTY SHINE BEAUTY STADIUM MACAU BEAUTYDIARY補給站

BEAUTYLOVE Beauty美容達人 BEBEANS

BEBLISS美容 BEE CHENG HIANG BEE TIME

Bee time集中營 Beer House Macau BEGIN BE YOU

Beige Beijing Kitchen BELEAVER

Believe BELL SERVICE COUNTER BELONGS

BEL'S SHOP BEN BENE ITALIAN

BENNY WINE BERLUTI - FOUR SEASONS BERLUTI - GALAXY

BERLUTI - ONE CENTRAL BERSHKA THE VENETIAN BEST MART 360

Between Boutique Between Boutique.1 Beviana Boutique

Beyond Beauty BI YING BIANCA 家庭用品

BIANCA家庭用品 BIANO FASHION AND NAIL BIANO FASHION NAIL

BIANO  FASHION  &  NAIL BIC越泰麵館 BIEM PRONTO A VESTIR

BIEM PRONTO-A-VESTIR BIG CHILD BIG姐外帶素食喜e屋

BINGO BIO SIGNATURE BIO SIGNATURE BEAUTY

BIO SIGNATURE NATURA BIO SIGNATURE NATURAL BEAUTY & WELLNESS BIP媽媽寶寶專門店

BIP媽媽寶寶廣場 BITTER SWEET BJ果汁

BL BOUTIQU BL BOUTIQUE BLAACK

BLACK (BK) BLACK (HD) BLACK (ME)

BLACK (NV) BLACK LABEL BLACK(氹仔舊城區店)

BLACK(南灣店) BLACK(皇朝中土店) BLACK(皇朝總店)

BLANC ART BLANCPAIN - GY BLANCPAIN -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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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PAIN VE BLESS BLESS JUICE

BLESS JUICE BAR•TASTE BLING FASHION Bling  Fashion

Bling深層清潔 Bliss Blithe Candle

B-LOOK BLOOOM COFFEE HOUSE BLOOOM STUDIO CITY

Blooom 機場店 BLOOOM（白馬行店） BLOOOM（機場店）

BLOSSOM BLU BEAUTY BLUE RAIN

BLUE RAIN日韓百貨 BLUECHIP BLUESHARK

BLUSH BY MISS WHITE BRIDAL BM時尚有限公司 BN BEAUTY ARTIST

BO BO生活館 Boathouse BoBo手作坊

BOBO生活館 Bodyskin BOGGI MILANO

BON 襯你 BONITA 韓衣舍 BONITA韓衣舍

BON襯你 BOSE (BOSGA) BOSS茗剪

BOUCHERON BOUTIQUE DEI BOUTIQUE G

BOUTIQUE PIU CHI BOUTIQUE V BOUTIQUE WA UN

BOWLER BOWLER 保齡球用品專門店 Bowler保齡球用品專門店

BOX OFFICE BOX OFFICE - ARENA BOX OFFICE - MAIN LOBBY

BOX OFFICE THEATRE BOX OFFICE-BATMAN BOX OFFICE-EVENT CENTRE

BOX OFFICE-GOLDEN EYE BOXER MACAU BRAINSPIRE LEARNING CENTRE

BRASSERIE BREGUET - GY BREGUET - VE

BREW LAB BREWLAB有限公司 BRIC S

BRIDE S ANGEL Bride's Angel BRIDESTORYAESTHETICS

BRILLIANT SKIN BRILLIANT SKIN Consolacion beauty shop BROS HAIR STUDIO

BROWZING BS格仔店 BUBBLE KIDS STUDIO

BUBBLE TEA BUBBLE TEA COUNTER BUBBLEGUM

BUBU COLLECTION BUCCELLATI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BUDDHA S HEART

BULGARI BULY 1803 (BULYGA) BUMBOREO

BUS D CONCIERGE BUSINESS CENTER BV BLUE KIOSK

BV PAIZA KIOSK BV RED KIOSK BY G

BYC HAIR SALON B仔小食 C D PET SHOP

C D寵物店 C E L P C G 專業祛斑美容中心

C J美食 C K髮品屋 C L

C PLUS C PLUS 數碼產品專賣 C PLUS數碼產品專賣店

C&D寵物店 C&E創意有限公司 C&P設計有限公司

C.C.BEAUTY C.C.BEAUTY LTD. C.K髮品屋

C+FOOD C+HAIR C02

C03 C04 CABANA BAR

CABANA BAR - STUDIO CITY CACHE CACHE FLEUR CAFE B

CAFE CHERI CAFE CHILLAX CAFE DIA - DIA

CAFE DIA DIA CAFE DIA DIA (保豐大廈) CAFE DIA-DIA

café dia-dia CAFE DIGREEN CAFE FREE

CAFE FREE（二龍喉店） CAFE FREE（宏開店） CAFE FREE（花城店）

CAFE FREE（信譽店） CAFE FREE（南灣店） CAFE FREE（建華店）

CAFE FREE（皇朝店） CAFE FREE（美景店） CAFE FREE（海濱店）

第 8 頁，共 265 頁



CAFE FREE（祐漢店） CAFE FREE（雀仔園店） CAFE FREE（雅廉訪店）

CAFE FREE（新城市店） CAFE FREE（筷子基店） CAFE FREE（運順店）

CAFE GINA Cafe GLP CAFE GROOVE

CAFE LAB CAFE MATILDA CAFE ORA

CAFE RUA DA SE LIMITADA CAFE SAB 8 CAFE TAIPA

CAFE TERRA CAFE VOYAGE CAFE VOYAGE幸運閣店

CAFE VOYAGE皇朝店 CAFE VOYAGE關閘店 CAFFE BENE

CAKA BAKERY CAKB CAKE BY MAG

CAKE BY MAG 一人有限公司 CAKE BY MAG一人有限公司 CAKEPUCCINO

CAKES CAFE CAKEZ KITCHEN CALZEDONIA

Camden Beast CAMISARIA CENTRAL LIMITADA Candy Fashion

CANDYOLOGY Candy半永久韓式定妝工作室 CANFOREIRA

CANTON CANTWO CANUDILO

CANUDILO HOLIDAY CANUDILO HOLIDAYS CANVAS BEAUTY

Car Beauty CAR GBA caramello boutique

CARMEN CARPARK CARRERA Y CARRERA

Carry Me CARTIER Casa Handmade

Casa Handmade Bakery CASA ROOSEVELT CASABLANCA

CASCARA CASE LOVE LUX CASTELBEL

CATALO Catfee CATFEE PLUS

CATHYBAKERY CAVIGLIA MACAU CAVIGLIA MGM COTAI

CAVIGLIA MGM MACAU CAYMAN ISLAND – DIVERSOED E ESPECTACULOS CC SHOP

CCK CCK 沙梨頭 CCK冷凍食品專賣店

CCK海上居 CCLP葡萄牙語言文化一人有限公司 CD ROOM BOUTIQUE

CE STORE CEASG Centro Comercial Loja Franca Limitada

CENTRO EXP CHONG KAI CEO CESIDEASDESIGN

CE快餐 CE便利店 CG專業怯斑美容中心

CG專業祛斑美容中心 CHA KEI CHA KEI TAIPA

CHAI CAFE CHAI CAFÉ CHAI CAFÉ VINTAGE

CHALLENGE GENERAL Challenge General Store CHALLENGER (MACAU) LIMITED

CHALLENGER NOVA MALL Chalou CHAMALI茶麻里

CHAN CHI HONG CHAN CHI MAN CHAN KOC CHUN

CHANEL LIMITADA CHANEL LIMITADA.1 CHANTILLY

CHANTILLY PASTRY CHANTILLY烘焙工房 CHAO PAK KEI

Charcoal CHARM BEAUTY charm  beauty

CHARMING L CHARMING PET CHARMING.L.1

CHEANG I NGA CHEANG KUOK HENG CHECK IN

CHEF'S GARDEN CHEF'S GARDEN國際有限公司 CHENG KEI PEN KA

CHEOK WAI CHON CHEOK WAN MUSIC CHERI FLORA

CHERRY CAFE CHERRY TREE CHESS

CHESS SELECTION Chess Selection.1 CHI CHOI 2

CHI HEONG CHI WO FROZEN FOOD CHI YUET PROPERTY

CHIADO CHIADO PORTUGUESE CHILD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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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STAR.1 CHILL CHILLAX

CHILLAX MESA CHILL乎生活百貨 CHINA HOPE INV LTD
CHINOY EXPRESS CONVENIENT STORE CHIU LEI CHIU SHING TRADING

Chloe Shop CHOCCY-ARTISAN CHOCCY-ARTISAN CHOCOLATE

CHOCOLATE @ HAIR STUDIO CHOCOLATE AND COFFEE CHOCOLATE AND COFFEE PET SHOP

CHOCOOLATE CHOI SENG KEI SHOP CHOI WAN LOI ENTERTAINMENT LIMITED(打令浴室2)

CHOI WONG有限公司 Choice Boutique CHOICE 板樟堂店

CHOICE 渡船街店 Chong Heng Ip (Macau) Investment Limited CHOSEN

Chosen Boutique CHRIS CHRISTIAN DIOR

CHUN VA DRUGSTORE LIMITED CHURCHILL S TABLE CI KITCHEN

CIA GES REST 1826LDA CIA. GINSENG TIN TIN CIBLE BOUT

CIBLE BOUTIQUE CIBLE KIDS CICE MACAU

CICI 美容美甲 CICI美容美甲 Cigar Divan

CIRCLE TATTOO CIRCUS CIRCUS DELIGHTFUL TREATS

CITIZEN Citrus Tree CITY CHAIN時間廊（板樟堂21A店）

CITY CHAIN時間廊（威尼斯人K6店） CITY CHAIN時間廊（威尼斯人K7店） CITY CHAIN時間廊（高士德店）

City Garden Rest CITY GARDEN RESTAURANT CITY INN

CITY LABZ CITYRIDER CK CALVIN KLEIN

CK01 威尼斯人店 CK06 金沙城 CK07 四季店

CKC卓裕時裝 CKN CLAIRE JADE BOUTIQUE

Clarins (Macau) Limitada CLARKS CLASS I MCAU

CLASS I TAIPA CLASSICO MODERNO Classique House

cle studio CLOAKROOM - SANDS CLOE JEWELRYWORKSHOP

Cloe珠寶設計工作室 CLOE珠寶設計工作室.1 CLOE珠寶設計工作室II

CLOVER CLUB SOFITEL CLUB TOWER COUNTER

CLUBE DOS ANIMAIS CLUBE RECREATIVO LEGEND CLUBHOUSE DINER

CLUSTER DECORATION CM FASHION STORE LTD CM SHOP

CM時裝店有限公司 CM設計有限公司 COBEAR FASHION

COBEAR FASHION 亞利鴨架店 COBEAR FASHION 僑樂巷店 COBEAR FASHION.1

Coca-Cola COCCO COCO

CoCo House COCO專櫃買手店 COD SELF PARKING

COD-CRYSTAL LOUNGE COD-CT IRD COD-CT-SPA

COD-IRD COD-IRD (THE COUNTDOWN) COD-JADE DRAGON

COD-JIN YING COD-LAN COD-LOUVRE CAFE

COD-NEW KIDS CITY COD-NORTHERN NO COD-Tapas

COD-THE BAR COD-THE SPA COD-THE TASTING ROOM

COD-THODW BOX OFFICE COD-THODW GIFT COD-WAVE

COE LIMITADA COEY BEAUTY coffee cave

COFFEELAB COL BLEU COL BLEU. UNION VINTAGE

COLA COLE HAAN COLLIE

COLLIE.1 COLLIE精品店 COLOUR BEAUTY

COLOUR BEAUTY（氹仔） COLOUR BEAUTY(氹仔店） COLOUR BEAUTY（南灣）

COLOUR BEAUTY（皇朝） COLOUR BEAUTY（皇朝店） COLOURMIX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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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URMIX C05 COLOURMIX C115 COLOURMIX C49

COLOURMIX C59 COLUMBIA專門店I COLUMBIA專門店II

COME BEAUTY 美肌護理中心 COME 燒 COME2U

COMEBUY 大堂店 COMEBUY 台山店 COMEBUY 昌明店

COMEBUY 東華店 COMEBUY 青洲店 COMEBUY 南灣店

COMEBUY 約翰四世店 COMEBUY 風順堂店 COMEBUY 飛能便度店

COMEBUY 祐漢店 COMEBUY 國華店 COMEBUY 渡船店

COMEBUY 筷子基店 Come燒 COMIDAS SAN KEI

COMMA ESPRESSO Common Collection COMMON MUS

COMMON MUSE Common Room COMMUNE
COMPANHIA DE BEAUTY GALLERY COSMETICOS LIMITADA CONCIEGE MAIN CONCIEGE PC

CONCIEGE WEST CONCIERGE CONCIERGE COUNTER

CONCIERGE DESK Conciliador CONFORTO LDA

CONNECT COFFEE CONNECT COFFEE ROASTERS CONRAD BOH COMMAND

CONRAD BUSINESS CTR CONRAD CLUB FLOOR CONRAD CONCIERGE

CONRAD DYNASTY 8 CONRAD F & B BANQUET CONRAD FO MAIN LOBBY

CONRAD GRAND ORBIT CONRAD HEALTH CLUB CONRAD IN RM DINING

CONRAD LOBBY LOUNGE CONRAD POOL BOY CONRAD SPA

CONVERSE CONVERSE專門店 CONZ投資發展

CONZ投資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COOK K COOL  SHOP

COOLCAR車酷 COOLTHINGZZ LIMITADA COPA STEAKHOUSE

COSETTE FLOWER FIORI COSETTE FLOWER FIORI 有限公司 COTAI-ADIDAS

COTAI-MARATHON SPORTS COTIZ COUNTDOWN-RECEPTION

Couple COWBOY 50 COWBOY 50.1

CPK SPORTS CPM ARTES E OFICIOS-SOCIEDADE UNIPESSOAL LIMITADA CPTTM

CRAFTSMAN3 CRAWFISH CRAZY FASHION (MACAU)

CRAZYFASH一人有限公司 CREAKY CREAM AND DREAM一人有限公司

CREAM STUDIO LIMITED Creative Spot CRECHE THINKSMART

Crepe CROCODILE CROCS專門店

CROSSOVER CROXX CRUMBLE WORKSHOP

Cruz Verde,Limitada CRYOLIFE(澳門)有限公司 CRYSTAL JADE

CRYSTAL JADE LA CRYSTAL LOUNGE CRYSTAL LOUNGE&DELI

CSI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CSI飲食管理有限公司.1 CS時裝店

CUBIC CUCKOO CUP CUP 咖啡

CUPBIZ有限公司 CUPPA COFFEE CURRY ME

CUTESY CHURROS CY BOUTIQUE CYBER

CY時裝店 C家士多 D and G顧問及管理有限公司

D CLUB 甜品小食 D INTERIOR DESIGN D S 髪型設計工作室

D ZZIT D.D.3 D.D.3的士高

D.TOYS DA ROCHA有限公司 Da Vittorio

DAE CHANG KUM DAIDAI餐飲有限公司 Daily Clothing

DAILY POKE DAISO JAPAN DAISY LEE咖啡工作坊

Daisy  Lee 咖啡工作坊 DaisyLee咖啡工作坊 DALMORE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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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HECHTER 威尼斯人 DANIEL HECHTER 銀河店 DANIEL HECHTER巴黎人

DARE TO DREAM GALLERY DARIUS DARSILOG

DARSILOG GARDEN DARSILOG 名店服飾 DAVID MAYER NAMAN

DAVID NAMAN DAVID S SELECTION DAVID'S SELECTION

DAY DAY GRAND DAZZLEINTERNATIONAL DAZZLING PEARLOSOPHY

DC PET RET DC PET RETAIL SHOP DCD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DCL數碼電腦 DCL數碼電腦有限公司 DCL數碼電腦有限公司.1

DCSM有限公司 DC咖啡 DC美食

DE BEERS DE LUXE DE SHUN XUAN SI JI F

DE.LUXE DEAD SEA PREMIER DEAI CORNER

DEAR DEAR MS DEAR MS.

Dear. DECISAO DEER FOREST

DEGAIA DELIS DEO科技美容中心

DESA DESA Nail Studio DESCENTE

DESIGN SALON DESSERTISM IDEAS DFA澳門有限公司

DFS (Four Season's Chanel Store) DFS (Londoner) DFS (Wynn Palace)

DFS Cotai Limitada(COD) DFS Cotai Limitada(Four Season) DFS(City of Dreams)

DFS(FOUR SEASON) DFS(GALAXY) DFS(MGM COTAI)

DFS(MGM MACAU) DFS(StudioCity) DG BEAUTY & NAIL

DG Beauty Nail DG Beauty&Nail DIA DIA CAKE COOKIE

DIA MART Diana A DIANA A STUDIO
DIANEvonFURSTENBERG(威尼斯人） DICKIES Didar-shop

DIESEL, PARISIAN DIGI BEE DIGIBEE

DIGREEN COD DIGREEN HARBOUR DIGREEN NOVA MALL

DIGREEN STUDIO CITY DIGREEN TAIPA DIGREEN 會展

DIGREEN(STUDIO CITY) DIGREEN-BROADWAY DIGREEN-CITY OF DREAMS

DIGREEN-HABOUR DIGREEN-NOVA MALL DIGREEN-STUDIO CITY

DIM CHA DIM點店 DIM點店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DINNER TIME AND CAFE DIRK BIKKEMBERGS DISNEY WORLD

DIWA MUSIC LTD D-MOP DNA BEAUTY

DNA 數碼生活 DOC DMC澳門有限公司 DODO

DOG COM寵物美容 DOG INN DOG N' CAT

DOGGIE DOGWORLD DOLL KINGDOM

DOLLY SNACK DON ALFONSO 1890 DORA

DORA TAM DESIGN Doremi DOSE COFFEE

DOUBINPETSHOP DOUBLE Double h

DOUBLE PARK DOUBLE 名店有限公司 DOUBLE 品牌集合店

DOUBLE品牌集合店 DOXA DPI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DPM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DR DOUXI DR KONG

DR REBORN DREAM CLOSET MACAU Dream closet macau.1

Dream Nail Dream Nail一人有限公司 DREAM PET

DREAM PET MACAU DREAMLAND DRESSER MACAU

DRESSY.MO DSQUARED2 DSQUARED2 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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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QUARED2 壹號廣場 DTMB科技 DTMB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DTS Hair DTS Hair Styling DTS HAIR STYLING渡船街店

DUCKLING GOURMET DuDu Family DUFFY'S BAR

DUTY FREE 免稅 DVM DVM 3 1/2 Chasing Dragon Jewelry

DVM JEWELRY DVM珠寶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D記小品一人有限公司

E - CUTE E BB嬰兒用品專賣 E BB嬰兒用品專賣店

E C E C C L E C MAKEUP&BEAUTY

E CUTE E 姿美 E 姿美專業美容

E 健物流 E. J. CHIANG工作室 E.D.C.Y.F.

E.J.CHIANG工作室 E.T.網購 E+BB嬰兒用品專賣店

e+net café EA7 金沙城 EA7 威尼斯人

EAST ENT CHECK IN EASY BEAUTY SALON EASY CUT

EASY WASH EASY WASHING CAR EAT一人有限公司

EBOX EC ATINA MAKEUP & BEAUTY EC ATINA MAKEUP AND BEAUTY

ECCO ECG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ECOMODE

ECOM卸力鞋 E-CUTE EC雅典娜美容中心

ED HARDY ED HARDY (EDIGA) ED HARDY (EDMMC)

ED HARDY EDVE ED HARDY 金沙城 ED HARDY 銀河店

ED HARDY 影匯店 EDINBURGHCAFE egaga

EIFFEL T ATTRACTION EIFFEL T DEI EIFFEL T KIOSK

EIFFEL T SHOP Eight Treasures EKCAR

EL.COM ELAINE CHE STUDIO ELAS

ELEGANT BEAUTY ELEGANT BELEZA E-LENS

ELEVATIONE TIMESTOPS ELITE ELITE CREATIVE

ELITEMO ELLA EPELER ELLA EPELER有限公司

ELLIE ELLIE KIT FASHION ELYSEE

ELYSEE 巴黎人 ELYSEE 氹仔店 ELYSEE 南灣店

ELYSEE 皇朝店 ELYSEE 高地烏店 ELYSEE 新橋店

ELYSEE 會展 ELYSEE 澳大店 EMERALD HOUSE

EMERALD IRD EMERALD VILLA SALON EMPLESS L BOUTIQUE

EMPORIO DEI EMPORIO GONDOLA Empress

EMPRESS FASHION Empress Fashion.1 ENERGY

ENERGY BOUTIQUE ENNER ENNER 依娜時裝店

ENNER依娜時裝店 ENTERTAINMENT ENVY BEAUTY

EPISODE ERB美容 ERMENEGILDO ZEGNA (MACAU) LTD

ERMENEGILDO ZEGNA(MACAU) LIMITED EROS ESCADA

ESCADA 壹號廣場 Escola de Conoucao Pio Chong ESCOLA SAN SE LEONG

ESCOLA SE LEONG ESPIGA DOURADA一人有限公司 ESSCENTS

ESSENTIALS ESSO SERVICE STATION ESSO SERVICE STATION (TAIPA)

ESTABELECIMENTO DE BEBIDAS O CASTICO ESTACAO DE SERVICO CALTEX LAM MAU EUDORA

EVA EVENTOUR澳門有限公司.1 EVENTOUR澳門有限公司.2

EVISU（威尼斯） EVISU（銀河） EV-MAN

EVOFIT運動顧問有限公司 EXI.T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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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tics Tuning Exotics Tuning(macau) EXPORTACAO E IMPORTACAO CHI FU LIMITADA

EYELASH & NAIL SENMONKA EZ MACAU EZMACAU

E姿美專業美容 E姿美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E家代收有限公司

E健物流 e健物流 永寧廣場店 e健物流 宏健大廈店

e健物流 建華大廈店 e健物流 豐榮大廈店 E淘家

F D BOUTIQUE F&B NORTH F&B PAIZA DINNING

F&B RICE EMPIRE F&B SOUTHERN KITCHEN F&B TASTES

F&M Shop F.C.翡翠 F.F.L.
F.F.L. PALADARES PORTUGUESES, LIMITADA F02 F04

F45 TRAINING F4有限公司 FAB MACAU

FABU BEAUTY FACE日式小顏美容 FAI CHI GAI

FAIRFAX FAIRFAX AVENUE時裝一人有限公司 Fairyland Beauty Pro

FAIRYLAND MACAU FAIRYLAND MACAU.1 FAL-TURISMO E HOTELARIA, LIMITADA

FAMOUS FAN HUA SALON 4 Fancy  Club

Fancy Club FANNY精品店 FARAIS有限公司

FARFALLA LOVE FARMA.CHIN.CHONG KIO FARMACIA CHINESA TAI SANG TONG

FARMACIA CHINESA VING TAI FARMACIA H & B FARMACIA HANG HUA

FARMACIA HONG MAN FARMACIA LUEN TAI FASHION FOREVER

FASHION I FASHION NEW FAST OCEAN

FAVOUR FBE商品貿易及服務有限公司 FC COTAI

FC MACAU FEAST FEEL CAFE

FEEL CAFÉ FEELING TOUCH FEI LONG TRADING
FERRAGENS TINTA OLEO SANG HENG FERRARI FGF BOUTIQUE

FI_HANDCRAFT Fields Fields.1

FIFIE FIKA LIFE FILA

FILL FEEL有限公司 FILLGOOD LIMITADA FINANCE

FINANICAL FREEDOM FINE CAFE FION BEAUTY CENTER

FION美妝工作室有限公司 FIT IN THE BOX FITMENT

FITNESS FIVE STAR SALON FLAME

FLAWLESS SKIN CARE FLEURI FLEX

FLEX FIT Flora Dream FLORAL

FLORAL BEAUTY FLORAL OPS FLORSHEIM

FLOWER FLOWER CITY FLOWER STORE

FLOWER_MAN FLOWER-MAN FLOWERS GARDEN

FM18幸福達人一人有限公司 FML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FNF HONG KONG LIMITED, MACAU BRANCH

FO BACK OFFICE FO BUS DEPOT FO MAIN LOBBY

FO VIP LOUNGE FOCUS FONG SENG

FONG  LAM  SI  TO FOOD PANTRY FOOD2

FOODFUL DATING Foodie Foodie mode

FOR YOU FOR YOU時尚購物有限公司 FOREST BAKERY

FOREST BATH AROMATHERAPY Forest Fashion FOREST FASHION IDEAS

FOREST SALAD FOREVER BEAUTY 1 FOREVER BEAUTY 2

FORMAC培訓及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FORTUNATO FORTUNE  MEDIA I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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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FASHION FORWARD FASHION(四季) FOSSIL (澳門)有限公司

FOTO MAN CHEONG FOURQ FOX HOUND

FOX HOUND 理髮店 FRANCICA FRANCK MULLER

FRASCATI CAFE FREE STYLE FREESIA

FRENZE Frenze.1 FRESH

FRIDAY BOUTIQUE FRONT OFFICE FRONT OFFICE - SANDS

FRONT OFFICE BACK OFFICE FRUIT DAILY FRUTAS FRESCAS

FRUTAS NG ZHOU FSM BELCANCAO FSM BOUTIQUE

FSM CONCIERGE FSM FRONT OFFICE FSM IRD

FSM SPA FSM SPLASH FSM WINDOWS

FSM ZI YAT HEEN FUAN HUA SALON 1 FUAN HUA SALON 2

FUAN HUA SALON 3 FUAN HUA SALON 4 FUFA 婦聯親子探索舘

FUFA 婦聯親子探索館 FUN CAKES MACAU FUOCO PASTRY

FURLA FURTADO FURTADO DISTRIBUICAO COMERCIAL

FUSION FUWA FUWA Fuwa Fuwa Cakes

G BEAUTY STUDIO G C SHOP G FASHION

G J P G LADY G TONE

G. C SHOP G.C SHOP G.E.M. COUNTER

G.Fashion G.W. GIFT SHOP G2 BEAUTY CENTRE

G2000 G2K G8鹽水雞小店

GALERIA AMAGAO GALERIES RC GALLERY古玩一人有限公司

GAME CLUB 電子玩具 GAME CLUB電子玩具 GAMERS QUEENDOM

GANAWAWA NOVA GRAND GARMENT PARK GARMENT, ACESSORIES AND COSMETICS ESPRIT RETAIL (MACAU) LIMITED

GAS COFFEE GAVAN BAKERY&COFFEE G-BOX盲盒扭蛋

G-box盲盒扭蛋玩具專門店 GD SHOP GELLO GELLY

GENE GENE FASHION GENIE BOUTIQUE

GENIE 水晶飾品 Genie 水晶飾品手作坊 Genie水晶飾品

Gent s Tonic Salon GENTLECUT 剪紳士 GENTLEMANNER

GENTLEMANNER BOUTIQUE GENTLEMANNERBOUTIQUE GENTLEMEN S TONIC SALON

GEOX(Cotai) GEOX(Venetian) GERMAIN SEQUOIA PARIS ROSOMUND MASELLE

G-FACTORY GI TECH GIFT SHOP

GIFTED GALLERY Gill Boutique GINNY BEAUTY

GIORGIO ARMANI澳門有限公司 GIOROSTAN GIRO PIZZA

GI科技有限公司 G-LADY GLAMOROUS II

GlamorousII GLASHUTTE - PA GLASSTIQUE(澳門)有限公司

Glimmer Coffee GLINT GI GLOW CATERING

GLP Banquet GLP IN-ROOM-DINING GLP IRD

GLP Meeting Room GLP Retail Shop GLP Room Service

GLP Sky GLP SPA GLP Valet Parking

GLPH Pool Bar GMM MIX BOUTIQUE Go Beauty

GO GREEN GO OUT MALL GOAT

GODDESS GODDESS ARMOUR GODIVA AIATOWER SHOP

GODIVA CHOCOLATIER GODIVA GALAXY KIOSK GODIVA GALAXY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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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IVA MGM MACAU GODIVA VENETIAN SHOP GODIVA 會展

GoFit(LoboFitClub) GOING MACAU GOING MACAU(荷蘭園店)

GOING MACAU(媽閣店) GOLABO EDU LTD GOLD ELEMENTS

GOLD FAIRY NAIL GOLD MINE GOLDEN BABY

Golden Baby黃金嬰兒用品店 GOLDEN COURT GOLDEN FISH SKIN

Golden Floral Golden Hour Golden Hour Vintage

GOLDEN INDIAN STORE GOLDEN PEAR GOLDEN WHEEL GIFT SHOP1

GOLDEN WINERY GOLF GONDOLA TKT BDG

GONDOLA TKT EMP GONDOLA TKT LGN GONDOLA TKT SL

GOOBNE CHICKEN Good Day Wedding & Event Good Food Macau

Good Food Macau Co.ltd Gorditos Gorditos(rotisserie macau)

GORGEOUS GORILLA GO達貿易

GP MOTOR GPS素食貿易有限公司 GRAND CITY

GRAND CLUB LOUNGE GRAND COLOANE RESORT GRAND COLOANE RESORT-BANQUET

GRAND COLOANE RESORT-CAFE PANORAMA GRAND COLOANE RESORT-KWUN HOI HEEN GRAND COLOANE RESORT-PANORAMA LOUNGE

GRAND COLOANE RESORT-POOLSIDE BAR GRAND COLOANE RESORT-THE CLUB GRAND DRAGON HOTEL
GRAND IMPEX & COMPANY LIMITED GRAND LISBOA HOTEL GRAND LISBOA PALACE

GRAND LISBOA PALACE HOTEL GRAND MOTORSPORT GRAND TOWER COUNTER

GRANDE LAB GRATIAE GRATIFY WINE

GRATIFY WINE & GOURMET GREAFA-JO GREAT ROOM

GREEN CROSS GREEN DESIGN Green Life

GREEN SPOT GREEN STATION GREEN ZONE

GREENS KITCHEN GRILL ON 8 (BAR) GROUP CHECK IN

GSCRAFT GSFS-FRONT OFFICE GSFS-IN SUITE DINING

GSFS-VISTA 38 GSF運動(澳門)有限公司 GSF運動(澳門)有限公司.1

G-SHOCK CASIO STORE G-STAR RAW G-TONE DIGITAL

GUCCI GUGUMELO GUGUMELO工作室

GUGUMELO藝術教育 GUGUMELO藝術教育有限公司 GUIA VETERINARY CTR

GV2 FASHION GV2時裝店 GXG

GYM G時計 H & D SALON

H 853 H AND A LADIES AND MEN BAGS WHOLESALER AND DISTRIBUTOR H AND D SALON

H K 咖喱站 H THAN H H&D Salon

H&M H.P.C DESSERT H105A - 嘉應A

H105A 嘉應櫃 H106A - 廣福祥A H106A 廣福祥櫃

H107A - 栢蕙A H107A栢蕙A H111A - 業興A

H111A 業興櫃 H112A - 花城A H112A 花城櫃

H120A - 廣華A H120A 廣華櫃 H122A - 美景A

H122A 美景櫃 H126A - 中富A H126A中富A

H127A - 建華A H127A建華A H128A - 德群A

H128A德群A H129A - 海茵怡居A H129A海茵怡居A

H130A - 紅街市A H130A紅街市A H131A - 營地大街A

H131A營地大街A H132A二龍喉A H201A - 君悅灣A

H201A 君悅灣A H201C - 君悅灣C H201C 君悅灣C

第 16 頁，共 265 頁



H202A - 星海豪庭A H202A 星海豪庭A H202C 星海豪庭C

H203A - 信毅A H203A 信毅A H203C 信毅C

H204A - 青翠A H204A 青翠A H205A - 翡翠園A

H205A翡翠園A H206A - 公園大道A H206A公園大道A

H207A - 保利達A H207A保利達A H208A - 擎天匯A

H208A擎天匯A H209A - 國際中心A H209A國際中心A

H210A - 信達廣場A H210A信達廣場A H211A樂駿盈軒A

H212A百利寶A H213A壹號湖畔A H215A新城市A

H8 水族 H801A - 松山A H801A 松山健康徑

H801C - 松山C H801C 松山公園 H801E - 松山E

H801E 松山水池斜坡 H802A - 水塘A H802A 水塘

H803A - 氹仔海濱A H803A 氹仔單車徑 H803C - 氹仔海濱C

H803C 海濱休憩區單車徑 H804A - 中央公園A H804A 中央公園(藍球場)

H804C - 中央公園C H804C 中央公園(足球場) H805A - 龍環葡韻A

H805A 氹仔龍環葡韻 H806A - 西灣湖A H806A 西灣湖地下層

H807A - 黑沙海灘A H807A 路環黑沙海灘 H808A - 觀音像休憩區A

H808A觀音像A H808C - 觀音像休憩區C H808C觀音像C

H853 H8水族 HAAGEN DAZS CITY OF

HAAGEN DAZS GALAXY HAAGEN DAZS　VENETIAN HAAGEN DAZS 氹仔地堡街

HAAGEN DAZS 信達城 HAAGEN DAZS 會展 HAAGEN DAZS 澳門大學

HAAGEN DAZS 羅結地巷5號 HAAGEN-DAZS HAALOU CREATION

HAHAKOREA Hair & Beauty Essentials HAIR LIFE

HAIR POINT HAIR POINT 美容髮型屋 HAIR POINT美容髮型屋

HAIR PRO HAIR SALON - LEGEND PALACE HOTEL Hair shop

Hair shop專業髮品店 HAIR ZOOM HAIR ZOOM髮型設計有限公司

HAIR-PRO HAIR-PRO 專業美髮用品專門店 HAIR-PRO專業美髮用品專門店

HALF AN HOUR Han Foods HANA HANA CAFE

HANA S ART HANA SALON HANABI FASHION BOUT

HANDMADE  NAIL  STUDIO HANDMADE MARKET HANDMADE NAIL STUDIO

HANDMADE STUDIO HANDMADEBYFM HANGOVER

HANGSON SUPERMARKET HANNAH HANNAH孕•母乳服

HANNAH孕‧母乳服 HAP YEK FROZEN HAPPY ART STUDIO

Happy city HAPPY DAY HAPPY DOG

HAPPY JUICE HAPPY MARKET HAPPY PAWS PET SHOP.1

HAPPY SHARE HAPPY SMILE HAPPY WOOD FLEURS

HAPPYMIMI HARDLY EVERS HARMONIE R

HARNatural HARNN HARRODZ

HASHTAG HAVMOON HAWAIIAN POKE BOWL

HAYSO HAYSO CAFE HBM AUTO BEAUTY

HBM汽車美容 HBM汽車美容及保養中心 HC House

HE BREWS CAFE HE&ME佳萊 HEALTH CLUB

HEALTHY2GATHER HEAPS Heart in Love Beauty

HEART MADE COOKIES HEI KEI (COD SHOP) HEI KEI (SC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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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 S TIME  C B HEI S TIME  CB(INST) HEI'S TIME

HEI'S TIME & C B HEI'S TIME & C+B HEIS TIME AND C+B(容興大廈)

HEIS TIME AND C+B(龍華大廈) Helena Cheng Tarot HELLO BABY

HELLO FLOWERS LTD HELLO JAPAN HELMET E MARKET

HELMET EMARKET HELMET EMARKET MACAU HENG FAT LEONG IAO

HENG KEI HENNA SALON HER NAILS

HERBAL TREASURES Here HERE STUDI0

HERE STUDIO HERE WE ARE HERMETISE

HERON PRESTON銀河 HEXIT HEY HEY BRAND SHOP

HEY U MAKEUP STUDIO HEYHEYGIFT HEY化妝間

HI ORGANIC HIDE YAMAMOTO HIDEMASA

HIDEOUT COFFEE HIGGS DESIGN HIKOSEN CARA

Hill Bakery Him Him baby house母嬰用品店 HING S KITCHEN

HIT SHOE HK咖喱站 HOHO-DESIGN

HOI HONG Hola Beauty HOLDEM

HOLIDAY INN HOLIDAY INN EXPRESS HOLIDAY INN MACAU

HOME 21 HOME MAMA HOME PRO管家易一站式專業家居服務平台有限公司

HON KEI HONEST PIZZERIA HONEY BEET

HONEY S TOY Honey's Toy HONG HAO

HONIC PAPA HOO PETS HORIS BODY MOVEMENT
HORTALICA E FRUTOS DE CHOI KEI Host Mart HOTBOOM

HOTEL HOTEL - THE COUNTDOWN HOTEL CONCIEGE - SANDS

HOTEL GOLDEN DRAGON HOTEL RECEPTION HOTEL REGENCIA HEALTH CLUB

HOTSPOT HOURS BY HORUS HOUSE OF SAMSONITE

House Pet HSB護膚沐浴及護髮產品有限公司 HTTP://WWW.IZZUE.COM

HU DAO Hua Ting Hugo Boss

HUMARISH CLUB HUSH PUPPIES 大運河店 HUSH PUPPIES 羅保博士店

HWK貿易有限公司 H捌伍叁 H園藝服務

I D CORE有限公司 I DESIGN 眼鏡有限公司 I DESIGN眼鏡

I DESIGN眼鏡有限公司 I DO I ESPRESSO BAKERY

I KEI I Love Seoul I MART百貨零售有限公司

I ONE網絡工程 I PET I S TEA

I TEA I WASH I.F. 小顏美肌

I.F.小顏美肌 I.M BOUTIQUE I.M SALON

I.T I/70 I70

IAT SENG I-BABYHOUSE童裝用品店 IBROW C BEAUTY

IBROW C素顏美學有限公司 IBROW C素顔美學有限公司 ICHIBAN SUSHI

ICL牌照顧問有限公司 IC甜心屋 IDEAL HOME

IDIO HAIR IDS BY MBG IEONG MAN WAI

IEONG WAI KEI IFACES iFIT

IFM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IGLA-葡亞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IKIDO ART

ILADY ILOVEPOPCON ILOVEPOPCON一人有限公司

IM 科技有限公司 IMAGE DIGITAL Imag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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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 EXP WA KEI IMP. EXP. WA KEI IMPERIAL HOUSE

IM科技有限公司 IN 9 SALON IN ASIA 有限公司

IN ASIA有限公司 In box 853 In Future

IN ROOM DINING IN SHOP IN SUITE DINING

In Zone Indian Spice INDIGO FASHION

INKY STORE INN HOTEL INNISFREE

INS NAIL IN'S POINT INSIGHT

INSON BOUTIQU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IPOR) IN-SUITE DINING

INTIMATE LOVE LIFE Intimate Love Life Store INY化妝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IN之飾 IOK HOUSE IONE智能科技

IONE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IP SEK SALOES IP SEK SALOES CABELEIREIRO

IQ IQ 督課中心 IQ督課中心

IRD (CELEBRITY) IRD (STAR) IRD 4-CELEBRITY - STUDIO CITY

IRD 5-STAR - STUDIO CITY IRD4 (CELEBRITY) IRD5 (STAR)

IRIS IRO IRONS PET SHOP

Isala Spa Isala Spa 01 Isala Spa 02

ISA時裝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ISPORT ISSI BOUTIQUE

Italian Cafe ITO NISHIKAWA IU LING

IX DOCE有限公司 J & R 瑜珈有限公司 J AND I

J AND N STUDIOS J AND T桑拿泳池工程 J AND W

J E J I O J K BOUTIQUE

J KING J KING FISH MARKET J MARKET

J PIN DESIGN LDA J S JEWELL J S JEWELLERY

J V MART J 舖 J&I美容護膚健康食品中心

J&K salon J&N STUDIO J&R瑜珈有限公司

J&T桑拿泳池工程有限公司 J&W J.BLOSSOM CAFE

J.E J.K Boutique J.K BOUTIQUE(仁威大廈)

J.K BOUTIQUE(恆利大廈) J015 Jaca boutique

JACKY SALON 青州1店 JACKY SALON 青洲2店 JADE DRAGON

JADE ORCHID JAEGER - LE COULTRE JAK S 廚房

JAK'S 廚房 Japan Baby JAPAN BABY TEK SHOP

JAYA SWIM POOL JC BOUTIQU JC Boutique

JC MALL JC SHOP PREMIUM JCM- CONSULTADORIA, GESTAO E PARTICIPACOES SOCIAIS, LIMITADA

J'C企業有限公司 JC時裝店 JDL-酒店及餐飲業有限公司

JDL-酒店及餐飲業有限公司.1 JE BABY JE HANDCRAFTS

JE TAIME JEWELRY JEB BAKERY Jenny Makeup Studio

Jenny Queen JERRICA S BABY SHOP JF BEAUTY

JF BEAUTY 美容中心 JF BEAUTY美容中心 JIN FAN MATERIAIS

JIN MAN PAVILION JIN YING JIO

JIPI JAPA JIPI JAPA 大運河店 JIPI JAPA 高士德店

JJ Mart JJ媽 S 私家菜 JJ媽's私家菜

JK BOUTIQUE JK JEWELLERY JK SELETED CAKERY

JKSS LTD JLL 澳門 主教山壹號 JLL 澳門(柏傲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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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L 澳門有限公司 JLL 澳門有限公司 星玥 JLL 澳門有限公司 晉海

JLL 澳門有限公司 楹樂 JLL 澳門有限公司皇族 JLL澳門 (柏傲峯)

JLL澳門有公司 JLL澳門有限公司 JM 名牌

JMARKET JMY金美雅美容美髮 JM名牌

JN JN Nail & Eyelash Beauty JOAN FASHION

JOC創作有限公司 JOKER S GROOMING JOKER S TATTOO

Jolibee JOLLIBEE Jollibee快樂蜂

Jollibee快樂蜂(氹仔) JOLLY NAIL Jose&Silvestre餐飲有限公司

JOURNEY-FASHION JOY AND PEACE JOY AND PEACE 大運河店

JOY AND PEACE 議事亭店 JOY LIFE JOYEA果汁一人有限公司

JOYEA果汁店(巴黎人店) JoyerTech JOYFUL NIGHT

JOYRIDE DINER JOYRIDE DINER-STUDIO CITY J-PIN DESIGN LDA.

JPL HAIR S JPL HAIR SALON JPLUS一人有限公司

JPORDERS JP訂單一人有限公司 JR MAKEUP & HAIR PRO

J'S Jewellery J'S Jewellery Taipa JS專業設計服務

JS愛情故事一人有限公司 JS愛情故事髮型坊 JS豬仔

JTB JTB（澳門）旅遊有限公司 JTB(澳門)旅遊有限公司

JU JU FRESH JUICY COUTURE JUICY COUTURE   CT

JUICY COUTURE   OC JUICY COUTURE   VN JUICY LIFE

JULY JUMEAUX JURASSICO KARAOKE

JUST CUT SALON JUST IN TIME JX OPTICO

JY 1996 JY STYLE JY. STYLE

JYB FASHION J舖 J鋪

K 3 SALON K Beauty K BEAUTY CENTER

K BEAUTY有限公司 K HAIR CULTURE K I C歌瑞森工作

K LOVE LIFE MUSEUM K ONE K ONE SALON

K one 大長今 K OUTLET K PICK

K S K s BEAUTY K S汽車服務中心

K THREE IDEA有限公司 K V F K Z 玩具專門店

K&A理髮店 K(澳門)體育用品 K. K. BEAUTY COLLECTION

K.I.C歌瑞森工作室 K.K. BEAUTY COLLECTION K.K.BEAUTY

K.S SHOP K-3 SALON KA + CATCH ME

KA CATCH ME KA+CATCH ME KAI CHEONG HOU KENG

KAIA Kamen Makeup Pro KANGO EXPRESS

Kapo Luxury Kappo Zuicho KARA MART出入口貿易有限公司

KARISSA KARL LAGERFELD HOTEL KAR管家

KAR管家一人有限公司 KASUMI日式燒餅店 Katzen Studio

KC 格仔店 KC格仔店 KDS舞蹈工作室

KDS舞蹈工作室有限公司 KEBAB HOUSE KEDMA

KEI CHEONG FASHION KEICA BAKING STUDIO KENG BEAUTY

KENG SANG WATCH KG JAPAN DISCOVERY KG兒童培訓

KG兒童培訓有限公司 KHG KHG時裝

KHG童裝 KHG旗艦店 KI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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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 S CITY Kid's City KIDS KINGDOM

KIDULT CLUB KIKA KIKO CAKE

kiko'cake創意烘焙 KIM’s FOOD KING S

KING SANDWICH King's KINGSON

Kipling KIRA Kira  - Altira

KIRA KIRA KIRARA kiss

KISS BABY KISS 飛吻 KISSY NAIL & EYELASH

KITROOM SPORTS KITSON製作有限公司 Kittys makeup studio

KITTY美食 KIT美容 KIT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KIZOKU LIMITED KKC KK水族城

KK水族城(華輝大廈) KK首作空間 KL SHOP

KLC MACAU FASHION KLM Pool Bar KLM Room Service

KLM Sky KLM-HEALTH CLUB S KLM-SPA

KL鐵騎用品有限公司 KL鐵騎用品專門店 K-MAN

KN STUDIO KNL律師事務所 KNOT.ME DESIGN

KNOXS BAKERY KO DESIGN KOBE S CANDY

Kobe's Candy KOI 三盞燈 KOI 水坑尾

KOI 氹仔地堡 KOI 氹仔花城 KOI 氹仔南新

KOI 金沙 KOI 保利達 KOI 南灣

KOI 黑沙環 KOI 新高士德 Kollectorz 玩具有限公司

K-ONE SALON K–One Salon K-ONE娛樂有限公司

KONXEPTS KOREA TOP STORE KORON EDUCATION CTR2

KOSMETIK KOU SI TING KOUMA有限公司

KOYO JEANS KPM GIFT GALLERY Krazy遊戲工作室

K's 汽車服務中心 KT FASHION STUDIO KT SALAO

KT時裝工作室 KT時裝工作室有限公司 KT時裝工作室有限公司.1

KUAN KEI KUAN TAI LONG KUKKA

KUMAKO 童裝店 KUMAKO童裝店 KUMON

KUNA HOUSE KUOK KA HANG KUOK KEI

KUONG UN TONG Kuro Kid KURT GEIGER

KUUYEE KWANPEN KWANPEN (MACAU) LIMITADA

KWANPEN(GALAXY) KWINNIE KWONG TAI HONG

K情趣生活館 K髮型屋 k澳門體育用品

L A FACE BEAUTY L' ATTITUDE L CHIC

L CHIC SALON L occitane Hotel L S BOUTIQUE

L SALON L&D L&J BAKERY

L.BOUTIQUE L3 CASINO L3 CASINO PIAZA

L3 RESIDENCE L4 GYM RECEPTION L58 TAIPA

LA BELLAZA La Calle餐飲 LA CALLE餐飲有限公司

LA CHINE LA CUCINA LA FLOR

LA LA 美容院 LA LA美容院 LA LIS

LA MAISON DU(GALAXY) LA MODELLA LA MODELLA時裝店

LA PERLA澳門 新濠店 LA PERLA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LA PRAI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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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URE La Scala Del Palazzo La touch artistry

LA VIDA Label Express Boutique LABEL S BOUTIQUE

Laca workshop LACY BOUTIQUE LADY A NAIL & BEAUTY

LADY CLUB LADY ELEVEN LADY ELEVEN NAIL HOUSE

LADY M LADY M澳門有限公司 LADY M澳門有限公司.1

LADY S LADY' S Lady Sence

Lady Sence Fashion LADY'S Lady's Garden

LADYS SHOP LADY'S SHOP LADY'S一人有限公司

Lafit Beauty LAI  YEN  BOUTIQUE LAM KIN KEONG

LAM,INES TEK YAN(中橋參茸) LAN LAN LADY FASHION

LANCASTER LANVIN LAO KUOK SENG

LAP KEI LAPC LARRY S PLACE LTD.

LARRY'S點有限公司 LAUNCH LAX Cafe

LCI律師事務所 LCI律師事務所管理有限公司 LCMACAULTD

LC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LE  EIGHTEEN  BEAUTY  SALOON Le beaute

LE BUFFET LE CHINOIS LE ELLE(澳門)有限公司

LE GAGNANT LE SAUNDA CALCADO LIMITADA,EM INGLES LE SAUNDA SHOES LIMITED LE SEAN

LE SEAN（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LEA LEAH NAILS BEAUTY

LEGO 積木專門店 LEI FU COMPANHIA LEI HANDMADE

LEI HANG MANAGEMENT LEI WENG NAM LEK HANG MANAGEMENT

LEMON LEMON有限公司 LENA MERCI LENG BEAUTY

Leng Boutique LENS TOWN LENS. C

Lens.C LEONG ION KEI LEONG WENG CHUN

LESS IS MORE LET ME COOK Let me Cook 智能烹飪‧體驗店

LET ME COOK智能烹飪體驗店 LETMECOOK LEVENY BEAUTY

LEVON童裝 LFS派克有限公司 Lido town dessert

LIEBE ACCESSARY Liège - 烈日（氹仔百佳店） Liège - 烈日（百老匯店）

Liège - 烈日（金沙城店） Liège - 烈日（信達坊店） Liège - 烈日（葡京人店）

LIFE BY ORIGINAL LIFE PROJECT LIMITED LIGHTMUSIC

LIGHTMUSIC貿易有限公司 LILY S BEAUTY SALON LILY'S BEAUTY

LILY'S BEAUTY SALON LILYS KITCHEN Line Friends Hotel

LINES ATELIER Ling Beauty LINSEQ

LIONCAN有限公司 LISBOA SALON Lisboeta Hotel

LITE LITE BY LUX PROF Little BeBe

LITTLE BLOOM LITTLE BOX LITTLE STAR

LITTLEBEBE Littlerose LIVING PRODUCT

LIVRARIA LIVRARIA CHU SAN LDA Lizz Boutique

LJ Bakery lki hair studio LK'S BEAUTY

LK買手店 LM LMAO有限公司

LMDC LMF LOBBY CONCIERGE

LOBBY GS COUNTER LOBBY LIMO COUNTER Lobby Lounge

Lobby Lounge GLP LOBBY RECEPTION LOBO (MACAU) (GO FIT)

LOBO MACAU GO FIT LOBOFITCLUB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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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I LOFT Loft Clothing

Loft Clothing Store LOHAS LIFE LOHAS VALLEY FLORAL

LOHUA LOJA KAM KEI LOJA Prendas Flax

LOK MEI LOK WAN TAIPA LOLA

Londoner Retail LONG BAN SIN SANG LONG TIN

LONGCHAMP LONGINES - GY LONGINES - LD

LONGINES - MS LONGINES - PA LONGINES - SC

LONGINES - SCC LONGINES - VE LONGINES - WP

LONGNEX LIMITED LONGS FASHION BEAUTY LONSID朗詩德

LONSID朗詩德淨水設備 LOTUS LOUNGE BAR LOTUS MACAU

LOTUS PALACE LOTUSBELLE LOUIS SALON

LOUVRE CAFE LOUVRE PASTRY Love Beauty

LOVE COLLECTION LOVE JAPAN 日本限定 LOVE JAPAN日本限定

LOVE LANE SEVEN LIMITED LOVE LIFE LOVE N JOY BOUTIQUE

LOVE N JOY FASHION LOVE STORY LOVE U BABY

LOVE YOGURT AND JUICE BAR Lovesneaker-real Love晶品小舖

LOYAL NORTH L'S BOUTIQUE LS女人話題美膚中心

LS律師事務所管理有限公司 LUB LUB STUDIO LUBUDS澳門有限公司

LUCKY FITNESS CLUB LUCKY FM有限公司 LUCKY STRENGTH CLUB

LUCRACE LUEN KEI LUEN MON

LUGGAGE LULULEMON LUNETTES PARISAN3126

LUNETTES PARISAN3311 LUNETTES集團有限公司 LUNETTES集團有限公司.1

LUNETTES集團有限公司.2 LUSH MACAU LIMITED LUSO II

LUX LAX LUXISKIN LUXURY CORNER

LUXURY FOUR SEA SONS LUXURY WYNN PALACE LYDIA Fashion

L婚禮有限公司 M 80 M Beauty

M CO BOUTIQUE M HAIR STUDIO M HAIR STUDIO 氹仔

M HAIR STUDIO.1 M N E CLOTHING M PLUS

M PLUS MAC M U B M.T.C澳門有限公司

M+物語 M02 M03

M04 M05 M05號

M06 M08 M09

M11 M12 M14

M15 M17 M-18-04(1)

M-18-04(2) M-18-04(3) M19

M-20-13(1) M-20-13(2) M-20-13(3)

M21 M-21-99(1) M-21-99(2)

M-21-99(3) M22 M-22-60(1)

M-22-60(2) M-22-60(3) M-22-81(1)

M-22-81(2) M-22-81(3) M-24-31(1)

M-24-31(2) M-24-31(3) M-25-36(1)

M-25-36(2) M-25-36(3) M-25-73(1)

M-25-73(2) M-25-73(3) M-2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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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7-01(2) M-27-01(3) M-29-19(1)

M-29-19(2) M-29-19(3) M-29-52(1)

M-29-52(2) M-29-52(3) M-29-53(1)

M-29-53(2) M-29-53(3) M-29-72(1)

M-29-72(2) M-29-72(3) M-29-76(1)

M-29-76(2) M-29-76(3) M2M數據一人有限公司

M2專業美容 M2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M2韓式美容美甲

M-30-85(1) M-30-85(2) M-30-85(3)

M-34-52(1) M-34-52(2) M-34-52(3)

M48 Fitness Club Macau M6 OUTLET M80

MA-24-36(1) MA-24-36(2) MA-24-36(3)

MA-25-48(1) MA-25-48(2) MA-25-48(3)

MA-29-28(1) MA-29-28(2) MA-29-28(3)

MA-37-70(1) MA-37-70(2) MA-37-70(3)

MA-68-51(1) MA-68-51(2) MA-68-51(3)

MA-68-58(1) MA-68-58(2) MA-68-58(3)

MAAS Mabo Shoppes Mabo Shoppes.1

Mabo Shoppes.2 Mabo Shoppes.3 Mabo Shoppes.4

Mabo Shoppes.5 MACAO E MEDIA MACAO K ZONE STUDIO

MACAO K-ZONE STUDIO MACARONS MACAU 520

MACAU FLOWERS MACAU FREE外星飛碟餅 MACAU GLEECLUB

MACAU GLEECLUB有限公司 MACAU GOURMET WALK - STUDIO CITY MACAU HAHA FLOWERS

MACAU HANDS LIMITED MACAU HARP MUSIC Macau Kisses

MACAU KISSES一人有限公司 MACAU K-ZONA ESTUDIO MACAU NUTRITION
MACAU THEME PARK AND RESORT LTD - L OCCITANE MACAU THEME PARK AND RESORT LTD - LINE FRIENDS MACAU TOWER - 180 LOUNGE

MACAU TOWER - KODAK MACAU TOWER-CAFE ON FOUR MACAU TOWER-CONV. KITCHEN

MACAU WATCH MACAU WHISKY Macauipo

MACCREW MACROWILL有限公司 Macs便利店

MACY MADE E DIFFERENCE MADEMOISELLE

MAGIC BEAUTY MAGIC K & BDI STORE Magic K Beauty

Magic Lab MAGICAL CASTLE MAIN RECEPTION

MAISON MAK LAI KEI MAK MAK

MAKE A WISH MAKE A WISH(賈伯樂店） Makeup Studio

MAMACA STORE MAN SI man tai pharmacy

MAN UN TRADING LTD MANABLE BOUTIQUE MANCHESTER U

MANCHESTER UNITED MANIPEDI CARE Mannings

MAN體育顧問及策劃有限公司 MARA玩具精品 Marbob

MARBOB STORE Marbob.1 Marbob.2

Marbob.3 Marbob.4 Marbob.5

MARC DAVID SALON MARCELO MARCELO 銀河

MARCHA BALLERINA MARCO HIUUI MARCO HIUUI (南灣)

MARCO HIUUI (新馬路) MARCO HIUUI POLO有限公司 MARIAZINHA

MARIS BEAUTY MARIS BOUTIQUE MARK N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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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17 MARKET 17(氹仔店) Market 360

MARKET BISTRO MARKS& SPENCER（金沙城） MARKS& SPENCER（威尼斯）

MARKTOYS MARNI MARNI 四季店

MARRIOTT BONVOY CNTR Mars' Production MARS愛瑪健康甜品店

MARTINE MARYANA'S SARI SARI STORE MARYLING

Mass Gaming F&B MASSE HAIR MASSIMO DUTTI MACAU LIMITADA

MASSIMO DUTTI SCC MASSIMO DUTTI VENE MATINEE

MATINEE BAR MATSON LDA. MATT S GUITAR

MATT'S GUITAR MAUD FRIZON PARIS MAX CO

MAX MODIFY MAX MODIFY專業汽車服務 MAXMARA

MAXMARA WEEKEND MAY 街邊小食店 MAYMEILITY

MAYS BOUTIQUE MAY'S BOUTIQUE May街邊小食店

MBCC,Limited MBD MBOX

MBOX有限公司 MC  WEARS MC 21 03

MC WEARS MC 奧特萊斯國際免稅店 MC-89-39

MCASE MCDC CTR DESIGN MCDC澳門設計中心有限公司

MCG改裝車庫一人有限公司 MCM MCM 四季

MCM 新濠影匯 MCM 銀河 MCS-澳門航空食品
MCS-澳門航空食品供應股份有限公司 MCT手作茶坊 Mcu微晶片控制工程

MCWEARS MC制服有限公司 MC奧特萊斯國際免稅店

MD-73-73 MDCC TECHNOLOGY MDME DOCUPRO 有限公司

MDREAMS MDSUN MDV MACAU LIMITADA

MDV(MACAU) LIMITADA ME-82-94 MEA

Meet Accessories MEET CHUU MEET CHUUU

MEETING ROOM Melaleuca MELLOW JEWELRY

Members+ MEMO COLLECTION MEMO S SACCS

Memo's saccs MENG HENG AUTOMOVEIS Menstruagents

MENSTRUAGENTS一人有限公司 MENTA 萬烘堂天然烘焙 Merchant Export Club

MERCI MERIDIAN CONCEPTS Mesa

MESA MAKEUP STUDIO METAL24 FITNESS CLUB METROPOLIS

Mezza9 MFM LAB.小島實驗室 MG 94 01

MG SALON MG-20-33(1) MG-20-33(2)

MG-20-33(3) MG-23-72(1) MG-23-72(2)

MG-23-72(3) MG-24-69(1) MG-24-69(2)

MG-24-69(3) MG-59-75 MG-91-22(1)

MG-91-22(2) MG-91-22(3) MG-94-47(1)

MG-94-47(2) MG-94-47(3) MGM - GRAND IMPERIAL COURT

MGM - MLIFE COUNTER MGM - SUPREME GLC MGM COTAI

MGM COTAI - ANYTIME MGM COTAI - ART SPACE MGM COTAI - F&B
MGM COTAI - HIGH LIMIT GAMING MGM COTAI - HU DAO MGM COTAI - MLIFE COUNTER

MGM COTAI - PLATINUM MGM COTAI - PRESIDENT'S CLUB MGM COTAI - SUPREME

MGM COTAI - THE DINING ROOM MGM COTAI - THEATER MGM COTAI HOTEL

MGM COTAI-BUSINESS CENTER MGM COTAI-EMERALD NEW VILLAS MGM COTAI-JUNKETS &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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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 COTAI-MANSION KITCHEN MGM COTAI-POOL BAR MGM COTAI-THEATER (F&B)

MGM COTAI-VALET SERVICE MGM HOTEL COTAI RETAIL MGM MACAU HOTEL

MGM-FINANCE MGM-VALET SERVICE MG髮型屋

MI Mi House MIAMI

MIAN Michael Kors（金沙城店） Michael Kors（威尼斯人店）

Michelle美容美甲 MICRO Mid Age of Dawn

Mid Age of Dawn Skate boards MIDES MIDO - MS

MIDO - VE MIKAKU MIKE S KENNEL

MIKIMOTO MIKU 通販 MIKU通販

MIKU通販.1 MILESTONE培訓中心 Milestone培訓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Milian Makeup Milian Makeup & Nail Studio MILIAN工作室

MILK MILK FASHION Milksha

Milksha(國富) MILLENNIUM COURT MILLIE S

MILLIE S 大運河店 MILLIE S 板樟堂店 MILLIE S 高士德店

MIM MIMAS DESSERT MIN YUE YUAN

Mina MINA BOUTIQUE Mina Boutique

Minds Collections MINDS COLLECTIONS(龍華大廈) MINDS COLLECTIONS(聯德大廈)

MINERAL B./ AMIKA MINERAL BOUTIQUE MINERVA S

MINERVA'S Ming's House MINI

MINI GIANT MINI J MINI MDREAMS

MINI PIG MINI SHOP MINIM 製作有限公司

MINIM製作有限公司 Minus One MINUTE BEAUTY CENTRE

MIRABELL MIRABELL 大運河店 MIRABELL 巴黎人店

MIRABELL 板樟堂店 MIRABELL 高士德店 MIRABELL 羅保博士店

MIRABELL 議事亭店 MIRAI HAIRPLUS MIRAMAR

MISS MISS BLUE PASTRY MISS CAKE

MISS M FOOD MISS SIXTY MISS U

MISS WHITE BRIDAL HOUSE MISS. M BOUTIQUE MISSING DESSERT

MISTRAL RESTAURANT MITSUI MOTORS MIT專業美容

Miusa House Mix Salon MJ 50髮型屋

MJ CAFE AT PONTE 16 MJ GALLERY AT PONTE 16 MJ-17-41

MJ-47-46 MJ50髮型屋 MJX歐日時裝

MK-60-61 MK-72-76 MK-75-04

MK-91-10 ML GUESTCOUNTER ML SALAD

ML-23-79 MLB MM澳門零售有限公司

MNCYA M'n'E CLOTHING M'n'E CLOTHING.1

MNLPTC MO & CO MO AND CO

Mo Mo Nail MO MO 寵物 MO SALAD

MO SALAD FRUIT MO8429 MOBILE COUNTER

MOCHA CAFE MOCHA CAFE - MACAU TOWER MODA BRAVO

MODA SHU Mode On MODEL CLUB

MODELO FASHION SHOP MOD設計店有限公司 MOHSTEN

MOISELLE MOIY MOMA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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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 FLOWER DESIGN MOMENTO MOMO COFFEE

Momo Store MOMO寵物美容專門店 MON SHOP

MONKET TREE3 MONKEY TREE MONKEY TREE2

MONKEY TREE3 MONKEY TREE4 MONSOON

Monsoon - Altira MONSTERL & HISKEYCHAIN MONSTERL AND HISKEYCHAIN

MONSTERL HISKEYCHAIN Moo Creamery MOOD AND MOOR

MOON BEAUTY Moon Moon MOONMOON

MOREWAY LIMITED MORIMOR MORIMOR M08

Morning MORPHEUS ALAIN DUCASS Morpheus Boutique

MORPHEUS CLUB LOUNGE MORPHEUS FITNESS CLUB Morpheus FitnessClub

MORPHEUS HOTEL LAUNDRY MORPHEUS IRD L2 MORPHEUS IRD L40

MORPHEUS LI YING HIN Morpheus Lounge MORPHEUS YI

Morpheus-Club Lounge Morpheus-Front Desk Morpheus-IRD L2

Morpheus-L Attitude Morpheus-Li Ying Hin Morpheus-Yi

MORTON S MORTON'S OF CHICAGO MACAU LIMITADA MOSCHINO

MOSCHINO (MO2GA) MOSCHINO MOFS MOSCHINO OC店

MOTIVE MOVE MOTIVE MOVE製作有限公司 MOTU PROPRIO

MOTU PROPRIO語言中心有限公司 MOVIN CAR MODEL SHOP MP STYLE BOUTIQUE

MP5 江海店 MPA CENTRE MQ-94-46(1)

MQ-94-46(2) MQ-94-46(3) MQ-97-06(1)

MQ-97-06(2) MQ-97-06(3) MR BOX

MR CHAN物流 MR CHAN物流有限公司 MR CITY BOY

MR COLLECTTION MR GALAXY MR LADY CAFE

MR PET Mr Pet Grooming MR QUEEN 創意烘焙屋
MR. COLLECTION (MACAU) FASHION MR. QUEEN創意烘焙屋 MR.COLLECTION (MACAU) FASHION

Mr.GALAXY MR.K PLUS赤辣豬扒包 MR.Q.PENGUIN

MR·EAT有限公司 MR-17-16(1) MR-17-16(2)

MR-17-16(3) MR-24-22(1) MR-24-22(2)

MR-24-22(3) MR-36-91(1) MR-36-91(2)

MR-36-91(3) MR-44-52(1) MR-44-52(2)

MR-44-52(3) MR6702 MR7412

MR-78-94 MRK 赤辣豬扒包 MRK赤辣豬扒包

MRK赤辣豬扒包2 Mrs John B MRS MISS

MRS.MISS MS ALINA MS BEAUTY RECIPE

M's Beauty Salon MS BLOSSOM CAFE MS KATE K S BOUTIQUE

MS KATE K’S BOUTIQUE MS KATE K'S BOUTIQUE MS KOREA GIRL

MS MACAU MS Vintage MS 咖啡花園

Ms. Dooriya Ms. Dooriya Pantry No.909 MS. L'S

MS+慕絲美容美甲中心 MSCC有限公司 MSCC專業汽車貼膜

MSC管理有限公司 MSGM MSSK一人有限公司

MSYJ MSYJ有限公司 MS婚禮有限公司

MS慕斯美容美甲中心 MS獨資 MT-56-97

MT-72-81(1) MT-72-81(2) MT-7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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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77-76 MT-85-17 MTEA

MTEL電信有限公司 MTEL電信有限公司（亞豐素店） MTEL電信有限公司（國華門市）

MTS'咭牌店 MU 72 71 MU4572

MU4749 MUB有限公司 MUGS HOUSE

MULTI  HAIR (鴻業大廈) MULTI BOUTIQUE MULTI- BOUTIQUE

MULTI HAIR MULTI-, Boutique MULTI-PURPOSE HALL/ BANQUET KITCHEN

MUMMY洗衣一人有限公司 MUSE MUSE PHOTO S AND P

Muse photo studio and production MUSH ROOM mush.Room

MUSIC LOUNGE MVP SALON MW 50-19

MW S HANDCRAFT MW-10-87(1) MW-10-87(2)

MW-10-87(3) MW-16-24(1) MW-16-24(2)

MW-16-24(3) MW-21-45(1) MW-21-45(2)

MW-21-45(3) MW-21-62(1) MW-21-62(2)

MW-21-62(3) MW-35-02 MW-53-77(1)

MW-53-77(2) MW-53-77(3) MW-56-43

MW-69-99 MW-75-68 MW-83-50

MW-84-44 MW-84-90 MW-85-97

MW-88-70 MW-91-21 MX

MX-12-19 MX-25-70 MX-26-53

MX-33-58 MX-41-67 MX-45-87

MX-46-59 MX-47-54 MX-50-32

MX-59-62 MX-63-20 MX-65-69

MX-67-93 MX-70-67 MX-93-85

MX-94-47 MX-95-36 MY BEAUTY

MY FLORIST MY MONOLITH SALOON MY RECIPE

MY-10-15 MY-12-82 MY-14-01

MY-14-99 MY-39-69 MY-48-10

MY-54-31 MY-58-11 MY-60-59

MY-63-40 MY-63-53 MY-63-80

MY-66-79 MY-67-43 MY-67-62

MY-68-53 MY-69-39 MY-69-74

MY-69-75 MY-70-41 MY-70-88

MY-71-13 MY-76-25 MY-87-34

MYM現代舞蹈中心 MYOSSM MYOT

MZ 34-72 MZ-46-66 MZ-54-52

MZ-58-47 MZ-62-14 MZ-62-33

MZ-62-72 MZ-63-14 MZ-64-16

MZ-64-28 MZ-64-32 MZ-64-97

MZ-65-72 MZ-66-03 MZ-67-96

MZ-68-46 MZ-68-74 MZ-69-57

MZ-69-74 MZ-74-85 MZ-76-81

MZ-77-35 M城網咖 M軸空間

N 1343攤販 N 1369攤販 N 993攤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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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FLORIST N NEVER N Y

N Y BOUTIQUE N. NEVER BOUTIQUE n.never

n.never Boutique N.W Studio N.Y BOUTIQUE

N22 N3 N3 美容美甲

N581飛能便度街小販區24檔 N602飛能便度街小販區48檔 N603

N632 N8漢堡工房 N8漢堡工房有限公司

NA KA SHOP NA MODA NA MODA CLOTHING & ACCESSORIES

NA MODA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NA NA NA NA NAIL

NA NA NAIL SALON NA NA NAIL.1 Nam Cheong

NAMASTE TRADERS Nameless車行 NANA NAIL

NANA NAIL BEAUTY SPA NANA NAIL SALON NANAY S KUSINA

NANAY'S KUSINA NAOMI BEAUTY NARA

NATA, LDA. NATASHA NATASHA FASHION

NATURAL LASH一人有限公司 NATURAL LAW OF TEA NATUREREPUBLIC

NAUGHTY NURI S NAVI CAKE NB BEAUTY

nb beauty Natural Organic Wellness NCM DESIGN NCM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NEGA C NEIL BARRETT NEIL BARRETT(NBMMC)

NEIL BARRETT(NBOC) NETDREAMLAND NEW 21 SPORT

NEW 23室內裝飾一人有限公司 NEW ARRIVALS NEW BALANCE

NEW BEAUTY NEW CAFE NEW COFFEE

NEW COME BEAUTY NEW COME BEAUTY 美肌護理中心 NEW COME BEAUTY美肌護理中心

NEW ERA NEW HORIZON NEW IMAGE

NEW MACAU NEW NO.9 NEW POINT

NEW POINT HAIR STUDIO NEW SAM SHOP NEW STYLE 果果髮型屋

New Style 果果髮型屋.1 New Style 果果髮型屋.2 New Style 果果髮型屋.3

NEW STYLE果果髮型屋 NEWAY NewStyle果果髮型屋1

NewStyle果果髮型屋2 NewStyle果果髮型屋3 NEXT KITCHEN

NEXTMOM韓國嬰幼兒用品專門店 NG FU SENG NGAI FAT LONG

NG美容美髮有限公司 NICE NICE BOUTIQUE

NICE MART NICE TOO BOUTIQUE NICOLE LA MODE

NIC爸茶記 NIKUGURU NIMI

NIMI HEALTH NINANG'S DELIGHTFUL KITCHEN NING PATISSERIE

NIO SPACE MACAO NIRVANA DAY SPA NIRVANA美容院有限公司

NK FASHION NLM有限公司 NO 16 PORT KITCHEN

No 26 STORE NO 3 NO 80 KITCHEN

NO.26 STORE NOBLE GO NOBLE MART

NOBLE MART (巴黎人) NOBLE MART (金沙城) NOBLE MART(巴黎人)

NOBLE MART(威尼斯人) NOBLE TIMES NOEL SHOP

NOMI NORTH NORTH (VENETIAN)

NORTONS SHOP NOTES自拍館 NOVO COREA

NOVO COREA髮型屋 NOVO MACAU LANDMARK NOW Z DANCE STUDIO

NR STDUIO NR STUDIO NRG SUPPLY
NU LATHANEL SOCIEDADE UNIPESSOAL LDA NU SKIN ENTERPRISES HONG KONG,LLC. nude

第 29 頁，共 265 頁



NUDE 越秀店 NUDE 賈伯樂店 NUDE 羅利老店

NUM BER 22 NUM-BER 22 NUMBER 5

NUMBER 9 NUMBER ONE咖喱牛丸皇潮式美食 NUMERIC一人有限公司

NUNANA運動及項目一人有限公司 NUTRI DELI有限公司.1 NUTRI MOMENT

NUTS CAFE NUTTEA NUT MYLK TEA NUTTEANUT MYLK TEA

NUWA HOTEL LAUNDRY NUWA SPA NUWA-F.D.

NUWA-F.O. NU服務有限公司 NV S PIZZA

NVS PIZZA NV'S PIZZA NV'S PIZZA TAKE AWAY

NY8 BEAUTY NY8 NEW YAOHAN NYH NC5零售管理有限公司

NYH 零售管理有限公司 NYH零售管理有限公司 O DAYLILY

O Grupo Swatch (Macau) Limitada O GRUPO SWATCH MACAU O Health Club GLP

O K鮮菓禮品 O MOON（十月初五店） O MOON（氹仔店）

O MOON（盧九店） O PORLO PRETO有限公司 O PORTO

O.K. 鮮菓禮品 O.K.鮮菓禮品 O.K.鮮菓禮品2

O2 BEAUTY CENTER OCEAN BEACH CAFE OCT

OCT(天神巷店) OCT(利暉大廈) OCTOBER

OCT服裝 OCT專業顧問 OCT專業顧問有限公司

OCULISTA EXCEL OCULISTA EXCEL（友邦廣場） OCULISTA EXCEL（氹仔花城店）

OCULISTA EXCEL（白馬行店） OCULISTA EXCEL（星皓廣場店） OCULISTA EXCEL（俾利喇街店）

OFF CAFE OFF CAFÉ OFF WHITE

OFF WHITE 壹號廣場 OFF WHITE 銀河 OFICINA DE REPARACAO DE AUTOMOVEIS FOK WENG

OhGoodies OhGoodies加國代購-澳門站 Oillio Paris

Oillio Paris.1 OKLA MAMA OK便利店

OK便利店 (COD) OK便利店 (MGM) OK便利店 (一定好)

OK便利店 (十六浦) OK便利店 (大堂) OK便利店 (永利)

OK便利店 (地堡街) OK便利店 (百老匯) OK便利店 (利澳)

OK便利店 (東南亞) OK便利店 (南新) OK便利店 (南藝閣)

OK便利店 (建興隆) OK便利店 (科大) OK便利店 (海怡)

OK便利店 (荷蘭園) OK便利店 (紫荊苑) OK便利店 (新海濱)

OK便利店 (運順) OK便利店 (澳大) OK便利店 (濠尚)

OK便利店 (關閘) OK便利店 MGM2 OK便利店 MGM3

OK便利店 太子花城 OK便利店 巴黎人 OK便利店 永利皇宮

OK便利店 南灣友邦 OK便利店 皇朝中土 OK便利店 新濠影匯

OK便利店 機場 OK便利店 澳大2 OK便利店-海上居

OK便利店-葡京人 OLD TOWN VINTAGE OLE

OLE首飾 OLIVER ODORANT Olivier Odorant

OLYMPIA OLYMPIA.1 OMAYA RESTAURANTE

OMAYA乳溝起司春川炒雞 OMEGA - GY OMEGA - MGM

OMEGA - MS OMEGA - SC OMEGA - VE

OMYGIRL BEAUTY ON  TO  LEI  FOOD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ONE BEAUTY

ONE GA ONE MAPLE ONE OUTLET

ONE SHOT ONE STUDIO ONE TWO SOCCER SHOP

one -two  soccer  shop ONEAM ONE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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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TSUKA TIGER專門店 ONLY BABY SHOP ONLY 嬰兒用品專門店

Only嬰兒用品專門店 OOPS HAIR OOTD Fashion

OPERA OPI AM OPI-AM

OPINION, MS OPPA工房 OPTICA COTAI 2005

OPTICA FS 2828 OPTICA GALAXY 1040 OPTICA VENETIAN 1010

OPTICA VENETIAN2002A OPTICAL88 OPTIMAL CARE

ORDERMACAU ORGANIC PLUS ORIENTAL TRAFFIC

ORIGINAL ORIGINAL TECH OROGOLD COSMETICS

Osanna Design Osanna Design Workshop OSKARS BAR

OTO MACAU OUI Boutique OUTDOOR POOL

OVER CUT OVERFLOW COFFEE OWLL

OWN OYSHO MACAU LIMITADA OYSHO SCC

P C M L P P P. FLOWERS 創作花藝設計

P.C.M.L P.C.M.L. P.FLOWERS

P.FLOWERS創作花藝設計 P.T P21號魚檔

P31號 P5生物科技(美容護理) PA SA IAN CHANG

PABLO PABLO PARISIAN PABLO 大堂巷

PABLO 戀愛巷 PABLO信達城 PACE

Pacific Coffee (澳門銀河) PACIFIC COFFEE 科技大學 PACIFIC COFFEE 銀河

PACIFIC COFFEE 澳門大學 PACIFIC COFFEE 鏡湖醫院 PADARIA PORTUGUESA

PADRE Page Kids PAIZA BAR

PAIZA CLUB - GUEST - SANDS PAIZA CONCIERGE PAIZA COUNTER

PAIZA DINING PAIZA LIMO COUNTER PAK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Palace Garden PALAZZO VERSACE MACAU PALETTE DESSERT

Palette Dessert Gallery PALM ANGELS GALAXY PALM ANGLES

PALMS PAN SE PANGYAW FOOD MART
PANIFICADORA GUIU SOCIEDADE LIMITADA PAP.STORE PAPERCRAFTERS

PARFUMS CHRISTIAN DIOR PARISIAN COTAITRAVEL PARISIAN FINANCE

PARISIAN ISD PARISIAN SHOP PARISIAN SPA

PARISIAN-ADIDAS PARISIAN-CATALOG PARLOIR 85B

PARONELLA PARONELLA BOUTIQUE PASTA LAB

PASTO MULTI CORES PAT Savers' Mart Patata

PATELIER PATISSERIE R D P patisserie racine du pin

PAUL & SHARK PAULANER MACAU PAXON

PEACE OF CAFE PEACE OF CAKE PEACE OF CAKE 花雨咖啡

PEAK HOUR PEARL BODY BRA PEARL DRAGON

PEDDER集團商貿(澳門)有限公司 PEDREGULHO 1 CHINO PEDRO S KITCHEN

PEGASUS INTL LTD. Penhaligon's PENHALIGON'S (MACAU) LIMITED

PENNY BLACK PENNY HONG MAKE UP PEREIRA 121

Pereira121 PERFECT LADY LIMITED PERFECT SHAPE

Pet dog com Pet Garden PET PET (MACAU)

PET PET MACAU PET PET 怡富店 PET PET 恆康店

PET PET 廣麗軒店 PET PET 麗駿軒店 PET SWEE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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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TO NATURE 泉福店 PETERSBURG PETISCO葡式美食

PETIT FLEURS PETITE FAERIE Petmo Macau

petshop休閒寵物 PF供應商一人有限公司 PHASE EIGHT

PHILIPP PLEIN PHILIPP PLEIN(PPGA) PHILIPP PLEIN(PPWYC)

PHO88 PI CLOTHING Pi Pizza

PICZ PIER COFFEE PIERRE HERME

PIG C STORE PIG C STORE 諸 士多 Pig.C Store

pig2小店 PILATES HOUSE PIN LEI TIM HAN CONG SI

PING PINKY PINKY (新景大廈)

PINKY（南寧大廈） Pinky1 PINOY FOOD MART
PINOY MAHARLIKA AND FILIPINO CONVENIENCE STORE Pinoy Street Pintarolas
Pintarolas Portuguese and Filipino Convinience Store PIONEER PIONEER DIVA

PIONEER DIVA.1 PIRATE ANGLERS PISCES

PISECES piseces fashion boutique PIZZA EXPRESS MACAU

PIZZA LAB PIZZA LAB MACAU PIZZA TIME

PIZZAEXPRESS PIZZAEXPRESS MACAU PK SHOP

PLAN B PLATINUM PLAY TOYS

PLEIN SPORTS PM宴會管理及制作 PM宴會管理及制作有限公司

PM宴會管理及製作 PNEUS SAN FA SENG PNM一人有限公司

PNPNGA POKEMON GROOMING POKEMON GROOMING.1

POKER LOUNGE BAR POKKA CAFE POLI CAFE

POLO MARCO HIUUI POLO RALPH LAUREN POLO SANTA ROBERTA

POLY POLY MUSICA POM POM NAIL STUDIO

POM POM SHOP Pom Pom美甲屋 POMELLATO

PONO SALON POOL POOL BAR

POOL KIOSK Poolside POON KIM CHING ANOK(三多皮鞋公司)

POP MART POP MART 2021 POPBUZZ

POPPY花藝工作室 POPULAR WELLNESS PORSCHE DESIGN

PORTOFINO PORTS 1961 PORTS VENETIAN

PORTS VENETIAN 2652 PORTUGALIA氹仔有限公司 POSH GROUP免稅店

POTPOT上海特色美食 POTPOT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POU CHOI CENTER

POU VA II POUPOU POWER X CLUB

P-PILOT PRAHA BAR PRAHA RESTAURANT
PRAIAGRANDE, ARTES E LETRAS SOCIEDADE UNIPESSOAL LIMITADA PRECIOUS ANGEL DREAMCARE PRECIOUS CARE

PREMIER BY DEAD SEA PREMIERE BAR PREP D

PREP'D PRETI PRETI 2

PRIDE ENTERTAINMENT PRIDE UP INTL LTD PRINCESS HOUSE

PRINCESSHOUSE PRINCESS女性內衣專門店 PRIVATE PARTY

PRIVE Produce Salon PROJECT C

PROJECT.C 汽車貼膜美容工作室 PROJECT.C汽車貼膜美容工作室 PRO-MAN

PROPER PROPER工作室 PROTEIN HUNTER

PROTILES PS TOGETHER 寵物沙龍 PS-together

PS-together代收店 PS-together寵物沙龍 PS-together寵物沙龍(新口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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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E PSYGIRL SHOP PUFFIN CAFE

PUKA FACE PUKKA FACE PULL AND BEAR SCC

PULSE PULSE CRYSTALS Pulse初心手作

PUMA PUMA專門店 PUN CHOI TAT

PUPPYLAND PURE GOAL PURE GOAL FILIPINO SUPERMARKET

PURE START Pure Zone PVM IN-ROOM-DINING

PVM Pool Bar PVM Room Service PVM Sky

PVM-HEALTH CLUB S PVM-SPA Q CAFE

Q MART 超級市場 Q Q SPECIAL CUISINE QI LONG

QQ BABY QQ便利店 QQ美食世界有限公司

QQ美食世界有限公司.1 QQ美容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QQ食真香麵食咖啡室

QSUPPORT QT泰國美妝批發 QUARTER SQUARE

QUARTER SQUARE海洋店 Qube 2 QUBE L5

QUEEN S LOVE BB QUEEN SALANG QUEENS

QUICK QUICK HOUSE QUICK TAKE AWAY

Q太廊 R 81 FASHION R AND B 巡茶

R AND B巡茶 R AND K S FAMILY R BAR (THE BAR)

R K's Family R M L R&B(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R&K's Family R.S R-81 FASHION

RABBIT & RAT RABBIT AND RAT RABBIT RAT

RABEANCO RAC TUNING STAND RAC TUNING STAND汽車配件裝飾服務中心

RADO - GY RADO - PA RADO - SCC

RADO - VE RAINBOW RAINBOW BOUTIQUE

Rainbow Box RAINBOW MARKET RAINBOW 壹號廣場

RAINBOW 新濠影匯 RALPH LAUREN（金沙城店） Ramble Store

RARE Rawlicious Conciliador RAY S 瑞芝軒

RC 034 RD Asia Store RECO
RECREATION AND SPORT CENTRE-LEGEND PALACE HOTEL RECREATION POOL RED HOUSE

RED TEA HOUSE REDWOOD ReGain Store

REGENCY ART HOTEL REGENE BEAUTY Reiky

REMAX REMFLY REMI BEAUTY & NAILS

RENDEZVOUS BAR RENE RENE CAOVILLA

RENE 四季 REPUBLICA LOVELINA RESERVATIONS
RESTAURANTE  PORTUGUES  DUMBO  LIMITADA RESTAURANTE AMIGO RESTAURANTE BAR O PORTO

RETAIL RETAIL SHOP RI SALON

RICE EMPIRE rice-films RICHA

Riddle Clothing Riddle Clothing Stoer Riddle Clothing Store

RIGHT.C RIKO ZAKKAYA RINGMASTER & COMPANY LIMITED

riyo.the.logcabin RM國際有限公司 RNC

ROAD BAR ROADBAR ROAR AND MEOW

ROBI3 ROBUCHON AU DOME ROBUSTO有限公司

ROCCA烘焙有限公司 ROCK SHOP ROCK SPA (THE SPA)

ROCKS - FO ROGER DUBUIS Roger Vivier Macau Four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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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Vivier Macau Galaxy Roger Vivier Macau Wynn ROGER VIVIER澳門有限公司

ROLEX ROLLING LUGGAGE ROMANPIC

ROMENSA若曼莎 ROOFTOP ROOFTOP MACAU

ROOM 8 弄 ROOM ROOM SHOP ROOM SERVICE

Room Service - Altira ROOMAGE30 ROSE GARDEN

ROSE GARDEN MACAU ROSEMARY ROSSI PIZZA

ROSSI TRATTORIA ROSSI TRATTORIA - STUDIO CITY ROSSIO-SUSHI DAN

Royal Boutique Royal Palace RRJ LEE

RRJ.LEE RTW RUBY BOUTIQUE

RUBY NAIL & BEAUTY RUBY NAIL AND BEAUTY RUBY NAIL AND BEAUTY.1

Rue No17 RUN RUSS

RX8 RX8高級腕錶貼膜 (銀座店) RX8高級腕錶貼膜銀座店

S & L STUDIO S & U Fashion S AND U FASHION

S BEAUTY S S BOUTIQUE S JOEY 廚房

S JOEY廚房 S POINT S R

S SA S SAM SAM S T 專業工作室

S W A T S&E Handmade S&H貿易有限公司

S.A.M時裝精品 S.BOUTIQUE S.C. SELF PARK

S.PROFESSOR S.T.專業工作室 S.W.A.T 軍用店

S.W.A.T.軍用店 S1美容有限公司 SABINA HANDMADE

Sabon1 SABORES LUSITANOS Sado House

SADONNA塔羅水晶店 SAINT LAURENT SAKARU

SAKURA櫻花 SAL SANTO SAL. SANTO

SALA SWIM POOL SALAD 大運河店 SALAD 高士德店

SALAD 銀河店 SALAD 銀座廣場店 SALAO BELEZA JENNY

SALAO DE BELEZA NEW BEAUTY SALAO DE BELEZA NOVA MARIA SALAO DE CABELEIREIRO SIMPLE

SALON MO MO SALON RENEW SAM 2 美容美髮

SAM 2美容美髮 SAM MEI SAM2 美容.美髮 (美的路)

SAM2 美容.美髮 (荷蘭園) SAM2 美容.美髮 (渡船街) SAM2 美容美髮

SAM2 美容美髮(寶寶大廈) SAM2美容美髮 SAM2美容美髮(南華新村)

SAM2美容美髮(聯昌大廈) SAM2美容美髮﹝勝園大廈店﹞ SAM2美容美髮﹝德益大廈﹞

SAMSAM塔羅牌占卜 SAMSONITE SAMSUNG

SAN CHEONG HENG SAN HON KEI SAN I KUN

SAN KEI SAN KUONG SAN LONG TOY

SAN LUCA DEI SAN LUCA KIOSK SAN LUIS CIGAR CLUB

SAN WANG IEONG SANDORA SANDS HOTEL - FINANCE - SANDS

SANDS ISD SANDS THEATRE SANISWISS經銷(澳門)有限公司

SANSAN INTERNATIONAL SAPATARIA HIPOCAMPO SAPATARIA KAM SI

SARIMANOY TRADING SARTOR LAB 澳門店 SASA美容美甲美髮

SASA美容美甲美髮養生館 SASA美容美甲美髮館 SAUCE SALABORATORY

SAUCE SALAD SAWASDEE SAWASDEE泰國美食.1

SCC COTAI TRAVEL SCF 頭髮護理 SCF頭髮護理有限公司

SCOOBY CLUB SCOOPS SCRE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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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 SDA氣氛專營小舖 SDA氣候專營小舖

SEACRET秘之海 SEASON SEASON BOUTIQUE

Season Flower SEASON 美甲 SECERL OF TOWN

SECRET OF BEAUTY SEE U BEAUTY SEE 澳 TOO

SEEDS SELFIE LAB sen cen

Senmonka SENMONKA 專門家 SENMONKA專門家

SENSE SENSE COLLECTIONS SENSES

SENZ SALON SEONGCHI SEOUL STATION

SEOUL STATION FASHION SEOUL STATION 渡船街店 SEOUL STATION 龍安園店

SERENDIPITY HANDMADE SERGIO ROSSI (SROC) SERGIO ROSSI GALAXY

SERR SEU CAFE Seven For All Mankind

SEVENU有機食品 SHAKE N SHAKE Shake Shake Salad

SHAKING ISLAND Shaner SHE S

SHE S FASHION SHOP SHE SHED M SHECARE

SHEEN SHELL油站 (內港店) SHELL油站 (黑沙環店)

SHERATON CLUB SHINE SPA SHIRLEY

shopping baby Shopping Mama SHOPPINGMAMA

SHOW SHP有限公司 SHUANG SHUANG LA

SH私房烘焙 SH私房烘焙一人有限公司 SI COFFEE

SI FASHION SI FASHION ICON SI TEK

SI TOU MENG Signature Noodles SIGNUM LIVING STORE

SILENT THIRD SILVER SIMCA FASHION

Simple Chic SIMPLE LIFE SIMPLE SALAO

SIMPLE 簡 SIMPLY CAFE SIM工業有限公司

SINERA CO LTD SINERA TRENDY SHOP SINGLE ORIGIN

SINOMAX SIN花舍 SIPIMO MACAU LDA

SIPIMO詩碧曼 SIPIMO詩碧曼澳門有限公司 SIS BEAUTY PRO

SIS MISSION SIX TWO Six Two Boutique

SJ STATION SJOEY廚房 SKAF

SKECHERS SKIN BOUTIQUE Skin Boutique.1

SKIN PEARL Skr Hair Salon SKY FITNESS

SKY WOOD DESIGN SKYPOWER SKY釣魚用具

SL BEAUTY STUDIO SLOWAY CAFE Small Bliss

SMART HOME SMART HOME 服務有限公司 SMART MOM

SMART NURSERY SMART SALON SMART TOYS

SNAP SNIDEL So Ao Bakery

SO SPA So sweet甜品工房 SO WAHT STORE小食

SOAO BAKERY SOARES BATALHA DA SILVA GLORIA MARIA SOBREMESA ANTIQUE

SODAA時裝 SOFA CLUB SOFITEL HOTEL

SOHO 2 PLAYGROUND SOHO MARKET SOI FONG

Soi Meio SOI NGAN NGOK SOJOURN BAKERY

SOLCAFE SOLEMATE SNEAKERS Solio Plus
SOMBENTO SOCIEDADE UNIPESSOAL LIMITADA SOME Somebody bo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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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day Comma SOMEWHERE SOO S COZINHA

SOPA SOPA湯品專賣店 SOPHIA

SOPHISCA SOUL SOUL造型

SOUTH LOBBY SOUTHERN KITCHEN SOUTHERNKITCHEN

SO滋味小食 SO髮型屋 SPA & SALON - SANDS

Span Café SPARE F&B SPARE FO COUNTER

SPEC Speed速王代收 SPG COUNTER

SPICE ROAD SPIKED有限公司 SPORTMAX

SPOTLIGHT SPRING SR一人有限公司

SS AW時裝一人有限公司 SSOJA TOAST ST CREATION

ST REGIS BAR ST REGIS POOL BAR ST.MARTIN

STACCATO STACCATO 大運河店 STACCATO 板樟堂店

Stanley Cafe STAR DANCE STUDIO STAR HAIR SALON

STARBUCKS COFFEE STARDU STARDUSTUDIO

Starryeyes_Crystal STAY BEAUTIFUL Stayreal_sneaker

STDM旅行社 STELLA AND APPLE美容美甲美髮有限公司 STELLA MCCARTNEY

Stephen IN Professional Make-up STICKHOUSE STICKMAN COFFEE

STRADIVARIUS VENE STRUCTURE STRUCTURE髮型屋

STUDIO 88 KTV STUDIO 88 KTV - STUDIO CITY STUDIO CITY HOTEL
STUDIO CITY HOTEL HOUSE KEEPING STUDIO CITY HOTEL LAUNDRY STUDIO CITY ICE RINK

STUDIO CITY KIOSK STUDIO CITY SPA (POOL) STUDIO CITY SPA (ZENSA)

STUFFBOX 自然友善店 STYLEFASHIONN SUBWAY

SUGAR MINA SUKI髮品店 SUMMER S ART

Summer's Art SUN FAT SUN FLOWER

Sun Flower Kids SUN S BUFF SUN TASTE

SUNGLASS HUT K66 SUNGLASS HUT STK16 SUNNY W NAILS BEAUTY

SUNPORTER有限公司 SUNTRON SUPER B

Super Booster Super Booster健康工作坊 SUPER CAR 汽車美容中心

SUPER E SUPER MOON SUPER X

Super  X Super.go SUPERCAR汽車美容中心

SUPERDRY SUPERDRY巴黎人店 SUPERDRY威尼斯人店

SUPERMOM SUPER便利 SUPREME

SUSHI 醬 SUSHI醬 SV Beauty Center

SVP酒吧 Swag SWAG FASHION

SWATCH SWATCH - LD SWATCH - VE

SWAT軍用店 SWEET & STICKY SWEET & STICKY - STUDIO CITY

SWEET BABY SWEET HEART SWEET JOY

SWEET SIS SWEETIE SWEETY HOUSE

Sweety Shop SW養生服務有限公司 SY化妝工作室

S纖美專業美容中心 T Galleria by DFS, Macau, City of Dreams T Galleria By DFS, Macau, Shoppes At Four Seasons

T LAB T MACAU T%

T%茶救星球 T.S. BOUTIQUE T3

T4 TACOS BY MIUMIU 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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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ION MOTOR CAR SERVICE CEMTER T-Action motor car service center TAGPUAN

TAGPUAN FOOD MART TAI FUNG TAI KAT HENG

TAIPA CAFE TAITEA TAK KEI CHA CHAN SAT

TAK SENG PET SHOP TAKA SELECT TAKE

TAKE AWAY UTAMA TAKE EAT EASY TALENT TIME 天賦時

Tammy珠寶設計工作室 TAMMY雪糕 TANING撻檸

TAO LOU TAP HOUSE TAPAS

TAPAS DE PORTUGAL TARDINI TASTE

TASTE 1 PASTA TASTES Tasty

TASTY BAKERY TATA木門 Tatu

TBA澳門一人有限公司.1 TDSM DANCE STUDIO TDSM舞蹈工作室有限公司

TEA ONE TEA TIME COMPANY LIMITED TEA TREE SPA
TEAM MEMBER CONCIERGE-SANDS TEAM MEMBER CONCIERGE-VENETIAN TECKNUMONSTER

TELECOM 99 TELECOM CITITO TELECOM TONG

TENMASA Tenmasa - Altira TERMINAL

TERRA COFFE HOUSE TERRA DRIP BAR TERRA THE COFFEE PIT

THAI HOUSE Thailand House The Barn

THE BIG APPLE The Book Lounge THE BOTTLE HOUSE

THE CHEESECAKE FACTORY The Conservatory The Corner

THE CORNER BOUTIQUE THE EIGHT 8 THE ELEMENTS

THE GOLDEN PEACOCK The Grand Buffet THE HEAL
THE HEAL ALIMENTACAO E BEBIDAS LDA THE HEAL ALIMENTACAO E BEBIDAS LIMITADA THE HIDEOUT COFFEES

The Himalayan House THE HOUSE OF FINE FOODS (MACAU) 1994有限公司 The Huaiyang Garden
THE HUBB GENERAL TRADING & MERCHANDISING THE JEWEL The Kensington

THE KITCHEN The Londoner Macao THE LONELY ISLAND

THE M BOUTIQUE THE M 時裝店 THE MAKE UP STUDIO

The make-up studio THE MANOR THE MARINA EXPRESS

THE MO SPACE THE MONENT HANDMADE THE MOSS

THE NAIL SHOP THE NAUGHTY NAILS THE NOOKERY

THE NORTH FACE THE NORTH FACE專門店I THE NORTH FACE專門店II

THE ONE The One Beauty The One Beauty.1

The One Beauty.2 THE POOL BAR THE ROADHOUSE MACAU

THE ROUGE The Runway Boutique The Spa - Altira

THE STUDY THE TASTING ROOM THE TEA

THE TENTH MONTH THE TREE SALAD THE W HAIR

The W Hair Studio THE WHOLESOME BUNCH THIRTY THREE

THODW GIFT SHOP THODW KIOSK THODW-BOX OFFICE

THOM BROWNE THOM BROWNE (MACAU) LIMITED THOMASBREAKFAST

THR33 MACAU THREEPPY THW(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TIAGO STUDIO TICK設計有限公司 Tiffw Boutique

TIGER POOP TIKI BAR TIM AND DAF S

TIMBA CAFE TIMBA CAFÉ LIMITADA Timber House

TIMBERLAND專門店II Time Flies Coffee TIME K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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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SOUP TIMI PET TIMI 寵物美容

TIMI寵物美容 TIMI寵物美容.1 TIMMAX

TIN TIN SAM IONG CONG SI Ting Ting Taobao Purchase Store TINS SALON

TIPSY 回憶製造所 TISSOT - GY TISSOT - LD

TISSOT - MS TISSOT - PA TISSOT - SCC

TISSOT - VE TKL IN-ROOM-DINING TKL IRD

TKL POOL BAR TKLH Pool Bar TM CONCIERGE

TM. BOUTIQUE TMF TMM

TO BE BEAUTY Toast TOCA

TODABOM TODAY MUSIC CENTRE TOD'S Macau Four Season

TOD'S ONE CENTRAL TOD'S 澳門有限公司 TOKO INDO

TOM COME TOM.COME TONE MACAO

TONG S BROTHERS TONG英佛具紙扎 TONI & GUY

TONI GUY TOP BEAUTY TOP DRIVE

TOP DRIVE & ULTRA TOP FASHION TOPAZ BEAUTY

TOPAZ BEAUTY 2 TOPIX Topwines limited Macau Branch

TOP專業美髮用品 TOP專業美髮用品專門店 TOP速剪

TORONTO SPORTS TOT TOUCH

TOUCH CONCEPT TOUGH 高士德店 TOWER DELICATESSEN

toybox TRAN個人工作室 TRAVEL AGENCY

TRAVELER PRO FISHING TACKLE TRB澳門有限公司 TREE CAFE

TREK COFFEE TRESOR RARE TREVI

TRIANGEL NAILS TRIANGLE SPORT MACAU TRIBAL TATTOO

TRIGO D'OURO TRIPLE I Triumph International (Macau) Limited

TROPICAL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TROPICAL健康食品有限公司.1 TRUCK食品一人有限公司

TRUE COLORS TSL TST易美美容美甲

TT生活日用美肌城 TT慧眼 TUDOR

TUFT. CONCEPT TUFTING MACAU TUMI ASIA LTD GALAXY

TUMI ASIA ONECENTRAL TUMI ASIA VENETIAN TUMI（威尼斯人）

TUMI（銀河） TUNG CHEONG TONG TURBO汽車服務中心

TURE COLORS TURISMO NOVO TURNING POINT

TWINFLAME TWINS BEAUTY 美容中心 TWINS' BEAUTY 美容中心

TWINS BEAUTY美容中心 Twins Florist Macau TYCHE

U BEAUTY GLOBAL U KIDS BOY AND GIRL U SELECT

U SPACE U TECH 科技有限公司 U US

UA 板樟堂 UALBT UASC

UAVE UCC一人有限公司 UDELI

UFOMO UFUFU UGB韓國專業護膚及化粧品(澳門)專門店

uki handcraft U-Kids Boy & Girl U-KIDS BOY AND GIRL

UKIDS LADY ULTIMATE IMAGE UM

UM (UCMMC) UM (UMMMC) UM CLUB (UCGA)

UM JUNIOR UM JUNIOR (UMJGA) UM JUNIOR (UMJMMC)

UM JUNIOR UMJSC UMA  HANA UMA BO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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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  BOUTIQUE UMC UML

UN KUAN KEI UNA BEAUTY UNA BEAUTY韓國化妝品專賣店

UNA BOUTIQUE UNDER ARMOUR UNDER ARMOUR(UA1MMC)

UNDER ARMOUR(UAGA) UNI SQUARE UNICORN

UNIQLO UNIQUE UNIQUE HAIR SALON

UNIQUE WEDDING Unis Boutique UNIWALTON LTD

UNO PIZZER UNO PIZZERIA Unworried Store

UP TO DATE SELECTION URBANER US Boutique

US NAIL BEAUTY U-TECH 科技有限公司 UV時裝

UYORK MOBILIAS LDA U陸路運輸 V Fashion

V RETREAT SPA V STUDIO V STUDIO 一人有限公司

V.2 Fashion V.CASA V.D.SHOP

V2 FASHION V8有限公司 VA KIO
VA KIO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VALA VALA STUDIO

VALET - SANDS VALET & CARPARK VALET N CARPARK

VALET PARKING VALOR VALOR BOUTIQUE

VANIA NOBRE JEWELRY VATIC VATIC LUXURY

VATIC 潮流精品店 VATIC潮流精品店 VD日用品店

VEDANTA保健公司 VEEKO VEGA VEGA

Vega Vega 我行我素 VEGA VEGA 我行我素.1 VEGA VEGA我行我素

VEGGIE MACAU VENETAIN-ROCKPORT VENETIAN - PUMA SELECT
VENETIAN BMC ( BUSINESS & MAIL CENTER ) VENETIAN C&E VENETIAN COTAI TRAVEL OFFICE

VENETIAN LODGING VENETIAN-ADIDAS VENETIAN-CATALOG

VENETIAN-CHEVIGNON VENETIAN-COLUMBIA VENETIAN-CONVERSE

VENETIAN-CROCS VENETIAN-MARATHON SPORTS VENETIAN-NEW BALANCE

VENETIAN-PUMA FRANCHISE VENG KEI VENILLA SUITE

Venture VENUS VENUS BOUTIQUE

VERAS飾品集成店 VERRI VERSACE

VERSACE COLLECTION VERSACE 金沙城 Versus

vestido macau(mom&baby) VF Beauty VF BEAUTY & NAILS BY VINTAGE FOREST

VI VI JAPAN VI VIII JEWELLERY VIAN

VICTOR S CLASSIC F VICTORIA ROOM VICTORIA S SECRET

VICTOR'S CLASSIC FINE FOODS VICTOSPORTS vida

VIDA LAB VINAVAST Vindra lesean

VINE VERA VINNA HOUSE VINTAGE

VIP GAMING SALON VIP 洗車屋有限公司 VIPet

VIPET 有限公司 VIPET有限公司 VIP洗車屋有限公司

Virginia Fashion Virgo Virgo Boutique

VISION SPACE VITASOY VIVI JAPAN

VIVIENNE WESTWOOD VIVIJAPAN一人有限公司 VJ美妝

VLC VOL CONCIERGE VOL NORTH PALACE

VR領域 VTN SPORTS VTN-SPORT

VTS TRADE VT旅行社有限公司 VWA 細胞功能水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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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 BEAUTY STORE W AND M 寶媽 W AND M寶媽

W AND M寶媽有限公司 W ROYAL BEAUTY W W貿易

W&W貿易 W+ Management & automation consulting W·S·C·精品

WALKING COFFEE walless.store WAN HIN

WAN MAN KIN WANKO WANKO W48

WANKO W57 WANKO W63 WANKO W93

WARDROBE WARRIOR FITNESS WASTED STORE

WATER BABIES WATER WAVE WATER專門店

WAVE WAXMEUP有限公司 WDS FROZEN FOOD

WE AIAI BUY WE LOVE WAX WE LOVE WAX有限公司

WE 生活店 WE6有限公司 WEAR

wear accessories WEAR MACAU WEAR.1

Wedding Pavilion Welove studio WENG SON

WF FASHION WF FASHION COD WF FASHION SANDS2021

WF FASHION(WFFGA) WF FASHION四季 WFF COD1

WFF(COD2) Whatever Store WHAT'S

WHATZUP Wheat WHOUSE（1-3檔)

WHOUSE(7檔) WHY NOT WILDCAT

WIN MIC Wine Gallery WINFULLY
WINFULLY MATERIAIS DE CONSTRUCAO WINNER LUXURY Winnie Thailand

Wish Macao WK裝修設計 WL GUESTCOUNTER

Wolford(威尼斯人店） WONDERLAB WONDERLAND

Wonderland Tattoo Studio Macau WONG KAI WAI WONG TAK CHON

WONG UN SANG WOOD WOOD BOUTIQUE

Wooderful life Wooderful life.1 WOOF

WOOLEE WORKMATE PRODUCTION World of DV

Worthy Beauty WOW BABY (昌明花園) WOW BABY (龍園)

Wow Foodie WOW WEDDING &  EVENT WU WU HOME

WU: WU HOME Wulao WUT PRODUCED

WYNN RESORT (MACAU)S.A.55 WYNN RESORT (MACAU)S.A.56 WYNN RESORTS (MACAU) S.A.

WYNN RESORTS (MACAU) S.A.10 WYNN RESORTS (MACAU) S.A.11 WYNN RESORTS (MACAU) S.A.12

WYNN RESORTS (MACAU) S.A.13 WYNN RESORTS (MACAU) S.A.14 WYNN RESORTS (MACAU) S.A.15

WYNN RESORTS (MACAU) S.A.16 WYNN RESORTS (MACAU) S.A.18 WYNN RESORTS (MACAU) S.A.19

WYNN RESORTS (MACAU) S.A.2 WYNN RESORTS (MACAU) S.A.20 WYNN RESORTS (MACAU) S.A.21

WYNN RESORTS (MACAU) S.A.22 WYNN RESORTS (MACAU) S.A.25 WYNN RESORTS (MACAU) S.A.26

WYNN RESORTS (MACAU) S.A.28 WYNN RESORTS (MACAU) S.A.29 WYNN RESORTS (MACAU) S.A.3

WYNN RESORTS (MACAU) S.A.30 WYNN RESORTS (MACAU) S.A.31 WYNN RESORTS (MACAU) S.A.32

WYNN RESORTS (MACAU) S.A.33 WYNN RESORTS (MACAU) S.A.34 WYNN RESORTS (MACAU) S.A.35

WYNN RESORTS (MACAU) S.A.36 WYNN RESORTS (MACAU) S.A.40 WYNN RESORTS (MACAU) S.A.41

WYNN RESORTS (MACAU) S.A.44 WYNN RESORTS (MACAU) S.A.45 WYNN RESORTS (MACAU) S.A.46

WYNN RESORTS (MACAU) S.A.48 WYNN RESORTS (MACAU) S.A.5 WYNN RESORTS (MACAU) S.A.50

WYNN RESORTS (MACAU) S.A.51 WYNN RESORTS (MACAU) S.A.52 WYNN RESORTS (MACAU) S.A.53

WYNN RESORTS (MACAU) S.A.54 WYNN RESORTS (MACAU) S.A.57 WYNN RESORTS (MACAU) S.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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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N RESORTS (MACAU) S.A.59 WYNN RESORTS (MACAU) S.A.6 WYNN RESORTS (MACAU) S.A.7

WYNN RESORTS (MACAU) S.A.8 WYNN RESORTS (MACAU) S.A.9 X SPEED

X 之特種 X+Y take away X+Y檸檬茶

X·沉浸式推理空間 XAN RON FAT CHIN IAO HAN CONG SI XLP

XMATILDA XMATILDA一人有限公司 X沉浸式推理空間

Y FLORIST Y S Y S FASHION

Y salon Y SHOP Y.C. INFINITE

Y-3 YATLAS Yearn laconic

YEH MUI SHOP YELLOW YEN

YES代收 YES便利店 YGM MARKETING (MACAU) LIMITED

YGM市場拓展(澳門)有限公司 YIKI STUDIO YING

Ying - Altira YING HAI RENT A CAR YO YO 天地

YO YO天地 YOBOX YOGA WORLD

YOGO（海邊馬路店） YOKI 美麗坊 Yoki美麗坊

YOKO BOUTIQUE YOU CARE you care intimate handmade

YOU ONLY LIVE ONCE YOU ONLY LIVE ONCE有限公司 YOU YUE GLASSES

YOUNIVERSOUL YOUR LUNCH YoYo天地

Y-S Y'S FASHION Y'S FASHION.1

YUM CHA YUME YUME HOUSE

YUMMY MUMMY YUMMY MUMMY潮媽美容 YUMMY MUMMY潮媽美容有限公司

YVES SAINT LAURENT YVES SAINT LAURENT(ROADSHOW) YVONNE WEDDING

YY美妝 YY美妝.1 Y鋼管舞工作室

Z SHOP玩具店 ZADIG & VOLTAIRE ZARA HOME MACAU SOCIEDADE UNIPESSOAL LIMITADA

ZARA MACAU LIMITADA ZAXY ZBT美容醫療中心

Zembia ZEN by Maquette ZEN KITCHEN

ZEN VIBES ZENSA SPA ZIMMERLI (ZMGA)

ZIPCITY 澳門有限公司 ZIPCITY澳門有限公司 ZIPPO

ZPREFIX WORK SHOP ZSHOP玩具店 ZZ SOUFFLER

Z儷人 Z儷人專業美容連銷機構 Z儷人專業美容連鎖機

Z儷人專業美容連鎖機構 一一藝術製作 一一藝術製作一人有限公司

一二三一咖啡 一二三文化資本 一口唄

一口唄(信達廣場) 一口唄(海灣花園) 一夕桌遊

一小麵 一六八粥粉麵 一切從天然開始(澳門)有限公司

一心一意補習中心 一心一意補習中心2 一心美容院

一心婚禮 一文字 一方齋素食有限公司

一日三餐 一木車業 一世富粥

一仔記 一本牛 一本電器

一白藝術有限公司 一休燒烤 一帆工作室

一帆旅行社有限公司 一串串小食 一克拉圈圈

一沁堂一人有限公司 一良燒 一見葡撻

一味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一和味雅 一和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一咖啡 一定發(澳門)有限公司 一定發電訊

一尚品 一店 一抹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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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板燒 一板燒 喜點 一泓醇品餐飲

一泓醇品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一芳 一芳 高地烏街

一芳 提督大馬路店 一芳三盞燈店 一芳大三巴店

一芳水果茶信譽名門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三盞燈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下環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大三巴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水坑尾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氹仔匯景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昌明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東方海岸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信譽名門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高士德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黑沙環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黑沙環分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黑沙環店

一芳台灣水果茶(澳門)嘉應分店 一芳昌明店 一芳東方海岸店

一芳高士德店 一芳匯景店 一芳嘉應店

一品丼 一品居咖啡美食館 一品香

一品香.1 一品香金海山店 一品香廣華店

一品粥海鮮火鍋 一品殿堂飲食貿易 一流品

一剔一人有限公司 一哥美食 一哥美食(萬利樓)

一哥美食(錦興大廈) 一家沙律有限公司 一家春小食館

一家嚐 一容美食(信託店) 一容美食(樂富店)

一容餐飲管理 一容餐飲管理及投資有限公司 一拳泰菜館

一拳餐飲管理 一拳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一書齋

一海迷你倉 一竜拉麵 一竜拉麵專門店

一起茶記 一隻小猪中古店 一馬貿易運輸一人有限公司

一剪有限公司 一剪美美髮店 一國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一帶一露 一喜 一喜拉麵

一喜撈麵 一喬烤魚 一壹

一壹蔘茸海味 一番日式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一番壽司

一番壽司台山店 一番壽司外賣連鎖 一番壽司氹仔店

一番壽司祐漢店 一番壽司提督店 一番壽司渡船街店

一番壽司雅廉訪店 一番壽司黑沙環店 一雄動畫漫畫遊戲

一雄動畫漫畫遊戲專門店 一意一心馬拉松音樂節 一楠小食

一楠小食有限公司 一楠家居有限公司 一盞清茶鏡芳茶葉

一碗面 一號咖啡屋 一號倉貿易有限公司

一路外賣有限公司 一鳴四川小食 一齊紋身有限公司

一劉咖啡美食 一樹婚紗有限公司 一優日本料理

一優日本料理氹仔店 一鍋冒菜 一鍋冒菜(氹仔)

一鍋冒菜(官也街) 一鍋冒菜(匯景) 一鍋冒菜(新橋)

一點時裝 一點時裝有限公司 一點甜

一點綠一人有限公司 一點綠一人有限公司.1 一點綠咖啡

一廳咖啡 乙茗 丁文堂美容院

丁能強 丁能強-攤販-N/1500 丁記大排檔

丁記燒臘蒸菜館 丁錦寶-的士-18637 七分沙律

七友有限公司 七月 七月時裝公司

七月時裝有限公司 七彩大排檔 七彩雲南過橋米線

七賢小食店 七貓盒子 乜乜雜貨鋪

九七七美食 九七七美食有限公司 九十九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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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枚有限公司 九少咖啡 九如居美食

九叔深燒堂 九姐麵檔 九洲食品

九宮煮麻辣燙 九記凍肉 九魚舫

九號車館 九號酒鬼 九號檔舖

九鼎 九層塔外賣店 九層塔東南亞美食

九龍倉有限公司 九龍茶記 九點海鮮火鍋

九寶私廚 九籠餐飲 九籠餐飲管理及零售有限公司

二二燒烤美食 二十八居月子服務有限公司 二木創藝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二合一卓記粥麵美食 二合店 二和人

二妹美食 二妹燒野掂 二玥有限公司

二哥小食 二記 二喜輕食

二圓投資有限公司(壹號桑拿) 二萬軒 二萬軒日本料理海鮮火鍋

二衝車業 二輪工作室 二龍喉花園茶座

二魔路有限公司 人人愛買店 人子茶

人山人海人力資源 人在茶在 人和咖啡美食

人和咖啡麵食 人氣手握迴轉壽司有限公司 人間空氣

人間煙火 人間煙火 湘西小串燒烤 人興豬肉

八十八外賣 八十後有限公司 八公館

八分之一文房 八分木有限公司 八分目

八分目萬事達 八方東南亞粉麵館 八方美食廣場

八方食品 八方食品貿易行 八方蛋品

八方聯合有限公司 八月半 八月半一人有限公司

八月堂 八爪魚 八目烘焙屋

八目烘焙屋(德富大廈) 八目烘焙屋(寶勝閣) 八目烘焙屋有限公司

八百屋 八百屋(紅窗門店) 八豆妖町食

八拍音樂有限公司 八杯喜 八杯喜有限公司

八珍燒味 八記 八爺料理

八爺料理(提督店) 八爺料理.1 八囍

力天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力天汽車音響防盜 力天車行

力王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力卡泰式小食 力生環球澳門有限公司

力克製衣廠 力克製衣廠有限公司 力尚健身有限公司

力信裝修設計工程 力信蒸餾水廠 力信蒸餾水廠(澳門)有限公司

力恆乘用車租賃 力美健健身中心 力美健健身中心有限公司

力記汽車美容 力基電業行 力發車行

力進教育中心1 力進教育有限公司 力進補習中心2

力量坊 力新汽車用品 力暉貿易行有限公司

力達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力嘉教育中心 力嘉補習中心

力擔時計 力擔時計(澳門)有限公司 力鵬國際貿易

力鵬國際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十一X茶 十二果品天通

十二果品運順 十二春火鍋 十八叔海鮮

十八撈 十三月工作室有限公司 十三月照相館

十三妹無添加手作團隊 十三姨麻辣香鍋 十下十下

十六度 十六湖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十六號碼頭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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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號碼頭德興(澳門)海鮮.1 十六號碼頭德興(澳門)海鮮.2 十六號碼頭德興(澳門)海鮮.3

十六號碼頭餐房 十六號餐房 十分快剪

十分剪 十友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十方工作室

十方設計有限公司 十方飾物有限公司 十月吧

十月初五日街63-65D檔口 十月初五餅家 十月初五餅家(澳門)有限公司

十月時裝有限公司 十月烘焙 十四代清酒專賣店

十四樓的廚房 十四樓的廚房一人有限公司 十份好運

十全十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十年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十里香麻辣串串

十舍設計有限公司 十品 十曼逹雜貨

十髮居髮型設計 又一川美食 又一川美食氹仔店

又一川美食雅廉訪店 又一川美食裕華店 又一川美食蓮德店

又添福大飯店 又麻又辣 又麻又辣 大興店

又麻又辣 高樓店 又麻又辣 連勝店 又麻又辣(華蘭台)

又粥又麵 又燒眉外賣有限公司 三人行教育有限公司

三十三(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三三小食 三三不盡

三千年(澳門)有限公司 三千年澳門有限公司 三口一品有限公司

三川電腦有限公司 三井日本料理有限公司 三井汽車部品

三元兩餸飯 三元粥粉專家 三六九冰室

三友小食 三文治研作舍 三日月

三日月餐飲管理 三日月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三木菓子

三丼鐵板燒日本料理 三本家作 三本國際五金

三本國際五金一人有限公司 三生油素食百貨玉器 三立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三共生興（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三多皮鞋公司 三多時裝

三多時裝.1 三有堂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三角業務汽車

三角優選 三叔冰室 三和女仕用品

三和女仕用品 (星輝大廈) 三和女仕用品 (新市東) 三和女仕用品.1

三和車行 三和洗衣店 三和食品廠

三和貿易行 三咖啡有限公司 三妹冰室外賣

三保酒業集團 三保酒業集團有限公司 三俠潮越美食

三姨麵食 三姨麵食.1 三昧屋

三郎美髮用品專門店 三個檸檬 三個檸檬澳門有限公司

三哥海產魚枱 三哥燒味 三島餐飲管理

三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三郞美髮用品專門店 三隻小熊有限公司

三隻小豬 三絃教育中心 三絃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三通國際旅運有限公司 三朝元滷 三越越式料理

三鄉地道凉茶 三鄉地道涼茶 三鄉茶果糕點美食

三業貿易 三盞燈餅家一人有限公司 三盞燈澳門美食

三盞燈櫃CFF 三葉 三葉水產外賣店

三興商店 三興麵家有限公司 三龍珠寶金行

三聯車行 三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三鍵酒坊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三點三設計及印刷有限公司 三寶 三寶冰室

三寶冰室.1 三寶媽媽 三寶媽媽美食之家外送店

三寶緣攜興珠寶 三灝集團有限公司 上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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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手屋.1 上王酒業 上仙糖水專賣店

上古撈麺 上古撈麵 上古撈麵 (南新店)

上古撈麵 (渡船街店) 上行咖啡有限公司 上佳飲食有限公司

上果 上果貿易有限公司 上河內咖啡

上品廣告策劃有限公司 上乘餐飲 上乘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上原(澳門)有限公司 上海人人菜館 QR鋪 上海人人菜館 XY 鋪

上海人家 上海人家(海濱店) 上海人家.1

上海生煎王 上海生煎王.1 上海珍珍菜館

上海泰珠洋服行 上海喬江菜館 上海富春小籠(澳門)有限公司

上海富泰洋服行 上海榮江小館 上海緣素菜館

上海緣素菜館	 上海餛飩美食 上記咖啡

上將軍 上統澳門洋行 上喜美食

上游特色海鮮 上進補習中心 上葡京禮賓服務有限公司

上膳堂養生美容館 上膳堂藥膳養生 上膳堂藥膳養生有限公司

上膳餐飲有限公司 上騰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上癮檸檬茶

下環小販區12號檔 下環小販區13號 下環市政綜合大樓38

下環流動攤位35 下環流動攤位52 下環魚檔P29檔

下環街1樓050檔 下環街小販19號 下環街小販26

下環街小販區01檔 下環街小販區09 下環街小販區11檔

下環街小販區12 下環街小販區17號 下環街小販區18號

下環街小販區19號 下環街小販區19號檔 下環街小販區20號

下環街小販區25檔 下環街小販區9號 下環街小販區檔號03

下環街小販區檔號04 下環街小販區檔號10 下環街小販區檔號13

下環街小販區檔號16 下環街分店 下環街市  RC 038

下環街市 064 下環街市 1樓 028 下環街市 R C 36

下環街市 RC 052 下環街市035 下環街市052

下環街市1-027 下環街市1樓013 下環街市1樓040

下環街市1樓041檔 下環街市1樓046 下環街市1樓17檔

下環街市1樓73檔 下環街市2 01 下環街市2 55

下環街市3-19 下環街市31號 下環街市3-25

下環街市3-26 下環街市34號 下環街市3至10

下環街市42號 下環街市53 下環街市62號檔

下環街市65號 下環街市P11 下環街市P-13

下環街市P17檔 下環街市RC 50 下環街市RC044

下環街市RC-051 下環街市一樓010 下環街市一樓011

下環街市一樓018 下環街市一樓023檔 下環街市一樓024檔

下環街市一樓027 下環街市一樓028 下環街市一樓032

下環街市一樓033 下環街市一樓036 下環街市一樓039

下環街市一樓039檔 下環街市一樓040 下環街市一樓044

下環街市一樓046 下環街市一樓047 下環街市一樓047檔

下環街市一樓049 下環街市一樓060 下環街市一樓069

下環街市一樓07檔 下環街市一樓21號 下環街市大樓015

下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036 下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R/C044 下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R/C-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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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環街市生果檔一樓-050檔 下環街市地下 020檔 下環街市地下 048

下環街市地下005 下環街市地下009 下環街市地下012

下環街市地下017 下環街市地下018 下環街市地下026

下環街市地下028 下環街市地下029檔 下環街市地下033

下環街市地下034 下環街市地下036 下環街市地下037

下環街市地下042 下環街市地下043檔 下環街市地下045檔

下環街市地下047 下環街市地下049檔 下環街市地下050

下環街市地下051 下環街市地下053 下環街市地下09攤位

下環街市地下11檔 下環街市地下37檔 下環街市地下48

下環街市地下63 下環街市地下P13 下環街市地下P1檔

下環街市地下P2 下環街市地下P20 下環街市地下魚類029

下環街市地下攤位012檔 下環街市流動49 下環街市流動51

下環街市流動攤位42 下環街市流動攤位45 下環街市流動攤位47

下環街市流動攤位49 下環街市魚檔P15 下環街市魚檔P23檔

下環街市魚檔P3 下環街市魚類029 下環街市魚類31

下環街市魚類36 下環街市魚類37 下環街市魚類38

下環街市魚類44 下環街市魚類46 下環街市魚類48

下環街市魚類63 下環街市綜合大樓052 下環街市綜合大樓R/C-015

下環街市綜合大樓一樓032 下環街市綜合大樓一樓033 下環街市熟食N/2904

下環街市熟食N2904 下環街市蔬菜檔一樓-017 下環街市臨時流動攤位51

下環街市攤位 RC 022 下環街市攤位45 下環街市攤位47

下環街市攤位RC 015 下環街市攤位RC 028 下環街桃園食店

下環街街市一樓31號 下環街熟食中心3-08檔 下環熟食3-05

下環曈亮眼鏡有限公司 下環瞳亮眼鏡 下環瞳亮眼鏡有限公司

下環瞳亮眼鏡有限公司.1 下環臨時流動攤位35 丸。茶手作 澳門三盞燈店.1

丸子 丸作 丸作(南新店)

丸作食茶 丸作食茶 花城區分店 丸作食茶(下環街分店)

丸作食茶(筷子基分店) 丸作食茶-水坑尾分店 丸作食茶-花城區分店

丸茶手作 丸茶手作 望廈店 丸茶手作 澳門旗艦店

丸茶手作澳門三盞燈店 丸堂手打蝦滑 丸菇LOOK

久日咖啡 也也美食 也也甜品

凡人科技 板樟堂店 凡人科技 南灣店 凡人科技 紅街市店

凡人科技 祐漢分店 凡人科技 雀仔園店 凡人科技 新口岸店

凡人科技 筷子基店 凡人科技 樂駿店 凡人科技 盧九店

凡人科技 龍園店 凡人科技 環宇店 凡人科技 鏡湖店

凡人科技(台山店) 凡人科技(永寧店) 凡人科技(沙梨頭店)

凡人科技(板樟堂店) 凡人科技(花城店) 凡人科技(南灣店)

凡人科技(建華店) 凡人科技(泉亮店) 凡人科技(紅窗門店)

凡人科技(紅街市店) 凡人科技(祐漢店) 凡人科技(雀仔園店)

凡人科技(新口岸店) 凡人科技(筷子基店) 凡人科技(嘉應店)

凡人科技(樂駿店) 凡人科技(盧九店) 凡人科技(龍園店)

凡人科技(環宇店) 凡人科技(鏡湖店) 凡人科技(關閘店)

凡人科技(麗華店) 凡人科技有限公司 凡火日式外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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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火日式外賣店有限公司 凡卡工作室 凡達樓宇檢驗服務

凡達樓宇檢驗服務有限公司 千之谷美食 千之睿（集團）有限公司

千水藝術 千代酒店餐飲投資管理 千代酒店餐飲投資管理.1

千代酒店餐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千代酒店餐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1 千代設計國際

千代設計國際有限公司 千瓦設計 千瓦設計有限公司

千米飛鏢用品 千利零售(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千里之行

千里馬傳媒 千味 千味坊咖啡美食

千味美食 千味鮮果雜貨鋪 千和美食

千果園 千島工房 千盛爐端燒料理

千笹 千笹有限公司 千笹有限公司.1

千笹佐賀橫町 千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千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1

千喜膳 巴黎人店 千喜膳日本料理 千喜膳日本料理銀河店

千萬両日本食品專門店 千萬兩日本食品專門店 千葉改

千葉改汽車美容中心 千機世紀有限公司 千薈

叉燒方丈 叉燒妹燒臘小食店 叉燒皇

口味順德小食 口岸大眾超級市場 口岸中心

口福 口福(UM) 口福水果

口福水攤 口福甜品 口福點心

土生仔 土耳其烤肉之王 土耳其烤肉之王.1

土耳其烤肉之王.2 土茶 土茶運營管理中心

士多鳥拜斯22 D 士林街頭炸雞 大力行一人有限公司

大三巴(總匯)手信 大三巴（總匯）手信 大三巴(總滙)手信

大三巴(總滙)手信(百寶樓) 大三巴(總滙)手信(英發大廈) 大三巴(總滙)手信.1

大三巴出口成衣 大三巴免稅店 大三巴美食

大三巴茶餐廳 大三巴港式美食 大三巴牌坊小販區4檔

大三巴牌坊小販區6號 大三巴豬扒包 大丸手作坊

大口食 大大茶居 大中華駕駛學校

大少爺 大少爺美食有限公司 大戈製作

大方尚瑞院工藝品  大日子工作室有限公司 大水牛花藝設計

大世界 大台北 大四喜

大生 大生堂中藥房 大田廚櫃有限公司

大禾汽車配件 大禾汽車配件有限公司 大禾廚櫃有限公司

大光大登茶餐廳 大光世界旅遊 大光世界旅遊有限公司

大光添財一人有限公司 大光燈美食外賣店 大光燈茶餐廳

大吉慶美食坊 大同咖啡 大同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大同餐飲有限公司 大地建築材料行 大成手信

大成肉店 大成汽車零件行 大成車行

大成參茸海味雜貨 大成蔘茸行 大米

大米小龍俠 大老鼠兒童戲劇團 大西洋行

大西洋貿易合作(亞洲)公司 大利士多 大利來記

大利來記酒店及旅遊一人有限公司 大利來記餐廳 大利迎賓館

大利桌球城 大利桌球城有限公司 大快活美食

大酉洋行 大阪京都日式美食 大阪京都日式美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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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京都日式美食.2 大阪京都連勝店 大阪京都筷子基店

大阪京都賈梅士店 大阪科技 大阪鞋

大阪櫻花日本料理 大亞五金行 大來肉店

大來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大和國際食品 大拇指

大於一 大昌五金機械行 大昌行澳門百貨

大昌行澳門百貨有限公司 大昌行澳門食品 大昌行澳門食品有限公司

大昌食品市場 大昌食品市場.1 大昌酒業

大昌華嘉澳門有限公司 大明汽車服務 大明眼鏡

大明郵票錢幣社 大東北家常菜館 大東屋

大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大知 大知有限公司

大金冷氣 大金冷氣(香港)有限公司 大金冷氣（香港）有限公司

大金海味 大金貿易行 大長今

大柔屋 大柔屋有限公司 大秋凍肉009

大秋凍肉010 大美人精品咖啡 大苑子

大食會 大食會(氹仔) 大食會有限公司

大宴會廳 大家姐蔬果掂 大家超級市場

大家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大家樂(澳門)有限公司 大師級玩具禮品店

大神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大茶飯 大茶飯 氹仔店

大茶飯 海濱店 大茶飯 筷子基店 大茶飯(容群大廈)

大茶飯(海濱花園) 大茶飯食品廠 大隻宵

大隻貨運 大偉汽車駕駛學校 大健數碼

大國興皮鞋 大堂里葡式美食 大堂里葡國餐

大堂炸雞企吧 大堂斜巷門牌3 e 大堂街炸雞

大堂街秘方炸雞有限公司 大將 大將一人有限公司

大將足球體育用品 大將燒烤 大將燒烤有限公司

大教堂咖啡 大眾小食 大眾科技

大眾書局 大眾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大眾駕駛學校

大眾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大眾餐飲管理 大眾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大細佬酒吧卡拉OK 大細豬小食舍 大通膠輪汽車

大通膠輪汽車服務專門店 大都會髮屋 大麻成美食

大創機車館 大創機車館一人有限公司 大勝發一人有限公司

大喜麻辣拌 大喜麻辣拌(寶運) 大喜麻辣拌.1

大壹飲食集團 大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大富翁

大富翁旅行社有限公司 大發來茶餐廳 大發咖啡飯店

大發咖啡飯店.1 大發餐飲管理 大發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大華行 大華汽車零件行 大華窗簾

大華貿易(泉興樓) 大華貿易(置富閣) 大華貿易(輝聯大廈)

大華貿易有限公司 大華餐飲管理 大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大象洗鞋 大順行 大新汽車美容

大新科技出版 大新科技出版(澳門)有限公司 大源山貨工藝行

大獅碗 大碗麵 大聖奶茶豬扒包

大聖豬扒包 大腳板鞋業 大誠咖啡

大榮超級市場 大榮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大福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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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蒽檸檬茶(聖心店) 大銀龍粉麵咖啡 大銀龍粉麵咖啡(嘉寶大廈)

大銀龍粉麵咖啡(羅白沙街) 大銀龍粉麵咖啡.1 大德蘇記海味

大樂飲食 大樂飲食.1 大潤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大蔥檸檬茶(巴掌圍店) 大衛旅遊 大澳老友記

大澳灣(澳門)食品廠 大澳灣(澳門)食品廠有限公司 大興小食

大興冷凍器材 大興汽車用品 大興汽車用品美容

大興汽車塗料 大興電單車行 大興糧油食品有限公司

大貓手作 大貓飾物工作室 大頭穎甜品

大龍鳳茶樓 大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大聲公日用品行

大聲公涼茶 大韓有限公司 大豐表行

大豐雲石工程裝飾公司 大雞米 大雞米.1

大藥方中藥房 大寶 大灣區（澳門）青年體育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大灣區(澳門)青年體育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大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大纜巷小販15

女人世界內衣店 女人世界美容中心 女人話題美容中心

女仕豪洋行 女性內衣專門店 女皇的寶貝

女皇美容館 女神美妝社 女神美容美髮中心

女神時裝店 女神會所卡拉OK有限公司 女神潮流館

子玄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子晴美容院 子睛美容院

小Q家貿易 小人兒兒童教育中心 小人兒兒童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小上海 小丸子糖水小食 小土豪

小小世界托兒所 小小世界督課補習中心 小小店

小小食店 小小烘焙工作室 小小集物

小小集物有限公司 小小電腦 小山羊生活雜貨

小不點LITTLE IRON 小不點鐡板 小不點鐵板

小不點鐵板.1 小丑油頭有限公司 小丑油頭有限公司.1

小天才電子玩具公司 小天使 小天使美妝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小太陽天地 小太陽天地托兒所 小太學私立補充教學

小太學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 小孔子督課中心 小孔子督課中心II

小孔子補習中心1 小孔子補習中心2 小斗子

小日子 小木馬兒童攝影 小木馬兒童攝影有限公司

小木偶教學輔助中心 小比代收 小牛電機車業

小牛頓溫習 小牛頓溫習有限公司 小丘外帶甜食

小兄弟狗狗鎮 小叮噹教育集團 小叮噹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小可造型工作室 小四喜 小四喜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小巧烘焙工作室 小幼苗幼兒教育有限公司 小幼苗幼兒補習中心

小田園 小白兔狸藻珠寶個人工作室 小休

小休文化有限公司 小休咖啡 小吃驛站

小吆雞 小宇宙教育中心 小成都

小成都 旗艦店 小成都氹仔店 小米福潮廣粉麵

小米廚房 小米廚房有限公司 小米澳門線上

小羊 小老頭 小老頭一人有限公司

小忌廉教育中心 小李飛刀 小李飛刀有限公司

小豆豆雜貨舖 小邢車業 小事麵包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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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卒餐飲有限公司 小和日 小妹

小妹代購 小幸芸撻檸手打檸茶 小幸福工坊

小幸福翡翠 小店主 小明和小吉補習中心

小明和小吉補習介紹中心有限公司 小明美食 小朋友

小東京本館 小東京茶餐室 小松果華德福園地

小林新一食品有限公司 小林雜貨店 小河馬美食

小河舊書百貨 小物語 小舍

小舍韓國炸鷄料理 小芝麻綜藝培訓有限公司 小花小甲花甲粉

小花小甲龍園店 小花時裝 小虎妹冬陰功

小南瓜寶寶媽媽出入口有限公司 小品 小城S一人有限公司

小城市髮廊 小城咖啡葡式美食 小城冒菜

小城故事 小城春秋美食 小城婚事有限公司

小城舒食 小城舒食(澳門)健康餐有限公司 小城舒食健康餐

小城煲飯 小城道地美食 小城蔬果

小城蔬果(雅廉訪店) 小城蔬果(福德新街店) 小城蔬果(叢慶北街)

小城蔬果黑沙環馬路店 小城蔬果新城市店 小屋老酒

小星星精品店 小星星精品屋 小查理美食

小查理美食(祐明大廈) 小查理美食(新益花園) 小查理美食一人有限公司

小泉居 小泉居 AIA店 小泉居 水坑尾店

小泉居 石排灣西餐廳 小泉居 石排灣茶餐廳 小泉居 快盈E舖

小泉居 金利達店 小泉居 信菱寶店 小泉居 信逹店

小泉居 威翠店 小泉居 泉福店 小泉居 海名居店

小泉居 富達店 小泉居 渡船街店 小泉居 新芳華

小泉居 運順店 小泉居餐飲有限公司 小紅點(澳門)

小紅點(澳門)有限公司 小苗出品 小飛象葡國餐

小香豬生活館 小香豬全球購工作室 小個子有限公司

小哥速運 小哥速運 (福安街分店) 小哥速運(同善堂店)

小哥速運(紅窗門) 小哥速運(國父館店) 小哥速運.2

小哥速運.3 小哥速運.5 小哥速運.6

小哥速運.7 小哥速運國父館店 小哥速運淘寶代收

小哥速運蓮峰店 小島古著 小島有限公司

小島葡國餐廳 小島葡國餐廳 會展 小時候冰室

小時候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小時候夢想玩具專門店 小朗家

小格子小食 小格子代收 小格子代收(昌明店)

小格子代收(泉亮店) 小格子格子店 小珠培藝教育中心

小茶堂 小郡肝 小酒鍋美食

小基地 小彩虹文化傳播及教育有限公司 小彩虹蒙特梭利

小甜甜 小甜甜2 小盒子

小章 小荷補習中心 小販N/387

小販N769 小魚川湘龍蝦海鮮桶 小鳥代收

小鳥貿易行 小麥食品公司 小勝軒拉麵

小勝軒拉麵.1 小惡魔飲食有限公司 小湯園

小短腿雜貨店 小雲時裝 小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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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愛迪生教育中心VI 小愛迪生教育中心VII 小鉛筆托兒所

小鉛筆咖啡 小鉛筆教育中心 小鉛筆遊樂園

小滷板 小滿足 小熊士多

小熊屋 小熊屋.1 小熊教育中心

小熊補習中心 小熊貓 小維尼督課中心(I)

小維尼督課中心(II) 小維尼督課中心(III) 小維尼督課中心I

小蜜蜂接送中心 小鳳仙 小鳴玩具

小嘿win便當 小廚 小廚外賣屋

小廚咖啡美食 小廚房 小確幸

小確幸餐飲有限公司 小賣部 小學雞廚房

小橙都古法冒菜 小橙都冒菜 小橫町料理(台山店)

小橫町料理(海星店) 小橫町料理(濠江) 小橫町料理外賣店

小貓咪格仔店 小鍋米線 小鮮肉

小鮮肉鐵板料理 小寵兒寵物美容中心 小羅倫補習中心

小寶貝母嬰用品店 小蘋果托兒所 小蘋果教育中心

小露寶工程 小露寶工程有限公司 小魔怪美食

小籠包 小欖食店 小饞屋

山文化 山丘 山卡啦美容美甲

山田花店 山羊烘焙店 山羊烘焙店有限公司

山西烤魚食館 山佬美食 山宗傳媒文化

山東餃子王 山凌久 山凌久餐飲管理及零售有限公司
山凌久餐飲管理及零售有限公司(高雅花園) 山凌久餐飲管理及零售有限公司(景光大厦) 山海堂

山海堂有限公司 山海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山記

山記機車 山記鮮果 山崎制有限公司

山雞變鳳凰 山雞變鳳凰有限公司 川天下集團有限公司

川田(澳門)衛生用品貿易有限公司 川投資有限公司 川流八味

川香園 川香園重慶酸辣粉一人有限公司 川香館酸辣粉一人有限公司

川泰外賣店 川記小食 川記物流服務有限公司

川記燒臘 川菜皇 川粵味蕾

川粵味蕾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川藝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工人球場和記大排擋

工人球場和記大排檔 工人體育場 工匠美髮

工匠街櫃COL 工聯北區職工服務中心 工聯青怡職工服務站

工聯總會慈善 干杯‧起司 才浚學童服務督課中心

才浚學童服務督課中心2 才智教育 不已手制:檸檬茶

不已手制檸檬茶 不太小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不氏肥皂工作室

不夜天 不要對我尖叫 不要對我尖叫日常茶間

不倒翁食館 丐幫兄弟 中大五金裝飾材料總匯

中山小欖特色 中山車行 中山飛龍脆肉脘

中山麻辣燙 中山藥房有限公司 中天五金行

中天咖啡美食 中天咖啡麵食 中天玻璃廠

中天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心咖啡美食 中古小閣

中古廊 中立有限公司 中立食品貿易洋行

中光中藥房 (盧九街分店) 中光氹仔店 中光參茸 盧九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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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參茸祐漢街市分行 中光參茸祐漢總行 中光參茸藥行

中光參茸藥行.1 中光參茸藥行.2 中光養健坊

中西創新學院 中免集團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中宏裝修工程

中邦中藥房 中亞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中宜管理有限公司

中東烤肉 中南影印行 中星物流倉儲發展有限公司

中英影印店 中原地產 氹仔 中原地產 澳門廣場

中原柏興美食 中脈貿易 中記凍肉

中記參茸行 中國三江酒業有限公司 中國中藥房

中國古錢公司 中國民航快遞 中國民航快遞(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名人投資管理 中國名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名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1

中國名人海鮮火鍋飯店 中國如意科技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免稅品(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免稅品（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李寧 中國味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和合酒業 中國和合酒業有限公司 中國保安服務管理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根 中國根有限公司 中國參茸行

中國國貨公司 中國國際旅行社 中國國際旅行社會展

中國華夏國際旅行社 中國會所有限公司 中國電信

中國電信 水坑尾分店 中國電信 企業客戶部 中國電信 利民分店

中國電信 利民自助機 中國電信 信達自助機 中國電信 皇朝自助機

中國電信 皇朝旗艦店 中國電信 紅街市分店 中國電信 高士德分店

中國電信 樂駿自助機 中國電信 樂駿盈軒店 中國電信 澳門

中國電信 激成分店 中國電信 激成自助機 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1 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櫃台 中國電信水坑尾分店

中國電信水坑尾自助機 中國電信氹仔分店 中國電信信達廣場分店

中國電信柯維納分店 中國電信皇朝旗艦店 中國電信紅街市分店

中國電信紅街市自助機 中國電信高士德分店 中國電信高士德自助機

中國電信樂駿盈軒分店 中國電信激成分店 中國精品藝術

中國澳門汽車總會 中國-澳門汽車總會 中國澳門國際防衛實用氣槍協會

中國澳門排球總會 中國澳門添利有限公司 中國澳門華興金惠有限公司

中國澳門廣告展覽 中國澳門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中國鑽石與寶石交易所 中旋有限公司 中創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中勝建材有限公司 中富櫃CHF 中晶達

中智澳門有限公司 中港通旅行社 中發參茸玉藝

中華(國際)免稅店有限公司 中華小食 中華手信店

中華玄學祥物法品風水店 中華老子研究院 中華老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華汽車服務 中華汽車駕駛學校 中華參茸貿易行

中華國際免稅店 中華專業麵包廊 中華奧特萊斯百貨店

中華酸辣粉 中華龍美食 中華麵館(澳門)有限公司

中華攝影器材 中視蓮藝(澳門)國際傳媒一人有限公司 中雅有限公司

中雅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中順冷氣電業 中意時裝店

中新貨運 中暉膠袋包裝用品 中業貿易(澳門)

中葡沙甸魚文化專門店 中裕時裝店 中達國際物流一人有限公司

中僑中藥房(上葡京) 中僑參茸公司 中福花園

中福珠寶 中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中銀智慧付自助售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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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廚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中廣旅行社 中緬投資企業顧問

中緬投資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中駝(駱駝奶粉) 中澤有限公司

中澳合盈科技有限公司 中澳城旅遊有限公司 中澳紡織製衣染廠有限公司

中澳商務航空中心有限公司 中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中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1

中興永記海味有限公司 中興參茸公司 中興傢俬

中聯中藥房 中聯五金 中聯蔘茸中藥房

丹桂軒 丹諾國際生殖健康諮詢一人有限公司 之唔係九號雜貨舖

予茶 予茶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五一雜貨

五月沐苔天然生活用品 五月亭 五月鮮果撈

五后集團有限公司 五后集團有限公司.1 五州旅遊有限公司

五谷本色副食店 五谷魚粉 五谷磨坊

五邑海鮮美食 五芳齋 五芳齋(澳門)有限公司

五金軒 五洋發展有限公司 五洋餐廳

五洲旅遊有限公司 五洲鮮果 五福來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五餅二魚 五點時裝 五糧液

五豐行 五豐燕窩海味有限公司 井井三一兒童繪本書屋

井岡山湘土菜館 井岡山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井岡山飲食管理有限公司.1

井岡山飲食管理有限公司.2 井屋 井屋咖啡

井號 什物 仁才有限公司

仁仁堂中藥房 仁心中藥房 仁心中藥房一人有限公司

仁王日本料理 仁安藥房 仁和汽車零件維修行

仁昌車行 仁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仁記小食

仁華藥房 仁德堂 仁德堂 夜市

仁德堂有限公司 仁德堂養生館有限公司 仁輝大藥房

仁輝大藥房有限公司 仁濟藥房(司打口) 仁濟藥房II

今日茶飲 今日茶飲(高地烏店) 今日攝影院

今生 今生飲食有限公司 今宇汽車澳門有限公司

今發源一人有限公司 元亨利有限公司 元和

元和海味有限公司 元氣 元氣系統有限公司

元氣驛站 元祖古早味現烤蛋糕 元素汽車美容

元博心理教育中心 元歲榮養 公子麵家

公文式下環小市教育中心 公文式下環教育中心 公文式水坑尾教育中心

公文式氹仔百達(美景)教育中心 公文式氹仔百達美景 公文式氹仔百達教育中心

公文式氹仔教育中心 公文式卓思教育中心 公文式祐漢(百利)教育中心

公文式祐漢百利 公文式雅廉訪教育中心 公文式塔石教育中心

公文式新益教育中心 公主美容美甲 公主時裝

公主餐飲有限公司 公主麵館 五福店 公主麵館 金海山店

公主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公主攝影器材行 公仔記

公仔記.1 公平 公局新市北街04VQ

公局新市北街08VQ 公局新市北街10VQ 公局新市北街11VQ

公局新市南街 15檔 公局新市南街小販N/1416 公局新市南街小販區 01

公局新市南街小販區20 公發五金船具 公園仔茶餐廳

公路咖啡店 公雞美食 公雞葡國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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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寶模型玩具 公寶模型玩具一人有限公司 六八六八海味養生坊

六六小食 六六美食 六月全球市集

六月全球市集有限公司 六月美美容坊 六月影音科技

六兄弟優質水果店 六平行（澳門）有限公司 六本木

六角匙工作室 六姑煲仔 六厘米烘焙

六皇爺 六郎烤魚 六個淥

六記 六記咖啡 六記粥麵

六剪 六喜珠寶 六喜麵家

六棉酒家 六棉酒家有限公司 六福珠寶

六福珠寶金行 六福珠寶金行(澳門)有限公司 六福珠寶金行(澳門)有限公司(金沙城)

六福珠寶金行(澳門)有限公司(殷皇子1) 六福鐘錶 六福鐘錶(壹號廣場)

六福鐘錶（置地廣場） 六福鐘錶有限公司 六蟻商業貿易行

分享有限公司 分紅水電冷氣工程 化妝美容達人

升斗茶餐廳 升斗茶餐廳有限公司 升麟美食

午後街角 友 二咖啡館 友二咖啡烘焙

友二咖啡館 友仁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友天餐飲供應

友天餐飲供應有限公司 友方國際物業有限公司 友吉利冰室

友吉利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友成行 友利美食

友邦 友和咖啡美食 友和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友朋小食 友信出口時裝 友信藥房

友盈 友盈國際 友盈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友盈餐飲貿易有限公司 友格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友記中藥房

友記便利店 友記燒味小食 友記燒味小食.1

友記燒味小食重慶麻辣燙 友記雜貨 友意之家有限公司

友源貿易行 友達菓子工房 友髪廊

友鄰小市大多 友興小食 友興凍肉

友興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友營文化貿易 友營文化貿易有限公司

友營健身顧問工房 友聯成車行 友聯清潔

友聯餐飲 反設計工作室有限公司 天21

天一 天一閣藝術軒 天一閣藝術軒一人有限公司

天一藥房 天九門重慶火鍋 天人咖啡有限公司

天下HI-FI CLUB 天下燒烤小食 天下燒烤小食.1

天大旅運澳門有限公司 天山蔘茸行 天山蔘茸行有限公司

天才小博士督課中心 天才有限公司 天才教育中心

天才寶寶 天才寶寶教育中心 天仁茗茶

天仁茗茶 (皇朝店) 天仁茗茶 三盞燈店 天仁茗茶 花城店

天仁茗茶 俾利喇街店 天仁茗茶 黑沙環店 天仁茗茶 筷子基店

天仁茗茶 濠尚店 天仁茗茶 關閘店 天仁茗茶.喫茶趣TOGO

天元 天六 天天

天天小食 天天小食(怡昌) 天天代收

天天代收.1 天天咖啡麺食店 天天易服務有限公司

天天美食 天天速遞有限公司 天天菜欄

天天電業貿易工程 天天餅店 天天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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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鮮花 天天鮮花澳門店 天日車行有限公司

天日貿易行 天主教澳門教區 天仕集團有限公司

天外天一人有限公司 天地通電訊 天地通電訊(電訊99)

天地會代收 天地會代收(渡船街店) 天地會代收渡船街店

天宇美容 天宇神管理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天宇國際有限公司

天安中藥房 天成 天行者顧問

天行者顧問有限公司 天佑盈尚有限公司 天佑督課中心

天利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天利電業有限公司 天利電業行

天利電業行 會展 天呈素食館 天妍美

天妍美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天妍美國際美容有限公司.1 天妍美國際專業美容

天妍食品貿行(筷子基) 天妍食品貿易行 天妍國際美容中心

天妍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天妍國際美容昌明花園 天妍國際美容美居廣場

天希有限公司 天使內衣百貨 天使心水晶飾物店

天使心水晶飾物店.1 天使科技 天使督課中心

天使熊 天使熊一人有限公司 天使輕食

天使廚房 天使髮廊 天使髮廊.1

天使纖體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天使鑽飾 天和貿易行

天定有限公司 天芯有米麵館 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1 天冠有限公司 天城装修設計有限公司

天城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天姿專業美容 天姿專業美容美髮

天威包裝運輸倉儲 天星商行 天星通訊

天星電子科技 天星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星數碼

天星數碼有限公司 天星數碼科技 天津泰達智慧淨水

天津泰達智慧淨水(澳門)有限公司 天玲美容院 天皇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天皇極品音響 天盈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天美貿易行

天美髮 天虹防水建材 天虹時裝

天迪行 天香園 天倫集團(澳門)投資有限公司

天峰數碼有限公司 天恩母嬰百貨 天恩百貨

天恩娛樂製作 天恩婚嫁 天恩貿易

天恩貿易百貨有限公司 天悅 天悅百匯

天悅貝兒美容院 天悅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天悅蔬果食品

天悅蔬果食品(廣華店) 天悅環球免稅店 天時公司

天朗補習中心 天泰貿易有限公司 天祐盈尚有限公司

天祐健型培訓中心 天祐營養健型有限公司 天神川台式外賣專門店

天神之后傳教女修會 天神巷6號 天馬兒童程式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天域影音中心 天基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天基園有限公司

天基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天盛合記金行有限公司 天舶珠寶腕錶

天堡工程策劃有限公司 天嵐食品有限公司 天惠發展有限公司

天惠緣素食 天智教育中心 天朝食府

天然大華鞋業有限公司 天然百貨 天然百貨 渡船台店

天然百貨.1 天然花舍 天然鞋店

天然優品貿易有限公司 天策文化傳播 天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天翔社 天華商號 天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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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順中藥房 天匯 天匯代收 新橋

天匯代收(新橋) 天匯代收康公廟店 天意坊

天概念企業有限公司 天榆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天源貿易有限公司

天滙代收 天瑀創意一人有限公司 天誠食品有限公司

天誠數碼科技 天資教育有限公司 天運

天幕眼鏡電訊 天幕眼鏡電訊專賣店 天滿一人有限公司

天睿餐飲投資有限公司 天福台式鐵板燒 天綖美容美髮

天綖美容養髮 天豪尊尚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天酵烘焙

天酵烘焙(海天居) 天酵烘焙(榮慶大廈) 天際汽車有限公司

天際貿易 天億行有限公司 天嬉女仕用品專門店

天德玄門 天數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天樂督課中心

天毅有限公司 天潢酒業 天潢酒業有限公司

天誼國際有限公司 天誼專業美容中心 天賦時

天賦潛能皮紋分析中心 天輝便利店 天璣鑽石有限公司

天蕙時裝 天霖茶室 天霖貿易有限公司

天駿汽車 天瀛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天瀛餐飲集團有限公司.1

天藝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天藝設計工程 天贊廚大有限公司

天韻汽車服務 天麒軒有限公司 天麗手作坊

天寶超市 天蠔薈 天蠔薈有限公司

天驁集團有限公司 天麟鮨樂有限公司 天鑽

天鑽 住宅 天鑽 停車場 天鑽控股有限公司

太 日常 太·日常 太一拉麵

太二 太二老壇子酸菜魚 太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太子文具精品 太子咖啡美食 太子國際貿易

太元飲食 太元飲食有限公司 太公魚頭粉

太太雜貨舖 太平洋酒窖 太平洋酒窖有限公司

太平洋清潔 太平洋清潔有限公司 太平洋雪茄 京澳

太平洋雪茄(澳門)有限公司.1 太平洋雪茄SANDS COTAI 太平洋雪茄WYNN MACAU

太平洋雪茄WYNN PALACE 太平洋貿易行 太平洋翼之館

太平剪髮舖 太平電器 太平電器有限公司

太白洋行 太白廊 太艮堡陳老太

太和冰室 太垦堡陳老太 太泰小食

太陽冰室 太陽車業汽車服務中心 太陽城教育服務有限公司

太陽島督課中心 太陽旅遊有限公司 太陽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太陽酒莊 太陽專業清洗 太陽資訊科技

太興餐廳 太營有限公司 孔雁英

少女淘百貨 少女淘百貨有限公司 少即是多一人有限公司

少容魚枱 少勞多得 少爺仔小食

少爺仔外賣店 少爺茶餐廳 尤加利發展有限公司

尤加利發展有限公司.1 尤寶全 尹明發愛心店

尹浩斌 尹浩斌-攤販-J-010 尹雁嫦

巴巴國洋服雜貨店 巴巴國洋裝雜貨店 巴巴國時裝有限公司

巴西咖啡麵食 巴西美食 巴西麵包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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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麵包餅店(逸麗) 巴西麵包餅店(業興) 巴西麵包餅店.1

巴拉拉語言教育中心 巴帝羅集團有限公司 巴掌度假村宠物美容有限公司

巴掌度假村寵物美容 巴掌度假村寵物美容有限公司 巴斯

巴塞隆拿美食 巴蒂斯特布里雄糕點 巴蒂斯特有限公司

巴蒂斯特馬卡龍 巴蜀風味 巴黎人

巴黎人GUCCI 手錶珠寶 巴黎人GUCCI手錶珠寶 巴黎士多

巴黎士多（花城店） 巴黎士多（俾利喇店） 巴黎士多有限公司

巴黎士多有限公司.1 巴黎世家 巴黎車行

巴黎站 巴黎婚紗 巴黎婚紗禮服攝影有限公司

巴黎餐廳 幻彩煙火貿易有限公司 幻想家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幻想家潮玩店 廿貳號 引君美容美髮
心心女仕用品專門店(澳門)有限公司 心心代收 心心芭迪貝伊內衣(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心心髮型屋 心田坊小食 心地烘焙

心如髮型屋 心灰小姐烘焙 心灰小姐烘焙有限公司

心怡按摩 心明治小食店 心芝美有限公司

心芝美學肌研養膚中心 心信旅行用品 心屋苑

心彥坊專業美容 心彥坊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心研茶

心美柔然美容護膚中心 心虹時裝 心悅

心悅坊 心悅美妝 心悅軒有限公司

心悅纖體美容中心 心悦纖體美容中心 心素

心記麵食 心動珠寶 心聆家庭教育及輔導中心

心聆家庭教育有限公司 心魚 心魚鐵板燒

心著時裝 心意 心意毛冷精品店

心意坊 心意咖啡美食 心意屋

心意美容 心意美容髮型屋 心意時裝

心意牽花店 心意餅店 心椽

心誠一人有限公司 心語髮型屋 心儀銀飾禮品店

心廚 心緣 心緣一人有限公司

心醉堂 心醉堂(黑沙環店) 心醉堂專業美容中心

心瞳有限公司 心鮮出爐 心願刺青

心靈手巧 心靈格格仔店 心靈廚房

戈啲童裝有限公司 手工QQ凍 手工廚房

手打紀念章 手作仔 手作仔烘焙工房

手作坊 手作果茶 手紙花舍花藝策劃有限公司

手撕雞 手藝坊 文.藝沙龍

文化公所 文化文具貿易 文化文具貿易有限公司

文文美容中心 文仔小食 文玉魚枱

文生有限公司 文弟士櫃AYG054 文志商店

文來咖啡美食 文拓堂古玩店 文采書店

文哥咖啡外賣店 文哥咖啡美食 文哥冒菜王

文哥龍蝦煲 文哥龍蝦煲有限公司 文哥雞亦飽

文哥雞亦飽茶檔 文桂維修車行 文記

文記小食 文記小食.1 文記五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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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記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文記車行 文記咖啡

文記咖啡 連勝店 文記咖啡.1 文記花木店

文記花木店(永興大廈) 文記花木店(蓮安大廈) 文記美食

文記海鮮 文記椅位 文記粥品

文記滾蛋小食 文記餃子 文記餅家

文記餅家.1 文記廚具設備裝修工程 文記蔬果店

文記養生堂 文記髮型屋 文記欄

文高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文啟車行 文基五金建材

文基五金建材一人有限公司 文理體藝(澳門)有限公司 文創科技

文創綜合服務中心 文華酒店 文華傢俬

文雯有限公司 文匯補習社 文園酒家有限公司

文園餐室 文瑞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文誠小食店

文達裝修工程 文漢達利行 文輝機械五金

文鋒傳統懷舊小食 文鋒傳統懷舊美食 文興傢俬批發

文豐強記魚枱 文豐影印中心 文豐影印精品

文豐櫃AYG023 文藝攝影工作室 文靄兒

斗里 斗檸 方子豪-的士-27735

方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方俊輝-的士-18433 方記鮮魚

方華 方詠嫻 方詠嫻-攤販-N/2639

方圓文具精品 方圓文具精品.1 方圓玻璃工程

方圓國際有限公司 方圓貿易行 方圓廣告

方塊傢俱建材有限公司 方糖熊 方興文-的士-28503

日不落創作一人有限公司 日之船 日之選壽司刺身專門店

日升冷氣電業工程 日日生鮮連鎖超市 日日投資有限公司

日日見粥粉麵咖啡 日日食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日日購

日日鮮 日日鮮蔬菜行 日日贏美食匯

日日贏美食滙 日月居壽司屋 日月實業有限公司

日出 日出茶太 日出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日本大創 日本大創百貨(百興大廈) 日本大創百貨(昇平樓)

日本大創百貨(東南亞花園) 日本大創百貨(金融中心) 日本大創百貨(保利達)

日本大創百貨(信達城) 日本大創百貨(信達堡) 日本大創百貨(信達廣場)

日本大創百貨(威翠花園) 日本大創百貨(華榕大廈) 日本大創百貨(雄昌花園)

日本大創百貨(雅景花園) 日本大創百貨(新益花園) 日本大創百貨(福興大廈)

日本大創百貨(遠洋豪軒) 日本大創百貨(鴻運閣) 日本小屋

日本青森貿易有限公司 日本城 日本城(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日本商品推廣中心 日本商品推廣中心有限公司 日本極品機油專賣店

日本零食之皇 日本瘋雜貨店 日光茶舍

日式叮丼飯拉麵店 日式美甲美睫 日式美甲美睫一人有限公司

日式梳乎厘鬆餅 日吧美食 日妍美容

日系屋 日言教育中心 日昇什架

日昇行 日昇車行 日昇咖啡

日昇咖啡(祐昌) 日昇咖啡(萬利樓) 日昇旅行用品

日昇常記咖啡美食 日昇裝修工程 日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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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恆貿易行 日恆電器 日恒電器

日洋通訊 日洋通訊設備有限公司 日美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日美高有限公司 日風格設計有限公司 日神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日記 日記小食店(外賣) 日高文化創意發展

日高文化創意發展有限公司 日常 日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日盛電業貿易行 日牌概念店 日牌概念店有限公司

日發 日越全食 日進園林清潔有限公司

日進駕駛學校 日進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日順貨運

日暉精品店 日溢珠寶 日與夜川味館

日與夜老四川 日與夜老四川外賣店 日與夜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日燊小吃 日燊小吃 工匠里店 日燊小吃 光復街店

日燊小吃 信巧大廈店 日燊小吃 南暉大廈店 日燊小吃 紅窗門店

日燊小吃 萬榮大廈店 日燊小吃(下環店) 日興堂工房

日嚐 日嚐一人有限公司 日韓衣都

日韓服裝 日韓匯一人有限公司 日韓滙

日駿車行 日豐車行有限公司 日麗汽車美容

日麗汽車美容及用品有限公司 日麗攝影沖印 月子手作坊

月子屋小食外賣店 月兒 月兒音樂教育中心

月盈生活百貨 月神石 月麗亞洲有限公司

木土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木子丼料理 木作空間
木作空間室內設計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木房子 木房子一人有限公司

木屋 木盆輕食 木迪

木家車輪餅 木偶葡國餐廳 木塊音樂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木藝工房 毋一人有限公司 比之雜貨屋

比比 比比海南雞 比由斯一人有限公司

比利時傳統一人有限公司 比科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比高食品有限公司

比高食品有限公司.1 比高食品有限公司.2 比高食品有限公司.3

比高食品有限公司.4 比高球鞋有限公司 比高貨運有限公司

比高農產品 比高農產品(三盞燈店) 比高農產品(三盞燈新寶大廈)

比高農產品(文豐店) 比高農產品(文豐樓) 比高農產品(黃金店)

比高農產品(黃金商場) 比高農產品(寶環大廈) 比高農產品(寶環店)

比高農產品十月初五店 比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比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比撒列洋行 比薩王國 比薩時光

比薩時光PIZZA TIME 比薩薄餅店 比麵您

毛小孩澳門寵物接送一人有限公司 毛毛星球 毛毛時裝

毛毛寵 毛毛寵物美容 毛毛寵物美容有限公司

毛毛寵宮 毛毛寵宮有限公司 毛沙律及鮮果

毛孩願有家 毛神神專業寵物 毛神神專業寵物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毛茸茸的家 毛記飯店有限公司 水上用品零售

水上宮美食有限公司 水上街市47檔 水上街市外圍花檔

水上樂園 水上樂園禮品店 水之韻有限公司

水分子 水分子一人有限公司 水戶黃門飲食有限公司

水月KITTY 水月宮素食 水月設計及製作一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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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貿易 水水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水世界有限公司

水平方 水母澳門防汛工程 水玄機智庫

水生活一人有限公司 水禾田海鮮美食 水佬榮飯店

水佬榮飯店(建安海景) 水佬榮飯店(湖畔大廈) 水佬榮飯店(華南工業大廈)

水果 水果本鋪 水果本鋪高級水果專門店

水果生活坊 水果屋 水果屋(至尊花城)

水果屋(富澤花園) 水果屋.1 水泥咖啡

水門美食有限公司 水門泰國食館 水星遊戲機中心

水博士國際有限公司 水晶之戀 LAPC 水晶宫海鮮火鍋美食

水晶宮海鮮火鍋有限公司 水晶宮海鮮火鍋美食 水晶軒

水晶迷 水晶靈 水-達人

水精之戀(澳門)有限公司 水精之戀(澳門)有限公司.1 水蜜兒

水銀屋 水銀時裝屋 水墨墨 簡食外賣店

水墨墨•簡食外賣店 水獺沙律 水寶寶有限公司

水寶寶嬰兒按摩游泳館 火工房 火車頭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火車頭越南河粉 火車頭裝修工程 火星集團有限公司

火柴人(NANA) 火焰雞 火滾台灣麻辣火鍋

火滾台灣麻辣火鍋專門店 火箭小食 火箭代收.1

火糕點房 火龍媽媽 火鍋俠美食

火雞小食 火爆小食 火爆雞

火爆雞一人有限公司 爪哇哇 片仔癀國藥堂

片仔癀國藥堂中藥房 片仔癀國藥堂中藥堂 牛B仔路環咖喱

牛一 牛丁食堂外賣 牛牛小食

牛仔 牛仔-的士-11654 牛肉仔咖啡美食

牛佬燒烤 牛軋工房 牛約堡

牛宴有限公司 牛記瓜菜 牛記咖喱美食

牛記美食 牛記粥品 牛記餐飲投資有限公司

牛達人 牛爵館 牛鍋王任食火鍋

牛雜佬美食 犬髮工作室有限公司 犬學堂有限公司

犬貓舍 犬貓舍專業寵物美容 王子 TAPAS.1

王子海鮮酒家 王少強-的士-23082 王手

王永裕 王名炮 王志偉-的士-28707

王志鵬-的士-32960 王佳曉-的士-23139 王者地產

王建宏-的士-23768 王建明 王計水產

王香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王宮 王記腸旺麵

王記雜貨 王偉明-的士-24353 王偉強-的士-18867

王偉澤-的士-28528 王淑玲 王清林

王清祥 王傑安 王景輝-的士-26526

王牌炸雞 王華斌 王順平

王道國際汽車 王道國際汽車(澳門)有限公司 王潤桂

王麗娜 王麗娜-攤販-N/214 王鑽

世一集團有限公司 世一集團有限公司.1 世邦櫃AYG011

世味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世居DIY 世青裝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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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恆通訊 世恒通訊 世界汽車服務中心

世界奇趣食品 世界奇趣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世界娛樂城

世界通訊 世界貿易健康中心 世界郵票社

世界電業工程行 世界駕駛學校 世界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世紀21金銀有限公司 世紀汽車交易平台 世紀汽車交易平台有限公司

世紀汽車交易平台維修部 世紀佳緣(澳門)服務中心 世紀美容院

世紀國際旅行社 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世紀眼鏡

世紀眼鏡 三盞燈 世紀眼鏡 新馬路 世紀眼鏡.1

世紀維景灣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世紀豪庭地庫停車場 世紀豪庭物業管理

世紀豪庭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世紀豪庭管理處 世紀豪庭櫃(負1層)AYG028

世記麵包 世強裝修工程 世灃電玩

世灃電玩(渡船街店) 主劃餐飲管理 主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丼 丼Express 丼之達人

丼之達人日式料理一人有限公司 丼之達人日式料理一人有限公司.1 仕覺製作有限公司	

仙Q糖水專職舖 仙女巷便利店 仙子歐日韓時裝店

仙巴精品水果店 仙仙普洱茶大觀園有限公司 仙台素料雜貨

仙台素料雜貨有限公司 仙草水果撈 仙笛洋服

仝羽茶居 仝羽茶居有限公司 仟衣服飾

仟沐有限公司 仟雲集小食 仟億時尚美容中心

代代木 代收皇 代收皇(國際中心店)

代官山咖啡店有限公司 以天一人有限公司 以琳工房

以諾迷你倉 以諾國際有限公司 仨人小廚有限公司

仨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仨仁餐飲管理 仨仁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仨味餐飲有限公司 仨咖啡 仨咖啡烘焙坊有限公司

仨咖啡烘焙坊有限公司.1 仨勝 兄弟公園

兄弟代收 兄弟代收(下環街店) 兄弟代收(白鴿巢店)

兄弟代收(翡翠店) 兄弟代收白鴿巢店 兄弟行

兄弟串 兄弟隆江豬腳飯 兄弟煲

兄弟農莊(澳門)國際有限公司 冉華中藥房 冬冬甜甜

冬冬甜甜.1 冬甩小屋 冬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冬隅教育中心 冬蔭公 冬蔭公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出口站 出色打印機耗材貿易行 功德門素食

功德門素食一人有限公司 加士佰補習社 加士音樂

加士音樂有限公司 加士娛樂制作 加士娛樂制作有限公司

加利川湘館 加貝四維有限公司 加拿大健康顧問中心

加壹 加森貿易 加森網吧

加琳美容技術中心 加順 加福雜貨士多(澳門)

加德士(青洲分店) 加德士(青洲辦公室分店) 加德士氹仔史伯泰油站

加德士石油(澳門)有限公司 加德士石油(澳門)有限公司.1 加德士石油(澳門)有限公司.2

加德士石油史伯泰油站 加德士石油怡德 加德士石油林茂油站

加德士石油新口岸油站 加營樂 加藤屋食品有限公司

包王之王 包包健康養髮館 包衫寺

包衫寺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包記 包記鞋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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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記鞋鋪 包餃掂 北斗電子科技

北斗電腦科技 北斗數碼 北斗數碼(祐漢店)

北斗數碼(雀仔園店) 北方餃子 北方醬骨店

北方麵棧 北本拉麵 北京水餃一人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 澳門 北京同仁堂上海街分店 北京同仁堂大三巴分店

北京同仁堂百利寶分店 北京同仁堂紅街市分店 北門傳媒文化一人有限公司

北海道日本料理 北海道日本料理有限公司 北海道食品廠

北國之春飯店 北新洲旺角餐飲有限公司 北源美食

北樂園咖啡美食 北齋堂 半仙豆夫

半仙豆夫 (賈梅士商業中心店) 半仙豆夫 賈梅士店 半仙豆夫(天神巷)

半仙豆夫(俾利喇店) 半仙豆夫(賈梅士商業中心店) 半島

半島飯盒 半島飯盒(炮兵街店) 半島櫃AYG044

半熟玩具 半蹲廚房 半蹲廚房 (氹仔店)

半蹲廚房 (保利達店) 半邊檸 占占包

占西餅店 占記小食 占記美食

卡夫卡 卡文 卡文時裝

卡比比 卡卡烘焙店 卡卡悠閒服裝

卡司基有限公司 卡司基珠寶 卡奴迪路

卡布奇諾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卡式有限公司 卡式藝術教育中心

卡臣汽車服務中心 卡臣汽車美容服務中心 卡臣汽車美容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卡拉米露時裝 卡門美妝 卡娃怡中古屋

卡帝 卡思工作室 卡娜高端科技美容

卡娜集團有限公司 卡娜集團有限公司.1 卡娜電子商貿有限公司

卡娜養生有機產品店 卡娜護膚品 卡崎幕牆工程設計

卡莎百味 卡斯國際貿易 卡絲

卡絲.1 卡菲亞精品包裝貿易行 卡萊美

卡隆一人有限公司 卡隆一人有限公司.1 卡隆文化教育中心

卡隆教育有限公司 卡詩艾髮型屋 卡詩艾髮型屋.1

卡詩髮廊 卡達菲兒尼有限公司 卡爾酒店

卡爾達文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卡德維浴缸專門店 卡撒天嬌床上用品專門店

卡魯斯美食 卡寶髮型屋 古今禮品廊

古少強 古文龍-的士-25878 古玉軒

古式小鎮 古典 古典音樂室

古典髮廊 古金麗-的士-13987 古响汽車駕駛學校一人有限公司

古健強-的士-24649 古兜山貿易行 古堡咖啡

古堡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古著市集時裝店 古雅軒

古瑞源 古瑞源-的士-17104 古馳

古馳澳門有限公司 古藝軒 古響汽車駕駛學校

只有你婚紗有限公司 叫了個炸雞 叫了隻炸雞

叭叭國際有限公司 叭叭湯 叮噹美容

叮噹堡 可人時裝 可人時裝 

可力士有限公司 可可士多 可可先生蛋糕朱古力店

可兒專業美容中心 可持續發展協會 可愛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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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小食 台山友記 台山水佬蟹鍋

台山市政街市21號檔 台山市政街市小販12 台山市政街市小販15

台山市政街市小販區07 台山市政街市小販區08 台山市政街市小販區-14

台山堅記豬腳姜 台山街市026攤位 台山街市一樓005

台山街市小販區 14檔 台山街市小販區01 台山街市小販區03

台山街市小販區08 台山街市小販區08檔 台山街市小販區11號檔

台山街市小販區12 台山街市小販區17檔 台山街市小販區19號

台山街市小販區21號 台山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31 台山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42

台山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51 台山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62 台山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64

台山街市地下027 台山街市地下046 台山街市地下047

台山街市地下048檔 台山街市地下052 台山街市地下053

台山街市地下054 台山街市地下057 台山街市地下058

台山街市地下059 台山街市地下061 台山街市地下063

台山街市地下44檔 台山街市地下R/C-063 台山豬骨煲美食

台北永康刀削（刀）麵 台北永康刀削(切)麵 台北永康刀削刀麵

台北永康刀削切麵 台北永麗美容中心 台北壹號

台北壹號·牛肉麵·炸雞 台北壹號炸雞 台妹冰室

台客站 台客媽媽 台食廚房

台灣地道食品 台灣老鋪有限公司 台灣老鋪有限公司.1

台灣夜市有限公司 台灣帝鈞碳烤胡椒餅 台灣帝鈞碳烤胡椒餅(澳門區代理)

台灣淡水古早味蛋糕 台灣凱旋美食 台灣凱旋美食有限公司

台灣菜館 台灣滷肉飯 台灣熱點代購

台灣魯肉飯 台灣雜貨店 史雲遜護髮中心

史塔克設計裝修工程 史塔克設計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司打口超級市場

司打口榮暉咖啡美食 司良貿易行 司良欄

司徒美華 司徒韋賓-的士-26651 司徒振昌

司徒惠媛 司徒葡撻 司徒銘-的士-20303

司朗宸文化有限公司 司索全屋家居定制 叻叻一人有限公司

四子餐飲有限公司 四五六上海酒菜館 四五六新派滬菜

四少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四合有限公司 四味火鍋

四季小食光 四季火鍋(世貿) 四季火鍋酒家

四季火鍋葡京店 四季牛雜 四季可甜

四季果凍小食店 四季清潔一人有限公司 四季豐景國際有限公司.1

四季囍囍大米小龍俠 四弦提琴音樂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四哥風味館

四哥風味館 下環街店 四哥風味館 渡船街店 四哥風味館 羅神父店

四哥風味館(匡寶居店) 四哥風味館(南寧大廈) 四哥風味館(泉亨花園)

四哥風味館(祐漢店) 四哥風味館(祐漢新村) 四哥風味館(賈伯樂店)

四哥風味館.1 四哥風味館.2 四桂堂

四海美食 四海堂 四海堂涼茶店

四海富記小食 四海電單車行 四眼仔車行

四眼仔髮廊 四喜飯店 四葉草電腦有限公司

四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四囍冰室 外星飛碟餅

外賣小食店 外賣快閃 奶油手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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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奇有限公司 尼奇時尚造型 尼泊爾菜館

尼采西餅食品 尼采西餅食品有限公司 尼采西餅食品有限公司.1

尼采西餅食品有限公司.2 尼采西餅食品有限公司.3 尼斯沙龍

左左居 左麟右李粥麵 巧廚坊美食

巧廚娘 巨匠美髪 巨匠美髮

巨香煎餅 巨浪碗 巨浪碗氹仔茵景園分店

巨浪碗澳門東望洋總店 巨記麺家 巨記麵家

巨豐包子店 巨豐包子店有限公司 市農共賞

市農共賞一人有限公司 市農共賞一人有限公司.1 布克兄弟(澳門)有限公司

布志峰 布林飯館 布斯

布斯有限公司 布穀鳥雜貨 布魯斯兄弟酒窖

平民翅王 平安養生堂中藥房 平利

平步鞋業 平記瓜菜 平記美食

平通街蔬果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平野壽司店 平價店

平價店二店 平靚正刺身 平衡餐飲有限公司

平衡餐飲供應鏈 平衡餐飲供應鏈有限公司 平霸開倉特賣場14B

平霸開倉特賣場2A 平霸開倉特賣場4E 弘大韓國BBQ

弘立 弘素食品生活館 弘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弘達素食一人有限公司 弘達素食生活館 弘藝峰創作社

必好便當有限公司 必得惠照明有限公司 必得惠照明體驗店

必勝商行 必達士 必達電腦

扒之呼吸 扒皇燒 扒廚

打等食坊 旦之美國際美容護膚中心 未可視設計

未可視設計有限公司 未名教育 未名教育中心

未來空間 未來空間中國科技 未來空間中國科技新材料整裝產業運營商

未來科技有限公司 本一拉麵 本日科技

本日集團有限公司 本日遊戲電玩 本木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本正餐飲管理規劃有限公司 本生有限公司.1 本地髮型屋

本多貿易有限公司 本家烘焙 本格

本草堂中藥房 本草涼茶 本設計工作室有限公司

本質.空間 本優食品有限公司 本優食品廠

札幌日本料理專門店 正。爽燒烤 正·爽燒烤

正•爽燒烤 正大超級市場 正大電器貿易行

正邦家政服務 正宗三鄉月婆雞瀨 正宗四川酸辣粉2

正宗鳳城餅家 正念管理有限公司 正哥美食

正能量書房 正記 正記美食

正康生活有限公司 正康藥房 正康藥房 II

正康藥房Ⅱ 正康藥房II 正捷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正爽燒烤 正湯寶寶 正牌九記餐廳

正業貿易投資有限公司 正達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正德控股有限公司

正樂音樂 正興大藥房有限公司 正豐餐飲有限公司

正覺禪林慈善會 母佑督課中心 母嬰用品店

民生藥房 民生藥房II 民安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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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世記五金 民信藥房 民記蔬菓

民國38重慶火鍋 民源貿易有限公司 民億貿易行

民樂 民樂五金裝飾材料行 民樂咖啡美食

民豐蔬菜食品市場 民藝行 永一車行

永大中藥房 永大棧 永大膠袋專門店

永大豐參茸行 永大豐燕窩城 永天 澳門 有限公司

永天(澳門)有限公司 永平凍肉食品加工廠 永生時裝

永生祥 永合肉枱 永合家禽

永合棧 永吉街老字號檸檬王 永吉街檸檬王有限公司

永好咖啡室 永安中藥房 永安車行

永安咖啡室 永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假期(澳門)有限公司

永安藥房 永安藥房 II 永安藥房 III

永安藥房III 永成 永成電業行

永成機件號 永有記肉枱 永利士多

永利五金 永利五金漆油 永利生果蔬菜雜貨店

永利皮鞋 永利行 永利車行

永利美食 永利凍肉 永利凍肉雜貨

永利紙料 永利單車批發公司 永利鴻記電業行

永玖坊 永佳皮具店 永佳車行

永和中葯房 永和中藥房 永和餃子

永和餃子.1 永昌五金船具 永昌生活館II

永昌隆貿易行 永昌雜貨蔬果 永昌藥房

永昌藥房II 永昌藥房有限公司 永明食店

永易有限公司.4 永長盛汽車音響貿易行 永信藥房

永姿美妝店 永恆專業健康美頻創造中心 永恆接送寵物

永恆數碼電業 永恒101 永恒數碼電業

永春生活館 永春生活館 (彩虹苑III店) 永春生活館(光輝店)

永春生活館(怡安店) 永春生活館(金苑店) 永春生活館(金龍店)

永春生活館(海南店) 永春生活館（海南店） 永春生活館(彩虹苑III店)

永春堂 永春堂生活館 永春藥房

永春藥房 (彩虹苑II店) 永春藥房 怡南店 永春藥房(大三巴ⅠⅠ店)

永春藥房(大三巴Ⅰ店) 永春藥房（大三巴Ⅰ店） 永春藥房(大三巴III店)

永春藥房(大三巴I店) 永春藥房(平民店) 永春藥房（平民店）

永春藥房(光輝店) 永春藥房（光輝店） 永春藥房(怡南店)

永春藥房（怡南店） 永春藥房(金苑店) 永春藥房(海南店)

永春藥房(彩虹苑店) 永春藥房(新安店) 永春藥房（新安店）

永春藥房(新建業店) 永春藥房大三巴II店 永春藥房彩虹苑II店

永春藥房彩虹苑店 永春藥業有限公司 永盈珠寶行

永科利士(澳門)有限公司 永科利士澳門有限公司 永英貿易行

永英裝修工程 永峰旅行社有限公司 永泰洋行

永泰甜品屋 永記 永記咖啡

永記建材有限公司 永記海產 永康咖啡小食

永添飯店 永添養生堂 永添養生堂中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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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盛車行 永盛茶餐廳 永盛茶餐廳.2

永盛電業行 永祥發機電工程 永祥鮮魚

永傑旅遊 永傑旅遊 中土大廈 永傑旅遊（看台街店）

永傑旅遊（機場店） 永傑旅遊有限公司 永勝美食

永勝海鮮火鍋 永勝海鮮火鍋酒家有限公司 永富瓜菜

永富珠寶錶飾市場 永富麗 永富麗建築材料

永富麗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永發行 永發泉記咖啡室

永華五金 永隆 永順車行

永順茶餐廳 永順電器工程 永順餐飲管理

永新 永新一人有限公司 永新時裝

永新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永暉旅行社有限公司 永業影印中心有限公司

永盟百貨 花城 永盟百貨(MFOFIT02) 永聖工程

永達汽車美容用品中心 永達傢俬廣場 永寧街停車場

永寧藥房 永寧藥房 VIP DAYS 永聚有限公司

永豪酒莊 永豪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永樂大戲院

永樂電業 永樂雞絲翅 永輝投資物業一人有限公司

永鋒工程 永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永興五金貿易有限公司

永興台式小食 永興冰鮮家禽 永興行

永興汽車修理工場 永興車行 永興服裝店

永興雪櫃 永興雪櫃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永興童裝嬰兒用品

永興童裝嬰兒用品專門店 永興隆藥業有限公司 永興蔬菜雜貨

永龍(澳門)快餐用品 永濟中藥房 永濠（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永濠貿易 永營設計裝飾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永聯士多

永聯汽車修理廠 永聯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永聯泰餐飲管理

永聯德富 永聯德富商貿管理 永聯德富商貿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永豐珠寶鐘錶行 永豐燒味 永豐燒味飯店

永豐燒味飯店(外賣) 永藝化學品 永藝實業有限公司

永麗商店 氹仔88咖啡美食 氹仔大碗餐飲有限公司

氹仔中央公園停車場 氹仔牛記咖喱美食 氹仔市政小販1-26

氹仔市政小販區1-26 氹仔市政街市1至19 氹仔市集 T05

氹仔市集 T08號檔 氹仔市集T02 氹仔市集T03

氹仔市集T04 氹仔市集T05 氹仔市集T06

氹仔市集T07 氹仔市集T09 氹仔市集T11

氹仔市集T12 氹仔市集T23 氹仔市集第17檔

氹仔市集第9檔 氹仔坊眾學校 氹仔坊眾學校(分校)

氹仔音樂藝術 氹仔音樂藝術有限公司 氹仔茶餐廳

氹仔創意店 氹仔街市I-24號檔 氹仔街市一樓010

氹仔街市小販1 28 氹仔街市小販1-18 氹仔街市小販12

氹仔街市小販1-26 氹仔街市地下009 氹仔街市地下013

氹仔街市攤位002檔 氹仔街市攤位004檔 氹仔漁村

氹仔漁村 2 氹仔漁村（天后宮店） 氹仔漁村1

氹域獸醫診所 氹域獸醫診所有限公司 汁男澳葡小食

玄天補習社 玄咖啡 玄咖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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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創潮品 玉手之屋 玉手之屋.1

玉手之屋.2 玉手之屋.3 玉王軒

玉王軒什架古玩店 玉兒時裝 玉姨鄉村小食

玉研齋 玉倫華盛特式美食 玉記便利店

玉婆玉器首飾 玉紫軒有限公司 玉隆記

玉鼠臨豐 玉福軒 玉福眼鏡

玉福眼鏡（大丸廣場） 玉福眼鏡（利民大廈） 玉福眼鏡(東顯大廈)

玉福眼鏡(金富利大廈) 玉福眼鏡（南新花園） 玉福眼鏡（祐美大廈）

玉龍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玉韓風格時裝店 玉藝軒

玉懿翡翠 瓦克有限公司 甘 GAN

甘少棠 甘月顏 甘仔記

甘永發 甘甘一人有限公司 甘甘美甲屋

甘秀娥 甘良秋-的士-10714 甘良熀-的士-16772

甘味 甘味EST.2018 甘林根-攤販-一樓-037

甘建國-的士-18207 甘美蓮百和茶士多 甘健明-的士-21952

甘源飲料廠 甘豐 甘豐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甘露咖啡室 甘觀文 生生堂中藥房

生利小食 生利咖啡麵食 生命之水(澳門)酒業有限公司

生命計劃有限公司 生命計劃有限公司.1 生命計劃體育會

生命樹養生保健一人有限公司 生昌海味 生果舖

生果檔-062 生果雜貨店 生活小品

生活享受有限公司 生活咖啡美食 生活常飾

生活無限 生活優品零售集團有限公司 生茂

生茂行 生記水果貿易 生記咖啡

生記洋酒 生記飯店 生產驗證

生輝小食 生輝撈面 生輝撈麵

田原香有限公司 田耕閣養生館 田耕閣養生館有限公司

田記美食 田淵 由知澳門有限公司

由美醬工作室 甲子園美食 甲子園美食一人有限公司

甲如花甲粉 申城素坊 申進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白工作室 白云代收 白分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白日夢創意 白日夢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白羊座花軒

白羊座時裝 白馬行2A E 白馬鏢行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有限公司 白雪公主有限公司.1

白雪公主有限公司.2 白雪公主有限公司.3 白雪公主咖啡餅店

白雪公主餅店有限公司 白雲山維一 白雲代收貨運

白雲花園第一座 白雲花園第二座 白雲花園第三座

白雲花園第四座 白雲舞蹈團 白熊作坊

皮皮公仔 皮皮達人 皮皮寵物雜貨

皮皮寵物雜貨(永聯) 皮斯美式外賣 皮爾特小館

目中烘焙有限公司 目作舍 石之緣

石介茶屋 石岐佬樂記美食 石志昌-的士15522

石屋日式料理 石珍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石記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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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排灣櫃AYG050 石獅子串串 石獅美食

石磨養生坊 禾夕美容 禾月沙律

禾沐 禾沐一人有限公司 禾新順發海鮮火鍋飯店

立仁國際發展補習 立仁國際發展補習中心Ｉ＆２ 立仁教育中心2

立仁教育中心4 立仁補習中心3 立仁潛能教育集團

立方米綜合活動中心 立方數碼貿易行 立羽(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立邦NIPPON PAINT 立信行建材有限公司 立信藥房

立室內設計事務所 立室內設計事務所一人有限公司 立星集團有限公司

立食 立食（君悅灣） 立根記

立記食店 立記電氣工程 立記電氣工程有限公司

立基旅遊發展有限公司 立基通訊 立基通訊.1

立勝水電冷氣工程 立順涼茶 立匯有限公司

立新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立賢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立濠西貨總薈有限公司

仰光小館 仲聯有限公司 任悅為

任悅為-攤販-N/2595 任藝閣 企鵝家居裝飾

企鵝家居裝飾有限公司 伊工作室 伊甸園

伊甸園手信店 伊甸園東南亞美食 伊甸園食品及貿易有限公司

伊甸園食品及貿易有限公司.1 伊珊珠寶 伊美有限公司

伊姬美髮工作室 伊萊美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伊塑膠袋餐具有限公司

伊瑪美容 伍于健-的士-23094 伍于輝

伍玉華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伍玉華貿易一人有限公司.1 伍姑娘小食

伍拾肆館 伍柏建-的士-10192 伍記小販

伍記蔬果 伍國東 伍國東-攤販-N/1494

伍翠嬋-攤販-一樓-065 伍蓓絲有限公司 伍鳳琼

伍錦賢 休閑咖啡 休閑亭

休閒咖啡 休閒風味 休閒寵物

众興食店 伙工殿咖喱美食 伙牛越南料理

伙兄弟 伙兄弟美式越南粉PHO 兆日車業

兆邦行 兆盈建築工程 兆迪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兆峻貿易行 兆桓集團有限公司 兆益有限公司

兆益藥房 兆記行 兆基車行

兆順貿易行 兆漢五金行 兆福玉石古玩

兆輝貿易有限公司 兆龍屋宇管理有限公司 兆龍屋宇管理怡美大廈

兆龍屋宇管理創福豪庭 兆龍屋宇管理新都成 兆豐粉麵咖啡

兆豐國際有限公司 先生女士咖啡 先達電訊一人有限公司

先鋒 先鋒科技 先鋒眼鏡

先駿車行 先駿裝修工程 光大行石油有限公司

光之瑜珈氹仔教育中心 光之瑜珈有限公司 光之瑜珈教育中心

光之瑜珈教育中心4 光利雞鴨 光和盈柏(澳門)有限公司

光明中藥房 光明車行 光明娛樂投資及管理有限公司

光明集團有限公司 光明電單車行 光倫飲食有限公司

光記 光記小食 光記瓜菜有限公司

光記書報社 光記燒味 光速電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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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街16B,e 光發記鮮肉 光華

光華.1 光華五金裝飾行 光華食品

光華眼鏡 光華裝修工程 光煥餐飲有限公司

光輝咖啡 光輝咖啡室 光輝通訊

光澤貿易行 光霖督課中心 光頭仔美食

光頭仔美食.1 全人發展教育中心 全力制作有限公司

全中地帶 全方位有限公司 全日祭

全民物流 全民教育中心 全生號

全白髮型屋 全佳超級市場 全佳超級市場(茵景園店)

全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全旺燒臘飯店 全昌藥房

全朋友 全朋友 水坑尾店 全朋友 提督馬路店

全朋友 雅廉訪店 全朋友 黑沙環店 全朋友 廣福祥店

全朋友有限公司 全香薰產品專賣店 全哥海鮮

全宴發展有限公司 全能寶寶 全能寶寶2

全能寶寶教育中心 全記 全記小食

全記食品廠 全記凍肉 全記掂檔

全記燒臘 全記鮮榨果汁店 全記舊書雜架

全記雜貨 全桶美食 全添車行

全球居食品廠 全球居茶餐廳 全球居茶餐廳（司打口）

全球居茶餐廳（南新） 全球居茶餐廳（海怡） 全球居茶餐廳（盧九街）

全球居集團有限公司 全球居集團有限公司.1 全球通訊

全球數碼 全球數碼有限公司 全球購控股有限公司

全勝咖啡美食 全意創作 全意貿易有限公司

全誠集團有限公司 全滿有限公司 全福鐘錶行

全領域服務 全領域服務有限公司 全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全髮廊 全優教育有限公司 全鮮餸

全藝社 共享出行(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共嬴

共藝廣告有限公司 共贏 冰工廠

冰冰美容中心 冰冰美容院 冰泉坊

冰島酒吧 冰站 冰廣告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冰糖葫蘆 冰點美食坊 冲達一人有限公司

劦思貿易有限公司 匠 匠人

匠人汽車 匠人汽車有限公司 匠人汽車有限公司.1

匠人胡包子舖 匠人胡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匠人胡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1

匠人胡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2 匠人胡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3 匠工房裝修監控設備

匠之技研 匠心 匠心煮意

匠心網絡印刷廠有限公 匠坊手作甜点 匠坊手作甜點

匠的作坊 匠屋 匠屋壽司研作

匠舫 匠舫創作有限公司 匡橋(澳門)貿易

华興海產 印世代 印尼爪哇美食

印尼街 澳門店 印尼點心店 印田食品

印度香料餐廳有限公司 印度滋味 印度園林

印度餐廳管理有限公司 吃貨團 吃霸餐飲顧問

第 69 頁，共 265 頁



吃霸餐飲顧問有限公司 合之建裝飾及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合生行貿易有限公司

合兆食品廠 合成工程公司 合成香水中心

合成香水中心有限公司 合成倉儲物流有限公司 合成電器服務中心

合作舍一人有限公司 合利小食 合利魚枱

合利隆菜蔬號 合利糧食雜貨 合味

合味道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合味餐飲管理 合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合和 合和車行 合和順

合尚美食 合津利貿易有限公司 合盈汽車有限公司

合盈富(澳門)有限公司 合盈裝修工程 合時小廚

合時燒腊 合格電業行 合益米行

合益食品廠 合益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合益凍肉食品有限公司.1

合記 合記巧霖食店 合記花生糖專家

合記魚枱 合記粥粉麵家 合眾(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合眾汽車廣場有限公司 合眾玩具百貨 合眾體育管理

合眾體育管理有限公司 合通膠袋有限公司 合勝車業

合富發展有限公司 合富餐飲有限公司 合發利記

合順天天集團有限公司 合群 合群美食店

合群教授駕駛汽車學校 合群教授駕駛汽車學校有限公司 合誠小食店

合誠汽車維修中心 合興玻璃鏡業 合興傢私

合興傢俬 合興發參茸海味 合興發蔘茸海味

合興隆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合興機器貿易行 合興鮮肉

合興蟲草燕窩有限公司 合興雜貨 合聯企業有限公司

合聯企業有限公司.1 合豐電單車行 合醫療器材貿易

合瀛國際旅行社 合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吉一吉

吉上癮 吉太旺 吉吉小食

吉吉小食店 吉吉代收 吉拉多生蠔

吉林行有限公司 吉品堂 吉娜咖啡

吉記 吉記.1 吉祥地產

吉祥花店 吉祥紋身有限公司 吉祥素食專門店

吉祥草素食 吉祥草素食.1 吉祥貿易行

吉祥號 吉祥閣玉器坊 吉豚

吉野食 吉壹禾健康產業澳門有限公司 吉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同人參茸什貨 同心有限公司 同心綜合診所

同心醫療中心 同心醫療有限公司 同心藥房

同玉堂 同安有限公司 同安湯妍

同安湯研 同行補習中心 同和棧

同和裝修工程公司 同昌堂 同花順海鮮火鍋城

同前補習中心 同恩藥房 同益百花魁

同益百花魁醬園有限公司 同創(企業)澳門有限公司 同善堂

同善堂.1 同善堂氹仔藥局中藥房 同善堂藥局

同發小食店 同發魚翅海產 同路人物流倉儲有限公司

同路人發展有限公司 同福堂中藥房 同德利

同德時裝 同德堂中藥房 同學補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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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興智能機電 同興隆 同濟藥房

同濟藥房Ⅱ 同濟藥房II 同豐TUNG FONG

同豐雜貨 名 名SIGNATURE SALON

名SIGNATURESALON 名人小食長洲愛群珍正糯米糍 名人美食坊

名人匯南灣分店 名人匯荷蘭園店 名之都 2一人有限公司

名之都2一人有限公司 名之都有限公司 名仕洗衣專業有限公司

名仕時尚美容院 名仕聚百川美容養生 名仕養生堂

名古屋日本食品 名古屋日本食品一人有限公司 名古時裝店

名匠裝修工程 名匠髮型屋 名宅設計

名坊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名咖啡 名居地產資有限公司

名店 名店 殷皇子 名店 廣州街

名店2上海街 名店3羅理基 名店4伯多祿局長街

名店6 名店6飛南第街 名店7廣發商業

名店8葡京路 名店9板樟堂街 名店IV

名店坊 名店坊II 名店服飾

名店服飾 世界大廈店 名店服飾 怡寶閣店 名店服飾 營地大街店

名店眼鏡 名店眼鏡.1 名店總店新建業

名果博士有限公司 名果博士有限公司.1 名門世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名門世家櫃AYG042 名門居海鮮食府 名門居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名門海鮮火鍋 名門餐飲管理(氹仔店) 名門餐飲管理(皇朝店)

名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名亮眼鏡 名亮眼鏡有限公司

名品皮具護理坊 名品皮具護理坊.1 名品皮具護理坊一人有限公司

名品店 名品店有限公司 名品飲料有限公司

名城店有限公司 名城置業有限公司 名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名師名店髪型設計有限公司 名師補習介紹中心 名海設計裝修工程

名酒莊 名酒博士有限公司 名酒匯

名剪 名將運動用品 名將運動用品.1

名彩古典工藝傢具 名彩古典工藝傢俱 名彩澳門手信

名都傢俬 名都會髮廊 名創生活百貨有限公司
名創生活百貨有限公司（三盞燈分店） 名創生活百貨有限公司.1 名創優品

名創優品（三盞燈店） 名創優品（下環分店） 名創優品（下環店）

名創優品（下環街店） 名創優品（氹仔分店） 名創優品（花城店）

名創優品（南灣店） 名創優品（紅街市分店） 名創優品（紅街市店）

名創優品（俾利喇店） 名創優品（俾利喇街） 名創優品（海名居分店）

名創優品（海名居店） 名創優品（祐漢分店） 名創優品（祐漢店）

名創優品（雅廉訪） 名創優品（筷子基店） 名創優品（機場店）

名媛坊 名媛匯 名媛匯專業美容

名媛滙專業美容 名視眼鏡光學中心 名裕電訊

名達有限公司.1 名馳 名馳牛肉面館

名馳牛肉麵館 名舞帝國舞蹈工作室 名舞帝國舞蹈教育中心

名豪電訊 名廚泰國美食 名廚泰國美食.1

名歐總匯 名歐總匯有限公司 名鞋店

名髮社 名髮舍 名髮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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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髮軒 名髮軒專業髮廊一人有限公司 名澳手信便利店

名澳貿易有限公司 名錶滙一人有限公司 名錶滙珠寶鐘錶

名錶薈鐘錶珠寶貿易有限公司 名濠水療餐飲有限公司 名薈

名薈一人有限公司 名薈一人有限公司.1 名駿有限公司

名譽有限公司 后花圓 后宮火鍋

后宮火鍋.1 后座 向日小品一人有限公司

向日葵教育中心 向日葵教學輔助中心 向東文化創意

向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向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1 回力自助餐

回力酒店 回味廚房-食四方餐飲管理 因可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因麗素時裝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在家生活用品店 在海海鮮批發出入口行

在這里 在這裏 地上咖啡

地平線藍藝術 地域咖啡 地域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地域電腦有限公司 地球村有限公司 地堡茶餐廳

地堡國際餐飲文化有限公司 地道小食店 地道茶餐廳

地道廚房 地道廚房 東方明珠店 地道廚房 東華店

地道廚房 南灣店 地道廚房(東華) 地道廚房(南灣湖圍)

地道廚房(海名居) 地道廚房.1 地道廚房.2

地道廚房老上海餛飩王 多一(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多元智能教育中心

多加美容養生館 多多 多多美食

多多甜品工作坊 多多熊藝術教育中心 1 多米

多米裝修工程 多米精品賓館 多角度(SITE 1)有限公司

多事概念一人有限公司 多事概念一人有限公司.1 多美有限公司

多娜皮膚管理中心 多娜美容中心 多娜美容中心.2

多娜美容中心.3 多創意及製作 多睿詩家居用品

多福保潔 多福保潔一人有限公司 多樂樂

多舊魚麵 多韻時裝澳門有限公司 多願護肝寶有限公司

多寶文具 多寶多咖啡美食 她的

好·日手作·烘焙 好二廣福潮真味食館 好二廣福潮真味食館.1

好力太平洋貿易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好力太平洋貿易投資一人有限公司.1 好力太平洋貿易投資一人有限公司.2

好又來 好心情 好日手作烘焙

好世界士多 好世界酒樓 好世界貿易行

好兄弟建築有限公司 好生活 好生活養生保健

好生活養生保健有限公司 好好市集 好好有限公司

好好味實驗室小食 好好貿易行 好好順海鮮火鍋飯店

好好順海鮮火鍋飯店（氹仔店） 好好順海鮮美食 好好順餐飲管理投資有限公司

好好順餐飲管理投資有限公司.1 好好照相館 好好運茶餐廳

好有機生活用品店 好利安製藥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利是

好利是咖啡小食 好利時順記美食 好到底一人有限公司

好到底美食 好味來外賣店 好味源

好味源美食 好味道 好易發數碼電訊

好易發鐘錶珠寶金行 好易策活動策劃制作 好易廣有限公司

好易學教育顧問 好易學教育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好朋友士多外賣食店

好物 好物生活 好物生活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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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生活教育中心I 好物煮研所 好物煮硏所

好玩派對 好玩派對一人有限公司 好威洋服制服

好客鄉莊有限公司 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好美味

好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好食好飲 好食睏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好食匯 好時行有限公司 好時來美食

好時節文創有限公司 好記 好記瓜菜

好記肥仔美食 好記鹵水美食店 好彩民間瓦罐湯

好彩海鮮火鍋飯店 好彩海鮮火鍋飯店有限公司 好彩鮮果店

好彩鮮果店.1 好掂便利店 好掂便利店.1

好望角投資飲食管理 好望角投資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好望角投資飲食管理有限公司.2

好望角投資飲食管理有限公司.3 好望角投資飲食管理有限公司.4 好景濤美食

好滋味清炖牛肉粉麵店 好煮意美食 好煮意薄餅店

好煮意薄餅店(花城店) 好菜多蔬菓店 好街坊

好街坊咖啡美食 好酥 好媽咪專門店

好媽媽的菜籃 好想食 好感覺咖啡室

好運小食 好運小食  好運手信

好運手信店 好運來美容 好運來娛樂投資有限公司(金龍夜總會)

好運來超級市場 好運來電單車行 好運紅酒手信店

好運旅行社有限公司 好運海鮮火鍋飯店有限公司 好運軒

好漾貿易有限公司 好銀，好食 好蓮粥粉店

好蓮粥粉店.1 好鞋子專門店 好鍋

如在蜀毛肚老火鍋 如果茶 如玲美容

如悅坊 如意小百貨 如意有限公司

如意時裝 如意養生美容中心 如寶貝母嬰用品專門店

妃凡美容皮膚護理中心 妃凡美容皮膚護理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孖5孖0美食

孖記面家 孖鬼小食 孖寶代收 (黑沙環店)

孖寶兄弟茶餐廳 孖寶汽車美容 孖寶汽車零件行

孖寶物流(福星店) 孖寶物流有限公司 孖寶玩具

孖寶美食 存安堂 存德公司

存德時裝洋服行 宅一族有限公司 宅一族有限公司.1

宅木 宅物 宅急

宅急便利 宅活店 宇洋科技有限公司

宇音有限公司 宇庭出口成衣 宇通代收

宇新鮮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宇遊有限公司 宇韓國一人有限公司

安心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安心販 安心販有限公司

安心藥房 安心藥房(祐漢店) 安心藥房(關閘店)

安文娜律師事務所 安世地產（澳門）有限公司 安可空間

安可甜點 安民中藥房 安永推廣

安生美容 安生美容 太子花城店 安生美容 花城店

安生美容 金利逹 安生美容 海濱 安生美容 荷蘭園店

安生美容 雅廉訪店 安生美容 黑沙灣 安生美容 筷子基店

安生美容 寰宇店 安生美容(利耀閣店) 安生美容﹝太子花城店﹞

安生美容﹝花城店﹞ 安生美容﹝金利達店﹞ 安生美容﹝海濱花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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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美容﹝海霞閣店﹞ 安生美容﹝福華大廈店﹞ 安生美容﹝廣福祥花園店﹞

安生美容﹝寰宇天下店﹞ 安生美容﹝蘭苑大廈店﹞ 安田咖啡美食

安吉爾 安吉爾飲水設備(澳門)有限公司 安多利美食

安安車行 安行膠輪 安利城咖啡美食

安利欄 安邦工程家具有限公司 安邦家具

安奇皮鞋店 安妮美容院 安妮斯（澳門）有限公司

安妮斯（澳門）有限公司.1 安妮嘉美容中心 安妮嘉美容集團有限公司

安居工程有限公司 安東尼 安東尼工作室

安東尼工作室有限公司 安東尼音樂教育中心 安東尼奧

安東尼奧集團有限公司 安信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安柏教育輔助中心

安活集團有限公司 安盈（澳門）控股有限公司 安致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安迪臣A一人有限公司 安迪遜音響燈光工程有限公司 安娜小屋

安娜手作坊 安娜貝拉 安娜貝拉 高士德分店

安娜貝拉 關閘分店 安娜貝拉(光輝大廈) 安娜貝拉(星皓廣場分店)

安娜貝拉(高士德分店) 安娜貝拉(濠尚分店) 安娜貝拉星皓廣場分店

安娜貝拉珠寶有限公司 安娜貝拉珠寶有限公司.1 安娜貝拉珠寶有限公司.2

安娜貝拉珠寶有限公司.3 安娜貝拉珠寶會展 安娜的廚房

安娜-葡非餐廳有限公司 安晉商業諮詢 安栢教學輔助中心
安格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安格斯扒房 安格斯餐飲有限公司

安泰生活舍 安泰來泰式素食 安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安泰寵物 安泰寵物綠十字護理之家 安泰寵綠十字護理之家

安記五金 安記肉店 安記面檔

安記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安記凍肉食品有限公司(安順大廈) 安記凍肉食品有限公司(義發大廈)

安記凍肉糧油食品 安記魚翅湯面 安記鮮菓士多

安健寵物醫療中心 安健藥業有限公司 安康寧藥房

安棧有限公司 安琪內衣 安琪軒

安順貿易 安置資訊工程有限公司 安達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安達萬(澳門)有限公司 安達駕駛學校 安寧商業投資有限公司

安德便利店 安播體育傳媒有限公司 安樂門咖啡麵食

安駕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安澤水電 安興

安興文具 安興鋼具傢俬公司 安馨美髮美容院

尖尖自喜 尖端百貨 尖鋒車行

尖鋒車業 屾鍋堂 年青人

年宵活動C01 年宵活動C03 年宵活動C1

年宵活動F1 年宵活動K1 年宵活動M01

年宵活動M02 年宵活動M03 年宵活動M04

年宵活動M05 年宵活動M06 年宵活動M07

年宵活動M08 年宵活動M09 年宵活動M1

年宵活動M10 年宵活動M12 年宵活動M15

年宵活動M16 年宵活動M19 年宵活動M22

年宵活動M23 年宵活動M24 年宵活動M3

年宵活動T1 年宵活動T2 年宵活動T3

年宵活動T4 年宵活動T5 年餘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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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豐食館 庄日建 -的士-26154 庄慶豐-的士-18801

式 式美容中心 式髮型美容設計

成人店 成功汽車 成功車行

成功教育有限公司 成功軟件 成功軟件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成匠室內設計 成衣百貨09檔 成衣百貨12檔

成衣區A-14 成利中藥房 成利果欄

成利雞米 成佳五金工具 成來自然農法耕作

成來自然農法耕作平台有限公司 成昌超級市場 海上居 成昌超級市場(氹仔分店)

成昌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成昌超級市場有限公司.1 成昌超級市場利民大廈

成昌超級市場晉海店 成昌超級市場海洋花園 成昌煙草有限公司

成明花木店 成明駕駛學校 成航農產品

成記 成記.1 成記三友

成記生滾粥美食 成記行 成記油炸美食

成記油炸食品 成記美食 成記粥麵

成記膠輪 成記燒味 成記糖水

成記鎖業 成記鎖業五金 成記鎖類

成記鎖類裝飾五金 成記鎖類裝飾五金.1 成軒記美食

成得行工藝品 成通膠輪汽車電池用品 成都肥腸粉

成發汽車零件 成發果欄 成發食品貿易行

成發粉麵廠 成順 成業貿易有限公司

成群小食店 成德莊 成興建材貿易行

成興飯店 成興煙行有限公司 成幫一人有限公司

托帕美容 托帕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收野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收藏家車庫有限公司 收藏閣 收藏閣有限公司

旨椀日韓食品 早食屋 早晨

早雲設計整合有限公司 早稻田專業教育有限公司 旭日工程有限公司

旭日餐飲有限公司 旭昌行 旭科工程有限公司

旭富電單車行 旭暉有限公司 旭暉養生教育中心

曲吧小廚 曲奇精品 曲奇鴨

曲城髮型 曲盛洋行限公司 有心製作工作室

有好海味 有米斗食府 有米斗福建面

有米斗福建麵 有米美食 有米酸奶

有利五金油漆 有希生活館 有來貿易行

有味有道 有味有道有限公司 有味有醋

有味有醋莆田菜 有拈頭火鍋 有拈頭成都火鍋

有恆五金燈飾 有恒五金燈飾(風順) 有恒五金燈飾(鏡湖)

有為有限公司 有為咖啡 有為咖啡(新濠影匯)

有記 有記士多單車租賃 有馬機電工程

有骨氣火鍋美食 有華行有限公司 有間咖啡館

有間花店 有飲有食 有翠軒

有樂小食 有緣相聚 有蔘機人蔘一人有限公司

有機營 有機營廚 有機營廚飲食

有機營廚飲食有限公司 有營小食 有營外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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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生活用品 有營煮廚 有營廚房

有營餐飲集團 有營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有點植物

有饃有樣肉夾饃美食 有麵子 朱文川

朱文川-攤販-N/2705 朱妹妹 朱春枝

朱春枝-攤販-N/2574 朱家斌 朱家斌-攤販-N/227

朱國厚 朱梅花 朱添-的士-17342

朱焯華-的士-17358 朱超華 朱溢熙-的士-25118

朱錦萍 朱錦超 朵兒咖啡

朵斯紋身 次方藝術教育中心 次次好(澳門)名優食品

次郎丼 次郎食堂 汕頭牛宴牛肉二龍喉店

汕頭牛宴牛肉火鍋 汕頭牛宴牛肉氹仔店 汘海記

汘海記手工·点心·茶居 汘海記手工點心茶居 汛承資訊科技工程

汝茶 汝茶餐飲有限公司 江小漁冷鍋酸菜魚

江戶日本料理 江戶日本料理 (金沙城中心) 江戶日本料理 (新濠天地)

江戶日本料理 (葡京本店) 江戶日本料理 (澳門壹號廣塲) 江戶日本料理 葡京店

江戶日本料理(威尼斯人店) 江戶日本料理(壹號廣場店) 江戶日本料理(新濠天地店)

江戶日本料理金沙城店 江戶日本料理威尼斯人 江戶日本料理壹號廣場

江戶日本料理新濠天地 江兒小館 江南海鮮菜館

江南萃上海菜館 江南電器(澳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江南膠輪汽車用品

江桂蓮-的士-26101 江記魚枱 江記麵家

江盛軒律師事務所 江博士 江博士足部護理有限公司

江葉律師事務所 江漁兒 江漁兒(威翠花園)

江漁兒(寶翠花園) 江漁兒酸菜魚專門店 池仔冰室

池記五金 池記甜品 池鳴

池鳴PRODUCK 灰姑娘 百力集團有限公司

百川物流(下環街店) 百川物流(南新店) 百川物流(培正店)

百川物流(筷子基店) 百川物流(錦繡店) 百川物流(鏡湖店)

百川物流有限公司 百川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百川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百分百買手店 百分百新鮮 百分百新鮮下環街店

百分百新鮮有限公司 百分百新鮮紅街市街店 百分百新鮮福德新街店

百分百髮型有限公司 百方有限公司 百合味道

百合珠寶有限公司 百合酒窖 百合貿易行

百好利 百好利一人有限公司 百好燒臘美食

百年靈(澳門)有限公司 百老匯電腦廣場 百老滙電腦廣場

百利和建材商行 百利高有限公司 百利通裝修材料行

百利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百利鋼鐵工程 百利藥房

百芊萃美食坊 百里鮮燒臘太子花城 百里鮮燒臘茶餐廳

百里鮮燒臘專門店 百佳同創匯管理有限公司 百佳美食店

百佳窗簾 百佳超級市場 百佳超級市場澳門有限公司

百佳攝影 百味坊(巴黎人) 百味坊台式料理

百味坊美食外賣店 百味坊美食外賣店.1 百味香美食

百味軒美食 百和堂中藥房 百昌堂

百昌堂文記 百昌堂管理有限公司 百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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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品源 百品源 天通街 百品源 惠愛街

百品源 渡船街 百品源一人有限公司 百品源營地大街

百屋純(澳門)有限公司 百洛堂國際有限公司 百美企業有限公司

百美圖攝影、沖印、文具 百美圖攝影•沖印•文具 百美圖攝影沖印文具

百倍美容有限公司 百家昌涼茶 百家昌涼茶飲品

百家園 百草堂涼茶 百草堂涼茶(南方店)

百草堂涼茶(威翠店) 百草堂涼茶(裕華店) 百草堂涼茶飲料有限公司

百康專業運動用品 百強工作室 百強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百得相約美食酸辣粉 百盛空調(澳門) 百勝軒控股有限公司

百勝酒莊 百惠連鎖超市 百惠連鎖超市(澳門)有限公司

百惠超市 百菓林 百菓林貿易有限公司

百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百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百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

百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3 百階（澳門）有限公司 百業成建材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百業顧問 百話廊 百路達自動車租賃

百路達自動車租賃有限公司 百夢達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百福小廚

百福小廚 氹仔花城店 百福手信便利店 百福館

百福麵家 百聚西廚 百樂門

百樂門粉麵店 百樂門粉麵店.1 百樂超級市場

百潤投資有限公司 百潤超級市場 百趣奇寶

百興酒莊 百興蔬果鮮肉超市 百駿有限公司

百麗時裝 百齡堂 百齡堂中藥房

百齡堂有限公司 百齡護脊設備中心 竹田町日本料理

竹林川粵菜館 竹林天下按摩 竹林釣具

竹橋發展有限公司 竹麓拉面 竹麓拉麵

竹灣海灘咖啡茶座 竹灣酒店 米力一人有限公司

米米店 II 米米店II 米走雞蛋仔

米亞納美食 米亞飯糰 米奇屋

米拉花匠 米花薈文化 米花薈文化有限公司

米皇美食 米修女士服飾 米修女士服飾(天神巷)

米修女士服飾(豐雅大廈) 米通麵屋 米量雜貨店

米量雜貨店一人有限公司 米雅私定精緻美學館 米瑞安集團有限公司

米糙巷6 e1 米薇可國際有限公司 米寶攝影有限公司

米糰 米蘇廚房 羽仝運動用品

羽仝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羽根清席 羽軒

老DAY牛雜 老九門重慶火鍋 老九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老人牌(澳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老上海滬粵酒家 老上海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老上海餛飩王 老上海餛飩王.1 老友狗狗

老友狗狗(黑沙環) 老友記 老友記.1

老友記牛雜 老北京冰糖葫蘆專賣店 老四廚房

老外咖啡 老地方 老地方咖啡

老成都小郡肝火鍋串串 老朱家翅館 老佛爺

老店甜品小食外賣 老房子麵包 老虎仔

老虎仔 2 老虎仔2 老虎仔燒味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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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咖啡 老虎堂TSDSB 老虎堂TSGY

老虎堂TSLS 老虎堂TSTS 老虎堂黑糖專賣（大三巴店）

老虎堂黑糖專賣（大三巴牌坊店） 老虎堂黑糖專賣(氹仔官也店) 老虎堂黑糖專賣（氹仔官也店）

老虎堂黑糖專賣（連勝店） 老虎堂黑糖專賣(澳門大三巴店) 老虎堂黑糖專賣(澳門連勝店)

老表燒烤 老表檔 老金屏

老長沙 老長沙百味香美食 老孫

老孫亞洲麵家 老師傅小食 老記

老酒林 老酒窖有限公司 老陳車仔麵-撈

老湯和烏雞米線 老街坊 老街坊.1

老街角 老椰原盅燉湯 老爺子外賣店

老爺咖啡美食 老誠記粥粉麵 老漢推理桌遊館

老餅權烘焙 老餅權烘焙有限公司 老餅權烘焙店

老廣州點心飲食有限公司 老廣洲點心飲食 老鋪黃金

老撾號 老樹 老醬坊

老饕食品行 耳木田咖啡 耳木田咖啡有限公司

耳木田咖啡烘焙有限公司 耳沐 耳沐有限公司

肉皇優質食品 肉皇優質食品專門店 肌肉俱樂部

肌妍專業美容中心 肌然美 肌齡驛站有限公司

肌齡驛站珍饈百味養生館有限公司 自由有限公司 自由咖啡

自由咖啡(花城店) 自由咖啡(信譽店) 自由咖啡(南灣店)

自由咖啡(建華店) 自由咖啡(皇朝店) 自由咖啡(美景店)

自由咖啡(海濱店) 自由咖啡(祐漢店) 自由咖啡(雀仔園)

自由咖啡(雅廉訪) 自由咖啡(新城市) 自由咖啡(運順店)

自由旅者文化 自由旅者文化有限公司 自由通電訊

自由貿易有限公司 自在坊 自在堂美容中心

自有光有限公司 自助機測試營業廳 自家小廚

自家廚 自然之家 自然之國有限公司

自然之國有限公司.1 自然友善店 自然物語

自然花藝工作室 自然花藝有限公司 自然派

自然美容 自然髪 自然髮

自然髮.1 自然髮型屋 自然館咖啡

自轉生活創意文化一人有限公司 至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至尊堂食品有限公司.1

至尊專業美容 至尊寶 至尊寶居麵小屋

至醇酒庫 至醇酒庫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至寶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舌尖上的串串 色色小食店有限公司 色色婚紗攝影

色色婚紗攝影一人有限公司 色彩88 色彩家居

色彩時裝店 色調工作室 艾·空間設計裝飾工程

艾佩兒 艾佩兒鞋業 艾奇諾

艾奇諾咖啡 艾奇諾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艾尚美容

艾尚美容養髮美甲 艾林芝黃志剛律師 艾林芝黃志剛律師事務所管理有限公司

艾林芝黃志剛律師所 艾建麗一人有限公司 艾思市場策劃

艾美天使 艾迪空間設計 艾迪奧髮型屋

艾迪廣告及市場策劃 艾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艾娜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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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娜美容有限公司 艾高(澳門)有限公司 艾莉國際有限公司

艾斯運動用品 艾琪兒美之舍 艾琪兒美之舍(筷子基)

艾琪兒美之舍一人有限公司 艾琪兒美之舍一人有限公司.1 艾絲美妝有限公司

艾菲兒 艾菲兒.1 艾菲斯醫療中心

艾鉑斯美容 艾爾斯教育中心 艾爾斯教育有限公司

艾爾蒂澳門有限公司 艾瑪婚禮 艾蜜莉美容中心

艾蜜莉美容中心(豪美大廈) 艾蜜莉美容中心(廣福安花園) 艾蜜莉美容有限公司

艾蜜莉墨山街 艾蜜莉廣福安 艾薇兒美容館

艾薩克吐司咖啡 艾薩克澳門 艾薩克澳門有限公司

艾薩克澳門有限公司.1 艾邇莎集團有限公司 行行行小食

行走的咖啡有限公司 行動零售一人有限公司 衣天使服飾有限公司

衣色設計有限公司 衣伴 衣妝園造型設計

衣妝園造型設計工作室 衣家時裝 衣時·衣候

衣時‧衣候 衣帽間(澳門)有限公司 衣櫃

衣竇時裝店 西文貿易行 西安涼皮

西式藍鰭海鮮屋 西羊人 西利號有限公司

西河堂 西河堂文具雜貨 西非利科技

西非利科技有限公司 西洋文化藝術發展 西洋文化藝術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西洋兄弟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西洋菜美食 西班牙特式料理

西班牙貿易有限公司 西博貿易工程 西瑞美食

西黛美容中心 西黛美容中心(達記大廈) 西黛美容中心(駿悅軒)

西黛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西黛美容中心有限公司.1 西灣安記

串大俠 串吃一派 串串貢小食

串串貢火辣小食 串姑姐 串堂

串得喜 串幾串 串嘴爸爸

串德喜食品超級市場 亨亨農場凍品店 亨泰物流

亨媽童書 亨達電訊 亨達櫃AYG004

伯樂專業培訓中心 伯樂專業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伯爵酒莊

伯爵錶 伴小鮮 伴酒吧管理有限公司

位元堂 位元堂 巴黎人分店 位元堂 濠尚分店

位元堂(高士德店) 位元堂中藥房 位元堂中藥房第五分店

位元堂花城店 位元堂威尼斯人店 位元堂關閘店

低窪音樂有限公司 住家湯 佐丹奴澳門有限公司

佐丹奴澳門有限公司.1 佐恩環球美妝 佐賀橫町

佐羅斯丹鞋店 佑德燒匠 何大

何子健-的士-25318 何六妹 何天就

何少松 何少環-攤販-地下-045 何文記燒臘小食飯店

何氏璧珠寶 何永記 何玉珍

何玉卿-攤販-地下-017 何玉儀 何玉儀-攤販-N/546

何同-攤販-N/2229 何汝祥 何百駒-的士-27029

何伯扒房廚房 何志明-的士-24982 何志強-的士-18838

何秀芳-攤販-地下-027 何肖-的士-29105 何佩英

何佺光-的士-23012 何昌記小食店 何明浩

第 79 頁，共 265 頁



何杰鋒 何林權雲石公司 何金水

何金愛 何冠忠 何建國玉雕藝術

何建國藝術工作室 何建權-的士-18343 何炳芹

何美珍 何美珍-攤販-R/C-039 何容妹

何振炎-的士-26985 何振鵬-的士-23118 何記餅家

何記蔬果 何偉光-的士-16847 何偉明-攤販-N/2227

何偉軍-的士-16016 何偉基-的士-20531 何偉傑-的士-22015

何偉傑-的士-26886 何健文-的士-12732 何健榮-的士-27257

何國華 何婉婷 何婉雯

何婉雯-攤販-N/1738 何彩虹 何彩娟

何敏婷 何紹偉 何紹漢-的士-22845

何森寧 何森寧-攤販-一樓-029 何湛唱片電業行

何開記糕點 何新喜 何煌-的士-20207

何葉枝 何誠坤-的士-14730 何達生-的士-14659

何鄒雄 何鈿-攤販-地下-033 何嘉榮-的士-27362

何壽琳-的士-16567 何劉子菁 何德志-的士-21147

何潤拱 何賢公園停車場 何燕萍

何錦生 何錦生-攤販-地下-005 何錦龍-的士-30978

何鴻記餐飲有限公司 何顏妹 何羅妙

何羅妙-攤販-N/142 何麗芳 何麗珍

何麗蓮 何寶輝-的士-16751 佘永旭-的士-12390

余 秀琼 余七 余仁生

余仁生(澳門)有限公司 余永源 余妙芬

余秀琼 余佩玲 余杰賢

余保和 群安大廈 余保和涼茶世家 余勇威-的士-21256

余建豪-的士-14287 余星海-的士-29383 余英回

余英回-攤販-一樓-013 余家昇-攤販-一樓-012 余展鴻-的士-25701

余悅國際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余記中美食 余記中餐廳美食

余偉強-攤販-一樓-011 余國明 余強記

余強記凍肉臘味 余細耀 余惠玲-攤販-一樓-007

余琼仙 余嘉威 余榮記 連勝店

余榮記咖啡葡國餐 余榮記餐飲有限公司 余榮記餐飲有限公司.1

余榮雄-的士-31571 余鳳儀 余潤英

余潤英-攤販-N/2250 佛光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佛系咖啡

佛笑樓餐廳 佛笑樓餐廳有限公司 佛教靜隱堂慈善會

你的午餐 佧藍 免稅雪茄

冷麵殺手 別不同飲食有限公司 別不同麵食

利山電單車行 利巳語言資訊科技 利巳語言資訊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利友旅遊 利友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利孔裝修工程

利文五金水電冷氣工程 利民大藥行 利民行有限公司

利民超級市場 利民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利永錶飾金行

利生堂中藥房 利生堂中藥房.1 利合豐貿易行

利多澳門餐 利安咖啡屋 利安咖啡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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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成豬肉 利成燈飾 利行車行

利行車行.1 利利海鮮魚枱 利亞 Anytime

利亞(南洋咖啡) 利亞(海洋) 利亞(路環)

利亞(擎天匯) 利亞化妝品有限公司 利亞有限公司

利亞有限公司Anytime 利佳咖啡美食 利來咖啡美食

利來咖啡美食(祐漢新村) 利來咖啡美食(廣福安) 利來餅家

利來餅家有限公司 利來護膚品 利來護膚品有限公司

利和酒業 利和豐農產品蔬菜批發 利昌車行

利昌珠寶金行 利昌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利昌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利河伯 利金龍貿易有限公司 利俊發-的士-26952

利品餐廳 利建明-的士-18026 利恆車行

利恆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利恆魚欄 利恒魚欄

利苑酒家 利峯裝修設計工程一人 利峯裝修設計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利時鮮果有限公司 利泰車行 利記牛欄

利記瓜菜有限公司 利記欄 利軒工程有限公司

利軒冰室 利軒冰室(宏建) 利軒冰室海上居店

利馬汽車服務中心 利高眼鏡 利基生活數碼有限公司

利基家居有限公司 利基通訊 利基通訊（白馬行店）

利得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利得豐(集團)有限公司 利添閣

利盛美食 利盛美食.1 利盛飲食企業有限公司

利盛閣 利眾裝修有限公司 利祥美食

利富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利富美食 利富裝修工程

利斯時裝 利發體育用品 利華貿易

利雄商業機器公司 利順中藥房 利順軒茶餐廳

利園有限公司 利園有限公司.1 利奧眼鏡

利源行 利源軒 利源裝修工程

利誠生記美食 利誠咖啡 利誠咖啡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利豊超級市場 利達家用設備有限公司 利達通黃頁有限公司

利寧寧有限公司 利瑪竇中學小賣部 利舞台卡拉OK酒吧

利廚餐廳卡拉OK 利德健蔘茸海味 利德健蔘茸海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利德豐MY8926 利德豐MZ4982 利德豐MZ6164

利德豐MZ6578 利德豐MZ6919 利德豐MZ6930

利德豐物流有限公司 利樂泉有限公司 利樂理髮一人有限公司

利輝汽車零件用品行 利澳名店一人有限公司 利澳酒店

利澳酒店有限公司 利澳薈 利興文具

利興錢幣社 利諾工程有限公司 利邁專業汽車維修中心

利邁專業汽車維修中心(Ⅲ) 利邁專業汽車維修中心(III) 利駿電器

利豐行 利豐行有限公司 利豐投資（澳門）有限公司

利豐車行 利豐便利店 利豐美食

利豐超級市場 利豐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利豐裕(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利豐閣 利鏘陸號有限公司 即有攝影(澳門)

即炸 君子髮型屋 君君時裝店

君怡軒 君怡酒店 君承(澳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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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承(澳門)集團有限公司 君承澳門集團有限公司 君信食品有限公司

君政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君柏工程有限公司 君皇粥麵咖啡

君悅美容美髮 君浩魚欄 君琦餐飲有限公司

君業裝修工程 君祺電腦有限公司 君豪汽車有限公司

君豪燕窩海味 君樂茶餐廳 君濠食品

君爵酒業一人有限公司 君臨食品有限公司 君臨食品有限公司.1

君寶車行 吧曲 吳子成

吳小蘭 吳少和 吳少容

吳玉華 吳玉霞 吳白妹

吳白妹-攤販-一樓-009 吳兆強 吳先娟

吳江健-的士-11794 吳均培 吳廷記

吳廷記糕餅小食 吳志平 吳志光

吳志光下環街市3樓02 吳志光-攤販-N/1154 吳杏梅-攤販-N/1780

吳佩 吳幸和 吳社濃

吳金照 吳金照-攤販-N/340 吳金毅-的士-26335

吳冠波-的士-23546 吳勇-的士-24229 吳建華

吳建雄 吳柳燕 吳炳輝-攤販-一樓-019

吳美好記 吳家健 吳家銘-的士-21965

吳家寶-的士-29453 吳桂珍 吳祖文

吳記五金材料行 吳記行 吳記建築材料

吳偉傑-的士-24711 吳國強 吳培華

吳康錦 吳彩霞-的士-19174 吳曼紅

吳章塔 吳惠如 吳惠芬-攤販-地下-012

吳景如 吳景如-攤販-N/2842 吳景邦

吳智勇-的士-18607 吳華 吳華-的士-27579

吳雅婷 吳瑞玲 吳榮軒-的士-26842

吳漢標-的士-16041 吳碧琴下環街市3樓09 吳碧琴-攤販-N/2405

吳銘火鍋 吳鳳宜-的士-33683 吳鳳群

吳銳明-的士-11253 吳燕玲 吳錦添

吳錦添-攤販-R/C-063 吳麗玲-攤販-地下-074 吳纘亮

吸引力書店有限公司 吹水食堂 吹水食堂(昌華)

吹泡古著 吹泡古著有限公司 吾好吾食

吾家店 吾蜀吾食 吾蜀吾食(鉅富)

吾餸外賣 呀E小食 呀肥外賣茶餐

呀金泰式小食 呀金泰式美食 呀嚓蘇

呂克蕾絲珠寶飾品 呂克蕾絲珠寶飾品有限公司 呂志堅

呂志堅-的士-18587 呂家園 呂記報攤

呂記裝飾工程 呂淑錦 呂淑錦-攤販-N/210

呂淳南 呂惠如 呂嘉敏

呎尺室內工程有限公司 呔茶 均安隆有限公司

均安隆美食 均行食品超級巿場 均行食品超級市場

均行食品超級市場.1 均行凍肉食品超市 均盈裝修設計工程

均泰隆 均價店 均價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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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價店.2 均價店.3 均價店.4

均價店.5 均價店.6 均價店.7

壯記燒味 壱日本料理 夾子音樂教育中心

夾子音樂教育中心2 夾子音樂教育中心II 夾子教育中心

夾子教育有限公司 夾吧 夾夾夾

夾爆它 妍希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妍希教育中心2

妍亮美睫工作室 妍亮國際 妍美堂

妍婚紗 妍嬉女仕用品專門店 妍慧美容美甲

妍藝有限公司 妍麗藝坊 妙士會

妙妙坊美容中心 妙姿 分店 妙姿美容中心

妙姿減肥豐胸美容中心(分店) 妙莎美容中心 妙濟無極宮

妝學研美 妝學研美專業化妝培訓中心(澳門)有限公司 妥善鮮菓

孝記棧 宋玉生公園售賣亭 宋玉生廣場停車場

宋珠平 完美坊 完美坊  海名居店

完美坊  海濱花園店 完美坊 信和店 完美坊 信和廣場店

完美坊 海名居店 完美坊 海濱花園店 完美坊 鴻業大廈店

完美坊專業美容中心 完美坊專業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完美制作

完美婚禮 完美嫁衣 完美製作

完美儷人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完美體態（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完美體態(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完美體態（澳門）一人有限公司.1 宏一貿易有限公司 宏力教室教育中心

宏力教室補習中心 宏安咖啡室 宏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宏利單車 宏利藥房 宏利藥房 關閘分店

宏利藥房(關閘分店) 宏系發展(澳門)有限公司 宏昇貿易有限公司

宏俊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宏信貿易 宏威行

宏泰珠寶 宏益工程有限公司 宏益汽車有限公司

宏益汽車租賃服務 宏訊建築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宏記小食

宏偉貿易 宏基行有限公司 宏基超級市場 (水坑尾店)

宏基超級市場 (亞豐素雅布基街分店) 宏基超級市場 (幸運閣店) 宏基超級市場 (河邊新街分店)

宏基超級市場 (南灣店) 宏基超級市場 (看台街店) 宏基超級市場 (通利工業大廈分店)

宏基超級市場 百老匯 宏基超級市場 亞豐素 宏基超級市場 幸運閣

宏基超級市場 南灣 宏基超級市場 祐漢 宏基超級市場 通利

宏基超級市場河邊新街 宏通專業除甲醛 宏通專業除甲醛有限公司

宏通貿易行 宏通貿易行.1 宏博杏林堂

宏富窗簾裝飾 宏棧兆記 宏發

宏發五金 宏發家禽 宏發珠寶鐘錶店

宏發窗簾 宏舜集團有限公司 宏華貿易

宏開行食品有限公司 宏業食品一人有限公司 宏溢裝飾工程

宏溢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宏達活魚海產 宏達超級市場

宏達電訊 宏達圖書中心 宏達餐飲投資

宏達餐飲投資有限公司 宏達麵食 宏達麵食信虹店

宏達麵食南澳店 宏達麵食興發店 宏圖亞洲有限公司

宏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宏圖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宏德行

宏德貿易有限公司 宏樂鞋店有限公司 宏興

第 83 頁，共 265 頁



宏興行廚餐設備 宏興行廚餐設備用品有限公司 宏興店

宏興參茸行 宏興電單車行 宏興藥房

岑月留 岑桂強 岑桂強-的士-19008

岑偉林 岑鳳蘭 巡城鏢局

巫啟華 希文餐飲娛樂管理有限公司 希言咖啡文化

希記建築材料 希爾 弄啡堂

弄堂 弄堂15上海會館 弄堂茶棧

弄點東西手作室 形美時裝店 形格

形格電腦 形格髮型設計 形象有限公司

形象數碼 形髮店 彤爺美食

彤爺美食.1 忌廉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忍者搬屋有限公司

志友美食 志仔魚欄 志成參茸涼茶

志成貿易有限公司 志成貿易行 志成鋼門

志和冰鮮食品有限公司 志威水電冷氣工程 志恆車行

志恒車行 志記鮮魚 志偉汽車服務

志堅冷氣雪柜工程 志強有限公司 志強電業行

志強電器行 志發新一代床上用品 志發新一代床上用品百貨

志業冷氣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志圖粥粉 志榮貿易行

志趣 2 志趣2 志輝魚枱

志鋒商店 志學坊補習中心 志學堂督課中心

忘憂舍 忘憂舍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快

快手速剪 快宅 快有限公司

快有限公司.1 快迅機車用品 快秒小食店

快訊有限公司 快閃 快剪站

快剪專門店 快捷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快捷電業有限公司

快喆運輸貿易行 快富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快菲爾男仕服飾.1

快艇頭街米街16e 快達拖車有限公司 快達的士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快達速印中心 快達樓停車場 快樂肥仔水

快樂美容中心 快樂種子有限公司 快樂雜貨達人

快樂襪子 快潔汽車美容 忻然貿易行

我來煮 LET ME COOK 新橋店 我的女孩有限公司 我的小日子

我的小作坊有限公司 我的小廚房 我的手搖 你的故事

我的幸福有限公司 我的珈琲時光 我的秘密

我的秘密-2 我的專業美容中心 我的意大利廚房(澳門)有限公司

我城 我是店鋪一人有限公司 我為媒(東望洋新街店)

我為媒(雅廉訪店) 我們的有限公司 我們這一家

我們這一家(三盞燈) 我們這一家(林茂巷) 我們這一家(黑沙環)

我們舞蹈工作室 我們舞蹈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我家便利店

我家便利商店 我家便利商店有限公司 我間廚房

我餐廳 扭蛋專門店 扭蛋專門店II

技巧坊 抓狂攻略 抓狂娛樂有限公司

抓玩店 抓捕樂 攸米手工甜品

杉環首飾商店 李七妹 李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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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一人有限公司 李小平 李少芬

李心賢 李心賢-攤販-地下-002 李文光

李文光-的士-23512 李文冷氣裝修工程 李文杰

李文輝-攤販-地下-079 李文耀 李世祥-的士-18575

李北元 李永佳 李永進

李永進-攤販-二樓-046 李永權-的士-12852 李玉文

李玉冰-的士-33317 李玉祥 李玉祥-的士-17193

李仲華 李先艷 李全魚枱

李旭云 李旭東 李有祥

李有祥-的士-12754 李江明 李江明-的士-28400

李君孝-攤販-N/1984 李均記 李志生

李志明-的士-22782 李志強-攤販-地下-066 李沛金-的士-29238

李秀妍 李秀姸-攤販-地下-048 李秀英-攤販-地下-050

李秀寶 李秀蘭 李良記

李良記電業有限公司 李良培-的士-25370 李卓文-的士-28410

李坤明 李坤明-攤販-N/1377 李坤容-攤販-N/789

李宗平 李明 李昔全

李杰明 李林點心小食 李炎標-的士-19584

李金生 李金妹 李金鳯

李金壽 李長根 李俊杰-的士-28780

李威 李建民-的士-18381 李政郎

李春城 李春香 李活鮮魚

李炳根-的士-19073 李炳基 李珍琼

李紅蓮 李紅蓮下環街市2 53 李美鳳

李英豪-的士-19368 李衍昶-的士-16581 李家香滷味

李家宴 李家宴(威翠花園) 李家宴(環宇豪庭)

李家菜 皇朝店 李家菜 筷子基店 李家菜有限公司

李家菜有限公司.1 李家菜有限公司.2 李容添-的士-17072

李悅明 李振明 李栢記花店

李浩輝 李素玉 李記

李記粥粉外賣美食 李偉成 李偉成-攤販-一樓-008

李偉坤 李偉泰-的士-26409 李偉康-的士-30724

李健成-的士-25062 李健威-的士-25805 李健偉

李健雄-的士-17165 李健麟-的士-28948 李國原-的士-17297

李國強 李國華 李國榮

李婉玲 李康記海鮮飯店 李淑華

李添明-攤販-N/2479 李富源 李惠美

李惠連 李惠連-攤販-N/1049 李智豪-的士-28657

李華 李華金 李華金-攤販-N/2867

李進芳 李開通 李黃餐飲

李黃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李愛華 李鳯蘭

李嘉寶 李嘉寶-攤販-N/2846 李壽記

李榮佳-的士-21703 李榮記咖啡小食 李榮壕-的士-2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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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坤 李漢坤-攤販-N/1664 李福山-的士-31619

李福洲建築 李翠寶 李遠華

李鳳珠 李鳳群 李鳳霞-的士-17274

李影雲 李德發 李德源-的士-13075

李潔交 李潔交-攤販-N/966 李潤明-的士-17944

李潤蓮 李賤慶 李曉㼆

李樵記 李樵記鐘錶行 李樹權

李澤鵬-攤販-一樓-033 李澳商貿有限公司 李盧梅娟

李蕊妍 李遵興 李錦恩

李錦記廚房 李錦棠 李錦華

李賽妹 李贊鵬-的士-29028 李麗平

李麗貞 李麗貞-攤販-N/1376 李麗霞

李麗霞-攤販-N/1797 李顯光 李艷芬

杏丸有限公司 杏丸甜品 杏日豆花

杏林一人有限公司 杏林堂中藥房 杏苑燒臘美食

杏香園 杏香園甜品 村有限公司

村有限公司.1 杜文進-的士-24969 杜旦小食

杜旦小食 麵妮店 杜旦小食(宏建大廈) 杜生-的士-25730

杜志祥 杜志祥下環街市23號 杜偉池-的士-26533

杜富明-的士-17844 杜華記 杜華琦

杜瑞彬 杜榮記 杜鵑鳥

杜寶銀-攤販-N/2934 步行者鞋店 步步高沐足按摩

步調咖啡有限公司 每日美學 汪之洋

汪之洋(澳門)有限公司 汪氏有限公司 汪波

汪洋海味舖 汪檸 汯展有限公司

汶珈有限公司 汶珈美容院 汶彩養生館

汶楓貿易行 決戰吧 決戰吧.1

沃爾福特亞洲-澳門分行 沈三多泰式茶餐廳 沈鈞倫-的士-20992

沈祺標 沈祺標-攤販-N/1384 沉默的第三者

沐白 沐白（大堂巷店） 沐白（天神巷店）

沐白.1 沐白澳門有限公司 沐希

沐希有限公司 沐希美顏社 沐言教育中心

沐屋中古 沐菲美容中心 沐賢教育有限公司

沐顏薈一人有限公司 沙利文有限公司 沙利文餐廳

沙利行 沙拉工坊 沙拉嘻

沙度有限公司 沙度娜永聯 沙度娜有限公司

沙律掂 沙哥茶檔 沙梨頭小販8B,f

沙梨頭流動攤位20 沙梨頭流動攤位6 沙梨頭流動攤位66

沙梨頭流動攤位70 沙梨頭街市006 沙梨頭街市036號

沙梨頭街市1-052 沙梨頭街市14 沙梨頭街市15

沙梨頭街市21 沙梨頭街市23 沙梨頭街市27

沙梨頭街市2樓002 沙梨頭街市5 沙梨頭街市56號

沙梨頭街市57 沙梨頭街市RC 40 沙梨頭街市一樓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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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梨頭街市一樓022 沙梨頭街市一樓029 沙梨頭街市一樓031

沙梨頭街市一樓041 沙梨頭街市一樓042 沙梨頭街市一樓046

沙梨頭街市一樓052 沙梨頭街市一樓054 沙梨頭街市一樓055

沙梨頭街市一樓29檔 沙梨頭街市一樓42號 沙梨頭街市一樓49號

沙梨頭街市一樓50號 沙梨頭街市一樓53號 沙梨頭街市二樓002

沙梨頭街市小販P31 沙梨頭街市小販P32 沙梨頭街市永利

沙梨頭街市地下006 沙梨頭街市地下009 沙梨頭街市地下014

沙梨頭街市地下016 沙梨頭街市地下025 沙梨頭街市地下026

沙梨頭街市地下028號 沙梨頭街市地下033 沙梨頭街市地下034

沙梨頭街市地下03檔 沙梨頭街市地下040 沙梨頭街市地下041

沙梨頭街市地下042 沙梨頭街市地下043 沙梨頭街市地下046

沙梨頭街市地下047 沙梨頭街市地下049 沙梨頭街市地下055

沙梨頭街市地下056 沙梨頭街市地下05檔 沙梨頭街市地下06檔

沙梨頭街市地下079 沙梨頭街市地下085 沙梨頭街市地下086

沙梨頭街市地下21檔 沙梨頭街市地下24檔 沙梨頭街市地下29

沙梨頭街市地下42號 沙梨頭街市地下55 沙梨頭街市地下55號

沙梨頭街市地下56號 沙梨頭街市地下P07號 沙梨頭街市地下P08

沙梨頭街市地下P09 沙梨頭街市地下P10 沙梨頭街市地下P13

沙梨頭街市地下P29 沙梨頭街市地下P30 沙梨頭街市地下R/C-005

沙梨頭街市豬肉檔1-016 沙梨頭街市豬肉檔1-017 沙梨頭臨時流動10

沙梨頭臨時流動9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10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20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6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66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70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8 沙梨頭臨時流動攤位9 沙梨頭臨時攤位8

沙梨頭櫃SLT 沙嗲仔 沙縣小吃-河邊新街店

沛沐服裝 沛記 沛記百貨

沛記咖啡室 沛記咖啡室.1 灶冰室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灶記咖啡美食 灶記咖啡美食有限公司 灶記咖啡美食有限公司.2

灶記咖啡美食有限公司.3 灶記咖啡美食有限公司.4 灶記食品加工廠

灼煮上海鮮工房 灼舞蹈工作室 灼舞蹈工作室有限公司

狄俊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狄華倫洋服制服 狄菲龍服裝有限公司

狄獅貿易有限公司 玖二食堂 玖玖酒坊

玖玥 玖度藝術有限公司 玖肆烘焙

玖號金枝魚葉 玖零後汽車用品 玖零後汽車用品有限公司

玖零後環球有限公司 皂居有限公司 皂極教育中心

秀吉日式燒肉 秀花庄 秀屋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私人派對 私人時間甜品店 私家工作室

私家私有限公司 私鬥飛鏢 究食茶

究食茶三盞燈店 究食茶澳門 育才升學諮詢有限公司

育賢教育中心 良友模型 良田

良好餐飲管理 良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良佃製作有限公司

良村咖啡美食 良辰吉時 良辰吉時有限公司

良品一人有限公司 良品美食 良品美食.1

良品美食.2 良品美食連勝店 良品美食筷子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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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記五金 良記行 良記修理汽車

良記鮮魚 良雪有限公司 良進教育中心

良進補習中心 良源五金 良廚工房

芉言蔓語 芊式有限公司 芊色

芊芊時裝 芊味美食 芊雨一人有限公司

芊姿妍美髮美甲 芊姿妍美髮美甲店 芊絲美容美甲有限公司

芊諾教育中心 芊灃快運有限公司 芋鮮外賣店

芋鮮外賣點 見一麵美食 見個麵

言味館 言恩歐日韓時裝 言葉堂有限公司

言藝有限公司 谷田富海鮮火鍋 谷田富海鮮火鍋.1

豆豆 豆豆家 豆豆泰式美食

豆兒雜貨 豆花小館 豆茶有限公司

豆腐芽菜 豆樹花店 貝 澳門工作室

貝•澳門工作室 貝卡茜專業美容中心 貝立凱

貝利美容 貝兒屋 貝兒進修教育中心

貝果NO撈 貝果果有限公司 貝果屋

貝果屋烘焙咖啡 貝迪店 貝姬絲翡翠廊

貝恩有限公司 貝晴裝修 貝琪

貝琪有限公司 貝詩酒業一人有限公司 貝達有限公司

貝爾斯城市服裝店 貝羅娜 貝麗沙日韓美容

貝麗沙日韓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貝蘭護膚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貝蘭護膚中心一人有限公司.1

赤月攝影燈光器材租賃有限公司 赤坂咖啡有限公司 赤兔車業

赤兔集團有限公司 赤兔體育會 赤刻數位推廣及設計有限公司

赤富士藥房 走心 走心可麗餅

走心甜品店 走瓶清潔用品有限公司 足君健康

足君健康美容美甲 足够美 足康樂

足康樂(光輝苑店) 足康樂(星海豪庭店) 足康樂(國際中心分店1)

足康樂.1 足康樂.2 足康樂國際中心店2

車STATION 汽機車精品 車STATION汽機車精品 車天車地

車世代 車仔記 車仔記.1

車仔麵 車迷汽車用品中心 車酷頂級美車工藝

辛惠蓮 辛惠蘭 迅安汽車

迅安車行 迅成電器五金有限公司 迅研補習中心

迅迪科技 迅域科技 迅發汽車服務

迅發運動用品 迅發運動用品(激成工業大廈店) 迅達車行

邑雲設計 邢氏集團有限公司 那個鍋

邦利藥房 邦利藥業有限公司 邦廷洋服

邦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邦記鮮肉 邦髮型美容創作室

邪惡食堂 邪惡滋味有限公司 里雪餐飲有限公司

里斯本地帶有限公司 里奧 里霸有限公司

阪神自動車美容服務 阮子純 阮玉軒

阮倫 阮偉祥 阮偉祥-攤販-N/1359

阮健榮-的士-29280 阮華生果 阮漢汕-的士-2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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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錦添 阮麗冰-攤販-N/2261 饮料

事事如意市場推廣 事物詩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事彈飲食有限公司

事頭婆(外賣) 事頭婆餐飲 事頭婆餐飲有限公司

亞力餐飲管理 亞力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亞上建築

亞丹廚房 亞丹緣創工藝舍 亞六外賣店

亞太五金 亞太健身有限公司 亞太教育文化交流協會

亞比利車行 亞比迪國際 亞比迪國際有限公司

亞加比 亞加比餅店 亞冰雜貨

亞利咖喱屋餐廳 亞來泰式(外賣) 亞坤

亞姐時裝百貨 亞拉伯烤肉 亞洲皮膚美容激光中心

亞洲先鋒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先鋒智易購 亞洲英語有限公司

亞洲唯美概念澳門有限公司 亞洲唯美概念澳門有限公司.1 亞洲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亞洲連鎖酒店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亞洲連鎖酒店集團管理有限公司.1 亞洲電腦

亞洲電腦科技網絡 亞洲電腦科技網絡有限公司 亞洲精品旅館

亞洲樂器中心 亞洲駕駛學校 亞洲駕駛學校一人有限公司

亞洲鋼琴城有限公司 亞馬交美食 亞馬喇前地停車場

亞馬遜水族 亞基海鮮魚枱 亞婆井櫃LIL

亞華五金 亞萍小食 亞貴海鮮

亞黃魚檔 亞匯有限公司 亞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亞夢.維珍 亞夢維珍 亞爾法車業

亞爾法車業有限公司 亞窩咪 亞豪BBQ

亞熱帶咖啡 亞熱帶咖啡美食 亞歷山大.麥昆

亞豐素 亞豐素街櫃AFS 亞羅皮鞋

亞蘇傢俱鮮花店 亞蘇爾澳門菜 亞蘇廚房

亞蘇廚房 (飛能便度街) 亞蘇廚房 (珠光大廈) 亞蘇廚房 (湖景豪庭分店)

亞蘇廚房.1 亞蘇廚房.2 亞蘇廚房.3

亞蘇廚房.4 亞蘇廚房.5 亞蘇廚房.6

享受便利店有限公司 享甜 享甜.1

享樂美食 京士頓化妝品有限公司 京月華有限公司

京百年一人有限公司 京阪輕物 京悅賓館

京海鞋業一人有限公司 京都大酒樓 京都大酒樓夜總會

京都酒店 京都餐廳 京喜屋馬食堂

京維設計裝飾工程 京澳旅遊 南灣門市 京澳旅遊 總部

京澳旅遊有限公司 京澳璇宮 佩佩美容有限公司

佩怡美食有限公司 佩茵美容 佩華花藝培訓學校

佩詩美容用品零售中心 佩詩美容護膚中心 佰利建材

佰佳鮮魚 佰盛車行 佰滙

佰福嘉興美食 佰樂音樂藝術教育 佰樂音樂藝術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佰錢櫃 佰鎰餐飲管理發展有限公司 佰寶櫃便利店

佳人攝影 佳力文具禮品 佳大地產

佳木美居全屋定製有限公司 佳利好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佳利發展有限公司

佳辰便利店 佳亞升學顧問有限公司 佳佳小食（外賣）

佳佳咖啡粉麵 佳佳甜品有限公司 佳佳甜品有限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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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佳燒烤小食 佳明冷氣水電工程 佳果

佳采麗家居布藝行 佳信貿易 佳品

佳品咖啡有限公司 佳品果業 佳品果業有限公司

佳品集團有限公司 佳洋美容護膚中心 佳盈利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佳盈茶餐廳 佳英食品有限公司 佳記小食

佳記裝修工程 佳記麵食外賣店 佳酌有限公司

佳富餐飲有限公司 佳景集團 佳景集團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佳景飲食企業有限公司 佳景樂園有限公司 佳琪制服

佳琪時裝制服有限公司 佳琪時裝制服有限公司.1 佳發中藥房

佳暉旅行社有限公司 佳德俐電腦服務 佳樂髮廊

佳爵食坊 佳爵飲食有限公司 佳駿1

佳駿10 佳駿11 佳駿12

佳駿13 佳駿14 佳駿15

佳駿16 佳駿17 佳駿18

佳駿19 佳駿2 佳駿20

佳駿21 佳駿22 佳駿23

佳駿24 佳駿25 佳駿3

佳駿4 佳駿5 佳駿6

佳駿7 佳駿8 佳駿9

佳駿企業有限公司 佳藝百景大廈 佳藝歧關新邨

佳藝信業大廈 佳藝眼鏡 佳藝眼鏡.1

佳寶利有限公司 佳寶利有限公司.1 佳聽(澳門)聽覺中心有限公司

佳聽澳門聽覺中心 佳釀 佳鑫有限公司

來一碗外賣店 來好運美食 來利印尼美食

來來超市-聯薪分店櫃AYG033 來來電器 來來電器賈伯樂店

來來電器廣場有限公司 來洗汽車服務中心 來泰利泰式餐飲

來泰利泰式餐飲有限公司 來發海產 來發燕窩城

來順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來意集團有限公司 來澳美食雀仔園店

侈奢 侏羅紀卡拉OK酒吧 供有限公司

供應大王 依時(澳門)有限公司 依時一人有限公司

依時迷你倉有限公司 依時澳門有限公司 依莎莉美容院有限公司

依蒔有限公司 依適薈 兒童世界

兒童百貨 兒學堂大新教育中心 兔子外燴

兔小白 兔小姐 兩姊妹涼皮

兩姊妹涼皮澳門有限公司 兩點一人有限公司 其昌時裝

其昌時裝店 其栢 典藏酒庄

典藏酒莊 冼月玲 冼月玲-攤販-N/984

冼成裝修工程 冼長樹 冼細妹

冼焯賢-攤販-2ANDAR-016 冼錦全 冼錦全-攤販-N/2730

凯源食品有限公司 初一小食店 初一有限公司

初二有限公司 初五街美食 初心.cake

初心推廣 初心推廣一人有限公司 初心教育

初心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初心教育中心 初見小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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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芯工房 初遇 初實一人有限公司

到點 制創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刺鮮身日式外賣店

卓一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卓大安 卓仁菜館

卓仁電業十月初五街店 卓仁電業行有限公司 卓仁電業行有限公司.1

卓仁電業金海山店 卓仁電業紅街市店 卓仁電業提督馬路店

卓仁電業鏡湖馬路店 卓天教育中心 卓比科技有限公司

卓比教育中心 卓仔松記便利店 卓弘便利店

卓志輝-的士-23300 卓見有限公司 卓明中藥房

卓昕貿易行 卓美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卓英教學輔助中心

卓悅化粧品 卓悅化粧品批發中心 卓悅汽車駕駛學校

卓悅汽車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卓悅藥房 卓記

卓軒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卓偲工房 卓傑桌遊

卓善控股有限公司 卓菁補習中心 卓華漢-的士-13260

卓越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卓越五點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卓越商品城 卓越眼鏡 卓越順勢療法有限公司

卓越補習中心(I) 卓越電訊 卓越電單車行

卓越餐飲有限公司 卓雅通訊 卓匯達(澳門)有限公司

卓誠(澳門)人力資源 卓誠酒業 卓誠清潔服務

卓爾雅物業服務 卓爾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卓睿皮膚頭髮管理中心

卓睿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卓德醫療中心 卓賢兒童設備有限公司

卓賢補習中心I 卓燊健康營養顧問 卓藝電腦

卓韻琴行 卓麗(集團)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卓麗內衣百貨

卓麗珠寶金行 卓麗集團珠寶 卓耀裝修

卓躍商貿 卓躍商貿一人有限公司 協成海鮮火鍋

協成海鮮火鍋(大中華店) 協成海鮮火鍋（大中華店） 協成海鮮火鍋(老店)

協成海鮮火鍋（老店） 協成海鮮火鍋(星際店) 協成海鮮火鍋(新濠天地店)

協成海鮮火鍋（新濠天地店） 協成海鮮火鍋星際店 協成海鮮火鍋酒家

協成海鮮火鍋新濠天地 協成飯店 協成藥房

協茂管理有限公司 協茂管理有限公司.1 協茂管理有限公司.2

協益銳記 協陞食品有限公司 協興

協興士多 協興五金行 協興祥

協興隆 協興電器有限公司 卧龍集團有限公司

卷MEOW宅 卷之國 卷尾家

卷尾家有限公司 卷巷 卷柏意念設計

卷柏意念設計有限公司 叁拾玖號蛋蛋 叁機車文化工作坊

叁點本部 叁點叁創意媒體有限公司 呢度 國華戲院商場店

呢度中星大廈地下R店 呢度網上零售商店 呢啲好物

呢啲媽咪媒體廣告 呢啲媽咪媒體廣告有限公司 周大福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有限公司 周平妹-的士-22899 周永生-的士-16961

周永倫-的士-27937 周永龍-的士-33287 周玉娟

周玉萍 周玉贊錶業 周生生

周志行 周志榮 周秀貞

周秀雲 周秀雲-攤販-一樓-20 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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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兆 周長梅-攤販-地下-022 周厚祥

周厚德 周建偉 周建華-的士-16229

周泉記鮮魚 周美森-的士-28023 周庭羡

周根記 周桂鳳 周記士多

周記小食 周記瓦罐滷味 周記超市

周記蔬菓什貨 周記糕點 周啓

周啓朗-攤販-地下-109 周啓榮-的士-18678 周啓-攤販-N/178

周強記 周淑卿 周淑卿-攤販-一樓-002

周祥女 周連時裝 周雪貞

周雪貞-攤販-N/209 周善謙-的士-28126 周葉建-的士-27383

周裕輝下環街市(1)NO5 周鉅豪-的士-20699 周漢文-的士-25986

周維記鮮魚 周潔美 周潔美-攤販-N/1381

周潤泉 周潤堃 周潤梨

周擎天 周鍵濠 周麗濠-的士-22906

周觀梅 味13美食坊 味一番日式外賣店

味十三食坊 味小食店 味牛

味全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味全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味全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

味在湯盅 味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味味佳風味

味味佳風味.1 味府 味珍佳餐飲有限公司

味珍美食館 味皇廚房 味美燒腊美食

味倫咖啡有限公司 味尊 味尊.1

味尊日式料理外賣店 味源早稻石磨腸粉 味瘋

味廚 味膳館 味膳館飲食有限公司

味膳館飲食有限公司.1 味蕾廚房 味藏日本料理

味豐廚悅 呼吸者 呼呼米線

咀香佳作(澳門)有限公司 咀香園餅家 咀香園餅家 會展

咀香園餅家(大三巴 9) 咀香園餅家(會展) 咀記麵家

咇咇餸 和平時裝 和生珠寶

和生珠寶有限公司 和生堂中藥房 和利有限公司

和昌行 和食仙台 和食居

和食屋 和食屋有限公司 和記

和記小食 和記小食鮮果 和記行

和記咖啡美食 和記海鮮魚 和記粉麵廠

和記傢俬 和記報攤 和記經典上海小籠館

和記裝修工程 和記運輸 和記環球食品

和記環球食品有限公司 和發貿易有限公司 和發碼頭美食

和發鮮肉店 和陽小日 和園制菓

和睦家餐飲(澳門)有限公司 和樂電單車行 和輝堂珠寶

和興(澳門)無線電行 和興玻璃工程有限公司 和興食品貿易

和興魚欄 和興超級市場 和興澳門無線電行

和興鏡畫相架公司 和戲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和顏悅飾

和鑫水電工程 咏昌一人有限公司 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有限公司 咕嚕咕嚕寵物店 咖哩釗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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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因有限公司 咖啡吧b1 咖啡佬小坊

咖啡屋 咖啡洞 咖啡迷你

咖啡道 咖啡騎士 咖啡癮有限公司

咖啡廳 咖喱小賣部 咖喱川

咖喱介 咖喱仔美食 咖喱仔美食 (粥麵店) (氹仔店)
咖喱仔美食 (粥麵店) (俾利喇街分店) 咖喱仔美食（粥麵店） 咖喱仔美食(粥麵店)

咖喱仔美食（粥麵店）.1 咖喱全 咖喱妹牛腩美食

咖喱妹牛腩美食有限公司 咖喱林 咖喱英有限公司

咖喱釗粥麺 咖喱釗粥麺 台山店 咖喱釗粥麺 筷子基店

咖喱釗粥麵 咖喱釗粥麵.1 咖喱達人

咖喱榮 固力五金建材商行 坤仔美食

坤哥冰室 坤記百貨 坤記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坤記餐室 坤記雜貨 坤基行有限公司

夜夜燒料理店 夜聆咖啡 夜鳥試創

夜媽媽士多 夜遊人美食店 夜與日咖啡

夜燒 夜貓燒烤 奇幻坊

奇幻髮型屋 奇尼塔 奇尼塔一人有限公司

奇米藝術教育中心 奇技車業 奇技車業一人有限公司

奇香村雪糕 奇斯巴迪兒童樂園 奇斯巴迪兒童樂園有限公司

奇智教育中心 奇華餅店 奇華餅家 金沙城店

奇華餅家威尼斯人店 奇華餅家營地大街店 奇意工房

奇樂教育中心 奇緣文化藝術教育 奇緣文化藝術教育有限公司

奇趣大本營 奇趣大本營一人有限公司 奇趣大本營有限公司.1

奇趣大本營有限公司.2 奇趣大本營游樂場 奇趣大本營遊樂場

奇趣大本營遊樂場2 奇趣啟蒙育培訓 奇趣啟蒙教育培訓中心

奇趣啟蒙教育堷訓中心 奇學坊教育中心 奇澳有限公司

奇積工場私人定製 奇興鮮魚 奇聲有限公司

奇蹟魚蛋 奇蹟魚蛋(信逸軒) 奇蹟魚蛋(海濱花園)

奇藝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奈 斯潮牌設計 奈一

奈在美 奈在美S 奈在美批發零售

奈美惠時裝店 奈斯潮牌設計 奈‧斯潮牌設計

奉天承運物流(澳門)有限公司 奔奔 啟豐快運 奔奔&啟豐快運

奔奔貿易行有限公司 奔達汽車維修 奔馳車行

奔墟小廚 妹記 姊妹時裝

姐妹房 姐妹時裝 姑媽廚房

季華時裝制服 季華時裝制服有限公司 季節有限公司

季節輕食工房 季節餐廳 孤島一人有限公司

孤島甜店 宗記鮮肉枱 宗華(澳門)美食

宗龍旅行社有限公司 官也冰室 官也媽媽

官俊玲 官錦明-的士-29151 定記燒味

宜古今 宜佳皮鞋 宜佳皮鞋公司

宜家物業管理 宜家物業管理清潔 宜家物業管理清潔有限公司

宜家教育中心2 宜家教育中心3 宜家督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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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索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宜能機械設備行有限公司 宜達傢俬廣場

宜潔手扶梯清潔有限公司 宜學託管中心 宜興建築工程

宜聰教育有限公司 宜謙貿易 宜謙貿易.1

宜謙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尚也室內設計 尚氏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尚氏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尚生堂中藥房 尚生堂中藥房(宏開店)

尚利民藥房 尚利康藥房 尚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尚享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尚典皮具 尚知貿易行

尚知貿易行一人有限公司 尚品小廚美食 尚品物業

尚品物業管理有限公司_君悅灣裝機 尚品物業管理有限公司_君薈裝機 尚品食品市場

尚品食品市場有限公司 尚品軒有限公司 尚品軒參茸海味有限公司

尚品高級食材分銷商 尚品蛋糕店 尚品樓飲食有限公司

尚品樓煲仔飯 尚品潮州菜 尚品潮州菜一人有限公司

尚皇匯 尚盈旅行社 尚美一品

尚美容 尚音音樂教育中心 尚峯餐飲有限公司

尚悅 尚悅坊 尚悅建材工程

尚悅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尚悅教育中心 尚珠寶有限公司

尚酒館餐飲有限公司 尚健醫療(澳門)有限公司 尚剪坊

尚域教育中心 尚域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尚堂

尚御貿易 尚御貿易(澳門)有限公司 尚御貿易（澳門）有限公司

尚景家具 尚發體育用品(R15) 尚發體育用品(R22&23)

尚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尚進國際網絡傳媒發展有限公司 尚雅品全屋定制裝修有限公司

尚雅教育中心 尚意裝修設計工程 尚意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尚滙有限公司 尚雋有限公司 尚德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尚毅教育中心 尚潤有限公司 尚憶尊品有限公司

尚澳兒童及青少年 尚澳國際標準舞 尚澳舞蹈教育中心

尚澳舞蹈教育中心(2) 尚澳舞蹈教育有限公司 尚膳

尚膳蔬食料理主題餐廰 尚膳蔬食料理主題餐廳 尚館居酒屋

尚優有限公司 尚營一人有限公司 尚禮教育中心

尚禮教育澳門有限公司 尚豐水果食品有限公司 尚豐鮮果食品

尚灃茶餐廳 居雅大廈停車場 屈臣氏

屈臣氏(澳門)有限公司 屈臣氏(澳門)有限公司(屈臣氏) 屈臣氏(澳門)有限公司(酒窖)

屈臣氏(澳門)有限公司(豐澤) 屈臣氏(澳門)有限公司.1 岩風味料理

岸盛集團有限公司 岸盛薄餅(擎天店) 帕高

幸久家 幸小廚 幸小廚有限公司

幸月 幸兒島批發零售 幸娩

幸甜食 幸運6(鮮果) 幸運手信

幸運夾 幸運來手信 幸運星旅遊集團

幸運倫玩具 幸運健身會 幸運閣傢私

幸運閣傢俬 幸運閣電腦廣場 AN店 幸運閣櫃LUC

幸福人酒莊有限公司 幸福小食 幸福甘筍有限公司

幸福西餅 幸福家園有限公司 幸福珠寶有限公司

幸福軒 幸福堂 幸福堂三盞燈

幸福堂大三巴店 幸福堂大炮台店 幸福甜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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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滿滿美食甜品 幸福滿滿美食甜品屋 幸褔甜品店

幸薈 店博士（澳門）商業及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延禧工作室

延續茶餐廳 廸奇眼鏡店 廸泰森一人有限公司

廸泰森教育中心 廸高設計	 弧光有限公司

弧度體育 彼思服裝 彼康教育中心

彼康補習中心 彼得環保科技 彼寓概念店

彼斯補習中心 彼德晶石 彼德歐

彼德歐一人有限公司 忞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忠仁保健坊

忠仁藥房有限公司 忠成餃子 忠成餃子.3

忠成餃子王 忠成餃子王（利澳店） 忠成餃子王(南園)

忠成餃子王（星際店） 忠成餃子王(泉鴻花園) 忠成餃子王(獲多利大廈)

忠成餃子王.1 忠信數碼 忠信藥房

忠泰保健坊(美高梅分店) 忠泰藥房(美高梅分店) 忠記的士有限公司

忠國際藥業 忠誠 忠誠生活館

忠誠米行 忠誠藥房 忠誠藥房 (大三巴分店)

忠誠藥房 (財神分店) 忠誠藥房 大三巴分店 忠誠藥房 天鑽分店

忠誠藥房 金蓮花分店 忠誠藥房 星際分店 忠誠藥房 財神分店

忠誠藥房 富豪分店 忠誠藥房 新濠鋒分店 忠誠藥房 獲多利分店

忠誠藥房（星際分店） 忠誠藥房（財神分店） 忠誠藥房（凱旋門分店）

忠誠藥房(新建業商業中心) 忠誠藥房(獲多利分店 忠誠藥房（獲多利分店）

忠誠藥房（總店） 忠誠藥房凱旋門分店 忠福麵館

忠福麵館.1 忠興藥房 念湯舍

怡 美容中心 怡.美容中心 怡·美容中心

怡心閣 怡文軒餅店 怡文軒餅店（飛能便度）

怡佳清潔服務 怡東行 怡彩時裝

怡情小館 怡富酒店 怡富學習中心二社

怡景餐廰 怡晴軒甜品麵包 怡晴軒甜品麵包廊

怡發行 怡製作 怡樂堂

性堂 怪獸之屋 怪獸玩具貿易有限公司

怪獸設計有限公司 房舍 所羅門文化創意

所羅門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承立德國際有限公司 承信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承發凍肉 承雅藝術教育中心

承影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承願有限公司 拉丁美澳貿易有限公司

拉洛奇 拉菲 拉維閣

拉濶音樂咖啡 拉麵小路 拉麵小路氹仔店

拉麵小路有限公司 拉麵小路紅窗門店 拌小鮮

拓拔製作有限公司 拓思教育有限公司 拓思編程教育中心

拓思藝術教育中心 拓展思維教育 拓展思維教育有限公司

拓然信息 拓然信息一人有限公司 拔萃寶寶補習中心

招少芬 招建華 招建華-攤販-N/2419

招記美食 招財貓 招財貓日式燒烤

招財貓淘寶代收 招堂 招牌貓小食

放牛班 放牛斑 旺角海鮮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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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來男衣 旺來餐室 旺旺燒烤

旺科餐飲投資有限公司 旺記咖啡 旺記家禽

旺意時裝商店 旺獅娃娃精品屋 旺德福

昇味 昇味（澳門）有限公司 昇味(澳門)有限公司

昇星速剪有限公司 昇栢通訊 昇馬有限公司

昇通有限公司 昇華文具精品批發行 昇電訊

昇電訊一人有限公司 昉有限公司 昉昉時裝

昊天有限公司 昊天茶文化創意 昊城建材裝飾工程

昊晨娛樂製作 昊晨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昊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昊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昊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昊達旅遊有限公司

昊翰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昌利玩具貿易有限公司 昌明行裝修工程

昌哥飲食 昌哥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昌記

昌記金牌手撕雞 昌記蛋號 昌記糧油雜貨

昌得利傢俬 昌得利傢俬.1 昌盛玉器有限公司

昌盛冰室 昌盛車行 昌盛貿易行

昌盛裝修工程 昌盛餅店 昌盛鏡業

昌隆便利店 昌輝大廈 昌輝麵食店

昌興電業行 昌興翡翠珠寶 昌瓏小食

明日多媒體製作 明日多媒體製作有限公司 明日城科技發展顧問有限公司

明日娛樂澳門有限公司 明月 明月有限公司

明成投資有限公司 明利 明利國際貿易

明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明志商用車零件維修有限公司 明志零件維修

明佳裝修工程 明昇教育中心 明昇教育中心III

明昌飾物 明明 明明 1

明明 2 明明音樂藝術教育中心2 明明藝術音樂學院

明花有主 明亮眼鏡 明亮眼鏡.1

明城小作一人有限公司 明威車行 明建會-澳門

明星百貨公司 明星國際集團美容有限公司 明星藥房

明洞美妝 明家韓國料理 明展髪型設計

明展髮形設計 明師補習中心 明珠殿

明珠麵家 明記 明記小食

明記小食外賣店 明記牛什美食 明記瓜菜店

明記行出口童裝 明記行出口童裝(義字街) 明記行出口童裝(營地街)

明記行出口童裝.1 明記美食 明記海產出入口

明記祥行有限公司 明記粥粉麵 明記電單車行

明記餅店 明記蔬菜店 明記燒味

明記鮮果小食 明記鮮魚 明記雜貨

明基文創教育中心 明堂有限公司.1 明捷汽車服務

明創手工精品 明智冷氣工程 明發汽車用品及文具精品

明發汽車用品文具精品 明發汽車維修中心 明發車行

明發家庭用品 明發超級市場 明嵩工程有限公司

明意 明意一人有限公司 明暉咖啡美食

明煌 明瑛瑜伽健美有限公司 明路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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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鳳貝殼貿易行 明德行 明潼綜合教育中心

明橋葡語教育中心 明橋葡語教育中心 2 明橋葡語教育中心2

明澳 明澳MO 明澳米線小食

明澳米線小食氹仔店 明燈咖啡館 明興汽車修理廠

明興汽車修理廠	 明興車行 明興玻璃裝修鏡業

明興傢私 明興傢俬 明興藝術傢俬公司

明豐燈飾廣場有限公司 明藝眼鏡 明藯有限公司

易匣子科技有限公司 易事達行 易卓服務有限公司

易居科技有限公司 易知文化傳媒 易信科技

易思美容 易施寶(澳門)建材有限公司 易美麗專業美容中心

易動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易接觸 易接觸時裝店

易淘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易通電腦公司 易富燕窩參茸海味

易發 易發珠寶 易買店

易順豐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易搜玩具 易聘科技有限公司

易達快運 易達假期國際旅行社 易德機械工程

易辦妥職業介紹 易購全球(澳門) 易購店

易購店 (彩虹苑服務站) 易購店 下環街 易購店 中富站

易購店 巴掌圍 易購店 竹園圍店 易購店 花城店

易購店 信毅店 易購店 信潔站 易購店 南新店

易購店 建華D鋪 易購店 紅街市店 易購店 美高梅店

易購店 美景店 易購店 俾利喇站 易購店 栢港店

易購店 栢蕙店 易購店 海茵怡居店 易購店 康樂邨

易購店 彩虹苑服務站 易購店 華峰閣店 易購店 新口岸店

易購店 粵華店 易購店 萬暉店 易購店 裕華店

易購店 運順店 易購店 嘉應店 易購店 綠楊店

易購店 廣華店 易購店 廣福祥店 易購店(大豐廣場)

易購店(中富大廈) 易購店(均明閣) 易購店(東慶新邨)

易購店(花城) 易購店(信毅花園) 易購店(信潔花園)

易購店(南新花園) 易購店(紅街市) 易購店(美景花園)

易購店(栢惠商場) 易購店(海天大廈) 易購店(海茵怡居店)

易購店(海景花園) 易購店(彩虹苑服務站) 易購店(添照樓)

易購店(華峰閣) 易購店(業興站) 易購店(粵華廣場)

易購店(萬暉花園) 易購店(裕華大廈) 易購店(裕濠大廈)

易購店(運順站) 易購店(嘉應花園) 易購店(綠楊花園)

易購店(廣華新邨) 易購店(廣福祥花園) 易購店(德群大廈)

易購店二龍喉店 易購店太子花城店 易購店台山街市店

易購店業興站 易購店龍園店 易購商城科技有限公司

易購商城科技有限公司.1 易購商城科技有限公司.2 易購商城科技有限公司.3

易購商城科技有限公司.4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1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2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3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4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5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6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7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8 易購國際有限公司.9 易購超級市場

易寶行貿易有限公司 昔客堡 昔客堡(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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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妍舍 昕宜康養一人有限公司 昕宜康養藥膳養生

杯中物 杰民農產品 杰民農產品(勝和店)

杰民農產品（豪峰店） 杰民農產品(駿盈店)　 杰民農產品一人有限公司

杰民農產品十月初五店 杰民農產品下環店 杰民農產品永添店

杰民農產品建華店 杰民農產品祐漢店 杰民農產品富盈店

杰民農產品筷子基店 杰民農產品群隊店 杰民農產品運順店

杰佩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杰超有限公司 東大門

東大門  羅利老5B 東大門 亞利鴉架 東大門2

東大門服裝 東大門服飾 東大門專業代購及批發

東大門韓國炸雞專門店 東之草髮型屋 東井圓佛會

東方世家珠寶首飾設計有限公司 東方表行 東方表行（澳門）有限公司

東方按摩保健中心 東方紅Ⅱ 東方紅士多

東方紅月按摩 東方紅咖啡麵 東方紅攝影彩色冲印

東方紅攝影彩色沖印 東方晉皇臺管理處 東方海岸物業管理

東方葡萄牙學會 東方電單車行 東方調色汽車漆油中心

東方燒烤美食 東北人飯店 東北手工餃子

東北手工餃子.1 東北風味飯店 東北原味餃子館

東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東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1 東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2

東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3 東成士多 東西藝術廊

東宏精品 東亞（香港）專業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東亞酒店

東京 東京小食館 東京別墅

東京和雯 東京站-暴力熊 東京都

東京廚房 東京潮流特區 東京潮流特區.1

東來堂燉湯之皇 東來堂燉湯之皇小食店 東來順
東昇娛樂及管理集團有限公司(EAST SPA CLUB(東方水療會)) 東昇娛樂及管理集團有限公司(SPA DE CASTELO DE ESTE(東方皇堡水療會所)) 東昇娛樂及管理集團有限公司.1

東昇娛樂及管理集團有限公司.2 東東車行 東東魚枱

東東陽光咖啡美食 東信文教用品 東南車行

東南亞花園櫃AYG039 東南亞特式美食 東南亞貿易行

東咸美頓貿易 東咸美頓貿易有限公司 東星國際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東星國際發展集團有限公司.1 東茂行 東泰行海味貿易

東泰建材裝飾工程 東泰建材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東記冷氣工程

東記豆夫 東記豆夫一人有限公司 東記食店

東國海鮮火鍋城 東望洋大廈 東望洋茶檔

東望洋酒店 東望洋國際管理有限公司 東望洋閣樓咖啡廳

東望洋餅店 東望洋藥房 東喜茶

東港海鮮火鍋飯店 東湖海鮮火鍋酒家 東湖海鮮美食

東湖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東華油站 東華膠輪行

東華櫃TWA 東順廚房設備工程 東源咖啡粉麵

東溢汽車音響 東盟(澳門)金太陽商品貿易 東盟金太陽商品貿易

東誠小食 東道煮 東榮單車行

東漫卡拉OK酒吧有限公司 東廚膳食加工廠 東廚餐飲有限公司

東潁百貨 東橋 東興石油氣行

東興行 東興車行 東興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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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錦佳澤一人有限公司 東龍車行 東瀚管理有限公司

東瀛十八番 東瀛十八番(巴黎人) 東瀛十八番(威尼斯人)

東瀛十八番(威尼斯人店) 東瀛遊旅行社 東瀛遊旅行社(澳門)有限公司

東瀛髮屋 東藝工藝品 東藝傢俬

東齡貿易行 東灃時計博物館有限公司 東權魚枱

松山壹號 松江湖水餃 松果教育中心

松花江水餃1 松花湖 松花湖水餃

松花湖水餃 上海街 松花湖水餃 百老匯 松花湖水餃 威尼斯人

松花湖水餃 新濠天地 松花湖水餃(百老匯店) 松花湖水餃(花城店)

松花湖水餃(新濠天地店) 松花湖水餃店（北京街店） 松花湖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松花湖飲食一人有限公司.1 松柏咖啡 松苑麵家

松栢爐具電器 松栢爐具電器有限公司 松崗時裝

松盛屋 松鼠代收 民安店 松鼠代收 金利達店

松鼠代收 南華店 松鼠代收 南新店 松鼠代收 高士德店

松鼠代收 新馬路店 松鼠代收 萬暉店 松鼠代收 廣福祥店

松鼠代收 蓮峰店 松鼠代收東南亞店 松鼠物流有限公司

松蓉莊 松樹尾停車場 板麵世家

枋村 林子彬 林少玲

林少瑜 林文健-攤販-R/C-034 林文楮

林日泳 林月明 林仔美食

林正芙-的士-24958 林玉梨 林玉梨-攤販-一樓-001

林玉鳳-攤販-地下-020 林仲輝-的士-17925 林兆文

林兆銀 林宇明-的士-22053 林妙容

林志光-的士-13165 林志遠-的士-21585 林沛榮

林沛榮N1759 林秀梅 林秀琴

林佳芳 林卓群 林東強

林林美食外賣店 林林國際諮詢一人有限公司 林炎

林社祥 林社穠 林芳漪

林金鐘-的士-26313 林俊言 林厚津-的士-23938

林春棠 林洪 林娟群

林家達-的士-18070 林家豐-的士-31344 林桂蓮

林祖衡 林記 林記二手電話電腦

林記二手雜貨店 林記生果士多 林記建築工程

林記美食 林記魚欄 林記運輸

林記燒味 林記燒味 分店1 林記燒味 分店2

林記燒味 分店3 林記燒味 分店4 林記燒味專門店一人有限公司

林記鮮果 林財源-的士-21318 林高一人有限公司

林高咖啡及烘焙 林偉文 林偉文-的士-27638

林偉健-的士-24802 林偉雄-的士-26666 林健一-的士-21799

林國全-的士-25310 林國良-的士-11773 林國星-的士-23764

林國強-的士-27360 林國華-的士-31373 林國醒

林國醒-的士-28146 林培養-的士-20595 林婉雯-的士-14796

林彩嬋-攤販-I/46 林淑女 林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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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梅-攤販-N/2767 林傑深飲食 林琳美容中心

林琳美容技術中心 林結棠 林華文-的士-18342

林華基-的士-25840 林暉車行 林煥妹

林瑞意 林群堡-的士-21258 林廖彩萍

林鳳嬋 林儀興 林寬

林毅雄-的士-27685 林輝美容中心 林澤倫-的士-24129

林盧梅娟-攤販-R/C-056 林興隆-核數師-0871 林錦珠-攤販-N/2775

林錦梨-攤販-N/537 林轉合-攤販-N/177 林麗霞-攤販-地下-075

林耀文-的士-17780 林耀新 林耀新-攤販-R/C-040

林觀煖 果之皇 果之悅

果王之家 果匠 果物屋

果品 果籽家 果籽家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果然翁 果然翁 下環店 果然翁食品有限公司

果然翁食品有限公司.1 果然堅貿易有限公司 果然貿易有限公司

果然鮮 果然鮮水果零售及批發 果緣台山店

果緣連勝鏡湖店 果緣雀仔園店 果緣筷子基綠楊店

果緣樂駿盈軒店 果緣優質水果 果緣優質水果有限公司

枝盛運動用品 欣冉投資有限公司 欣妍優化清潔服務及顧問有限公司

欣欣 欣欣貿易行 欣欣髮型屋

欣悅展能藝術工作室 欣悅補習中心 欣悅藝術一人有限公司

欣悦補習中心 欣茵花廊 欣記小食

欣晴(澳門)有限公司 欣賀 欣賀（澳門）服飾一人有限公司

欣勤有限公司 欣葉外賣壽司 欣葉壽司

欣榮紙料行 武一廣潮福粉麵食館 武二廣福潮

武二廣潮福粉麵食館 IV 武二廣潮福粉麵食館(IV) 武三廣潮福粉麺食館

武三廣潮福粉麺食館II 武三廣潮福粉麵食館 武三廣潮福粉麵食館II

武哥潮汕美食 氛圍咖啡 沫鮮

沫鮮(手作茶飲專門店) 沫鮮手作茶飲專門店 沫鮮茶飲店(官也街)

河童食堂有限公司 河圖一人有限公司 河邊新街19Ae

河邊新街19D 河邊新街59F檔 河邊新街門牌183f

河邊新街門牌187 d 河邊新街門牌85B,d 河邊新街停車場

沸青有限公司 油炸兄弟 油然力量

治水靈(澳門)工程有限公司 治癒樹 沾記

沾記雜貨 泇漾生活薈萃 泊淋(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泌樂園 泌樂園美容有限公司 泓昌冷凍食品專門店

泓昌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泓昌凍肉食品專門店 泓昌鮮果店

泓建投資有限公司 泓星貿易有限公司 泓恩素食

泓泰有限公司 泓泰物流有限公司 泓記豬扒包專門店

泓陞汽車服務中心 泓瑞天然物料有限公司 泓瑞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泓睿工程有限公司 泓濤工程 泓濤工程有限公司

法之物語酒業貿易 法之物語酒業貿易有限公司 法利洋服行有限公司

法利貿易有限公司 法利運動 法悅 法式越南菜

法國 歌菲喬 法國文化協會 法國佰得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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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紅酒學會 法國美容院 法國珠寶玉器

法國歌菲喬 法國‧歌菲喬 法國-澳門商會

法旋養生健康美容 法竇 法蘭西美食外賣

法蘭度餐廳一人有限公司 法蘭穆勒 泗合協興

泗合雜貨 泛亞貿易行 泡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泡泡屋有限公司 泡泡瑪特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波力主題咖啡

波士芬蘭浴有限公司 波仔生果 波卡沙律

波布一人有限公司 波波池 波記

波記美食 波堤妮雅集團 波堤妮雅集團有限公司

波雅漢哥古美容中心 波圖咖啡 波爾圖葡國餐

波爾圖葡國餐.1 波爾圖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泥師傅硅藻泥

泥師傅裝修一人有限公司 泳江中藥房 泳江参茸行

泳江參茸行 炊水堂 炎尚體育文化傳媒

炎帝飲食 炎帝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炎記

炎記 美景花園 炎記 黑沙環 炎記 聯薪廣場店1

炎記 聯薪廣場店2 炎記信智 炎記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爬熱工房 爸比龍海南雞冰菓樂 爸打打

爸爸廚房有限公司 牧羊巷興記 牧勤一人有限公司

牧勤教育中心 狗PET PET美容舍 狗PetPet美容舍

狗仔隊寵物店 狗狗王國 狗狗代收

狗狗客棧有限公司 狗狗特宮 狗狗茶

狗狗數碼電玩 狗狗樂園一人有限公司 狗竇工作室

玥夜有限公司 玩具反斗城 玩具王國

玩具城 玩具特區 玩具博士

玩物之鬼 玩樂工房 玫瑰咖啡室

玫瑰店 玫瑰花結 玫瑰時裝

玫瑰園 的士司機 25353 盲俠精品

直覺時裝 知心按摩中心 知名集

知足投資有限公司 知味廚房 知食分子

知樂斯 知藝教育中心 社亮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秉德堂中藥房 空中藝術（澳門）有限公司 空間衣櫥

竺 肥大叔茶餐廳 肥牛火煱

肥牛火煱(半邊檸) 肥牛火煱(半邊檸).1 肥牛火煱(半邊檸).2

肥牛火煱(碼頭大排檔) 肥牛火煱（碼頭大排檔） 肥牛火煱(碼頭大排檔).1

肥牛火鍋（碼頭大排檔） 肥仔小食 肥仔文美食

肥仔車行 肥仔記 肥仔記海產

肥仔康水蟹粥 肥仔強美食 肥仔教美食

肥仔電話維修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肥仔榮 肥仔樂美食

肥仔賢小食 肥皂樂園教育中心 肥佬鬼馬棧

肥佬鬼馬棧有限公司 肥佬雲吞水餃 肥妹仔茶記

肥妹魚檔 肥妹粥品 肥昌小食

肥昌小食(江南) 肥沝澗 肥肥時裝店

肥姨美食 肥姨美食.1 肥珊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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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珊咖啡 肥珊茶餐廳 肥珍菜欄

肥婆士多 肥婆小食 肥婆時裝

肥婆茶館 肥婆粥粉麵 肥野燒烤美食

肥圍咖啡室 肥豬王小食 肥橋汽車服務中心

肥澳 肥澳.1 肥貓廚房

肯尼思酒窖 肯尼思酒窖有限公司 肯尼斯專業攝影

臥龍戰略營銷 舍咖啡 舍意

舍意咖啡室 芘豬 芙格貿易有限公司

芙蓉坊 芝士家居工作室 芝士滷

芝芝時裝 芝柏攝影 芝麻小事有限公司

芝麻開門 芝麻開門工程有限公司 芝樂坊餐廳

芝蘭仕化粧美容中心 芬姨小食 芬迪

芬香世家(澳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芬香世家香精香料 芬記清潔滅蟲一人有限公司

芬記菜店 芬記燒臘 芬動國際(澳門)貿易

芭比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芭比貿易有限公司 芭拉拉

芭芭拉時尚飾品 芭芭拉時裝飾品 芭莎印象

芭莎印象一人有限公司 芭莎印象美容美髮 芭樂芭澳門有限公司

芭樂芭澳門有限公司.2 芭樂芭澳門有限公司.3 芭蕾女伶精品店

芭寶美容護膚中心 芯作 芯欣美容護膚中心

芯欣美容護膚中心.1 芯芯精品 芯芯髮型屋

芯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芯瑜伽教育 芯瑜伽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芯瑜伽教育中心 芯廚小屋 花工坊花店

花之花店 花之城琴行 花之美集綜合髮型屋

花之道浴足 花之誘 花之誘Fleur de KAR

花天使 花天使一人有限公司 花心公子俱樂部

花心思 花心思花藝 花支菓

花水木化妝工作室 花世界窗簾布藝 花生

花禾里外賣專門店 花地瑪 花地瑪的家

花好月圓 花作 花妍坊一人有限公司

花芊薈 花芊薈.1 花姐手工水餃

花姐廚房 花季美學 花果山

花果山士多 花果山食品 花果仙食品.1

花花世界 花雨有限公司 花雨咖啡

花亭手作養生有限公司 花亭花店 花亭花店(德美大廈)

花城 COMEBUY 花城小食亭 花城本家烘焙

花城櫃SFC 花研茶舍 花研葉舍創藝

花研葉舍創藝有限公司 花飛教育中心 花唄美容

花唄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花姬美容護膚中心 花宮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花容月貌 花師奶鍋貼餃子 花師奶鍋貼餃子有限公司

花茜子小吃 花茜子食集 花茵

花酒酒業有限公司 花啦啦有限公司 花掂

花鳥之鮨 花鳥之鮨有限公司 花喵花藝

花寓室 花無椒 花無椒(海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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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無椒氹仔外賣店 花菓山鮮果 花街小食士多

花開咖啡 花園仔 J029 花園仔J.-029

花園仔J-014A 花園咖啡有限公司 花園裏

花媽媽 花媽媽一人有限公司 花意軒

花溪牛肉粉 花溪牛肉粉.1 花痴花藝有限公司

花羨沐嵐 花道葡萄牙餐廰 花道葡萄牙餐廳

花團錦簇 花漾生活百貨 花漾生活百貨有限公司

花語花店 花樣年華 花緣藝術工作室

花緣藝術工作室有限公司 花舖子花坊 花憶

花叢 花叢花店 花曜日

花驊 芳芳貿易 芳芳蔬果士多店

芳記 芳記腸粉 芳堂咖啡

芳婷美容院 芳華文化傳媒 芳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芳華時裝 芷軒教育中心 芸悅手作工作室

虎咬堂 虎將代收 虎媽

表哥飲食有限公司 表嫂美食 表嫂美食(興業大廈)

表嫂美食.1 迎喜一人有限公司 迎興水電維修

迎豐茶餐廳 迎麵館一人有限公司 近早夾包

返魂太一人有限公司 邱比特婚禮宴會統籌 邱本興-的士-14032

邱其仁 邱金興 邱家福

邱家福-攤販-R/C-009 邱健嫦 邱添

邱結芳 邱瑞蘭-攤販-N/2937 邱慧儀

邱麗麗 邵銘言-的士-25823 采芝林健康小食

采威潮流文化有限公司 采蝶坊 采蝶餅屋

金三角美食飯店 金口福美食 金口福美食.1

金口福美食.2 金大支玩具店 金大福珠寶

金山咖啡麵美食 金山凍肉食品 金山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金川咖啡美食 金川精點 金不換美食

金井美髮 金公主珠寶 金公主珠寶有限公司

金六福珠寶 金六福珠寶有限公司 金天國際雪蓮生態保養中心店

金孔雀美容 金孔雀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金日環保車行

金日環保車行有限公司 金月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金氏韓國小吃

金氏韓國快餐 金牛(澳門)貿易 金牛(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金仔美食料理 金仙子美甲 金仙子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金叻沙 金玉滿堂 金玉滿堂 白馬行店

金玉滿堂 河邊新街店 金玉滿堂 南灣大馬路 金玉滿堂白馬行店

金玉滿堂河邊新街店 金玉滿堂南灣大馬路店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

金田食品有限公司.1 金田鞋業 金石商貿有限公司

金禾美食坊 金禾食品 金禾電腦

金印度士多 金印度快餐 金印度美食

金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吉大飲料 金吉大飲料有限公司

金名有限公司 金多娜茶餐廳 金多娜茶餐廳.1

金多娜茶餐廳.2 金多樂茶餐廳 金多樂茶餐廳(中土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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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多樂茶餐廳(海灣南街) 金多樂茶餐廳(興華閣) 金多樂茶餐廳.1

金多寶美食 金好呷 金宇貿易

金庄茶館 金成滬特色店 金池國際有限公司

金百合餅店 金利來餅店 金利食店

金利食店(帝庭軒店) 金利食店(雅廉訪店) 金利食店.1

金利達分店 金利達櫃KML 金利電單車行

金利豐海鮮火鍋飯店 金利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金利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金妍美容護膚中心 金妍美容護膚中心有限公司 金宏車行

金沙中國員工商戶 金沙手信 金沙手信.1

金沙店 金沙河小食 金沙城 COMEBUY

金沙灣物業發展有限公司 金佳樂超級市場 金來峇里小食

金來燒腊鹵味 金來燒臘鹵味 金和咖啡美食

金岸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金怡餅店 金怡餅店.1

金承有限公司 金旺美食中心 金枝魚叶

金波 金泳國際有限公司 金虎手作坊

金門大廈 金亮澳門旅運有限公司 金冠餅店

金城一人有限公司 金城二食店 金城中藥房

金城文具禮品 金城文具禮品有限公司 金城食店

金城衡安 金星小食一人有限公司 金星百貨

金星咖啡餅店 金春明-的士-24520 金泉

金泉酒莊 金泉超級市場 金皇冠中國大酒店
金皇冠中國大酒店(ROOM SERVICE) 金皇冠中國大酒店(自助販賣機) 金皇貿易行

金盈汽車美容 金盈汽車維修中心 金美食

金美璇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金苑投資有限公司 金風沙律

金剛 金家樂 金家樂美食

金峰LED照明 金峰名匯 金峰名鑄

金峰南岸 金峰首飾配件 金峰照明

金庫餐廳 金悅軒海鮮火鍋酒家 金悅軒海鮮城

金悅軒海鮮薈 金悅輝 金時代旅遊有限公司

金桃時裝 金桔利茶點站 金泰時裝

金泰茶餐廳 金泰酒莊貿易行 金泰數碼

金泰數碼.1 金浦有限公司 金浦有限公司.1

金浦有限公司.2 金浩成建設工程 金海山傢俬

金海馬美食 金海馬美食(青州店) 金海馬美食(提督馬路店)

金海馬美食(渡船街店) 金海馬美食(關閘店) 金海馬美食.1

金海馬美食.2 金益 金益棧

金記 金記凍肉食品行 金記粉麵廠

金記童裝百貨 金記雜貨 金記麵食

金馬餅店 金馬輪咖啡有限公司 金剪髮型屋

金堅仔米線 金御膳火鍋美食 金淘

金祥鑫工程有限公司 金船餅店 金莎美容護膚中心

金蛋皇食堂 金蛋堂 金雪梨

金雪梨一人有限公司 金善美百貨 金善美百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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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喜美食 金喜鳳一人有限公司 金富來

金富來燒臘有限公司 金富美食 金富海一人有限公司

金富瑤美食(麵店) 金富輪美食 金景有限公司

金景珠寶 金湖蝶有限公司 金滋美麵館

金焙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金牌老香港茶餐廳 金牌餅店

金牌鴨店 金發油米雜貨 金童玉女house

金華 金華玉器 金華魚欄

金象軒 金越一人有限公司 金越越南牛肉粉

金進發鐘錶珠寶金行 金隆雲南米線 金隆雲南米線渡船街店

金隆雲南米線黑沙環店 金順酒莊 金飯碗

金飯碗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金匯有限公司 金匯海鮮火鍋酒家

金匯海鮮火鍋酒家有限公司 金暉建築工程 金暉茶餐廳

金楓電業行 金楓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金殿堂

金源小食店 金源文具禮品有限公司 金源咖啡美食

金源茶記 金獅餅店 金葉名品店

金葉名品店有限公司 金葉咖啡美食 金葡

金葡手信 金葡咖啡美食 金葡咖啡美食5

金葡餐飲管理 金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金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金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 金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3 金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4

金葡餐飲管理有限公司.5 金裕中藥房 金裕美食

金裕醫藥有限公司 金誠參茸行 金運美食

金運珠寶金行 金運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金達工程有限公司

金達利餐飲投資有限公司 金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金達電單車行

金鈺顏專業美容 金頌有限公司 金像髮型屋

金匱中藥房 金滿美食 金滿軒

金滿堂甜品 金滿御苑 金瑪

金瑪時裝 金碧吧有限公司 金福火鍋城

金福火鍋城有限公司 金福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金福龍葡式牛扒茶餐廳

金維美食 金蒔有限公司 金酷貿易有限公司

金銀島咖啡美食 金銀軒美食 金銀殿佛具精品店

金億五金 金億五金電器 金廚美食

金德建築工程 金德諾清潔服務 金德諾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金撈 金撈茶餐室 金撈餐飲(食品廠)有限公司

金樂 金樂電器一人有限公司 金稻極上壽司

金蓮花手信有限公司 金豬仔食品 金賞茶屋

金輝紀念禮品店 金輝健康科技貿易 金輪文化傳播及投資有限公司

金鋒車行 金樹日本餐 金澤

金澤時裝有限公司 金澳旅運有限公司 金澳旅運機場店

金燕西洋牛油糕 金燕西洋牛油糕葡式食品 金燕西洋牛油糕葡式食品.1

金燕西洋牛油糕葡食品 金膳美食 金諾麗華

金諾麗華大眾超市一人有限公司 金錢樹卡拉OK酒吧有限公司 金霖水果專賣店

金龍美食閣 金龍凍肉 金龍軒

金龍酒店(澳門)有限公司 金龍電器超級市場 金龍電器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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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龍燈飾建材衛浴有限公司 金濠海鲜火鍋飯店 金濠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金濠漢堡(澳門)食品有限公司 金濠漢堡(澳門)食品有限公司.1 金環美食

金禧咖喱 金禧南洋華人美食 金禧燒烤

金駿行 金駿行投資發展公司 金駿汽車有限公司

金駿珠寶有限公司 金鴻車行 金簪珠寶

金豐川辣 金豐汽車一人有限公司 金豐咖啡美食

金豐春風美食 金豐美食 金豐茶室

金雞 金雞(氹仔店) 金鵝

金鵝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金瀧船茶餐廳 金寶來酒店

金寶珠寶金行 金寶電器 金蘋果一人有限公司

金蘋果一人有限公司.1 金屬24健身會 金櫻小食店

金譽茶餐廳 金譽飲食有限公司 金露酒業

金鷹咖啡室 金灣東北菜館 金灣賓館

金鑽咖啡葡國餐 長弓秀吉 長弓秀吉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長加一人有限公司 長永盛有限公司 長永盛有限公司.1

長永盛有限公司.2 長永盛有限公司.3 長白山菜館

長江車業 長江美食 長江旅行社

長江餅店 長沙小吃 長泓國際(自由咖啡)

長泓國際實業食品加工廠 長城燒烤餐飲有限公司 長建國際有限公司

長春按摩 長春閣中葯行有限公司 長春閣中藥房

長春藤教學輔助中心 長洲愛群集團有限公司 長洲糯米糍

長盈汽車音響貿易行 長虹裝修材料行 長崎日式料理

長途驛站 長野 長野料理

長勝快餐 長勝粥粉 長勝腸粉

長發水電冷氣工程 長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長溢食品有限公司

長溢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長溢國際實業有限公司.1 長壽齋

長壽齋小食 長樂工程 長興地產

長興冷氣工程 長興汽車服務中心 長興國際旅行社

長興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長興魚欄 長龍美食

長豐工程 長鑫有限公司 阿B小食

阿B仔 阿B仔台灣麻辣便當 阿SAM監制

阿SAM雞蛋仔 阿V澳門工作室 阿V澳門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阿一 阿一火鍋(東湖)酒家 阿一美食

阿一菜園 阿一鮑魚酒樓 阿二腸粉

阿三靚翅飯店 阿升咖喱 阿包

阿弗仕有限公司 阿多媽優質生活百貨 阿宅寵物美容

阿志麺家 阿志麵家 阿杏飯團

阿杏飯團(恆基) 阿杏飯糰 阿里郎韓國燒烤

阿里淘寶代收 阿里速遞 阿里速遞有限公司

阿來2泰國小食 阿來泰式麵食 阿來泰國小食

阿來賤賤泰式外賣店 阿來賤賤泰式外賣店.1 阿宗麵線

阿念魚枱 阿拉丁 阿拉丁烤肉

阿拉丁數碼王國 阿爸小厨 阿爸小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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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肥車仔麵 阿虎打檸 阿虎打檸一人有限公司

阿姨廚房有限公司 阿倍野章魚燒屋 阿根廷美食

阿高斯(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阿高斯一人有限公司 阿婆出品

阿曼諾葡國餐 阿細冒菜 阿溪沙體育康樂文化協會

阿嫲米線 阿漢閩南小吃 阿漢閩南小食

阿爾法教育中心 阿維斯咖啡 阿維斯咖啡　二龍喉店

阿維斯咖啡　姑娘街店 阿維斯咖啡　南灣店 阿維斯咖啡 海富店

阿維斯咖啡　海富店 阿維斯咖啡　博覽會 阿維斯咖啡　賈伯樂店

阿維斯咖啡 樂活周末 阿維斯咖啡　盧九店 阿維斯咖啡　鏡湖店

阿慕施美容 阿窮有限公司 阿窮撈汁海鮮

阿魯阿淘網上代購 阿橙火鍋 阿頹

雨婷美髮中心 青末 一啡 青州灶記咖啡

青年國際旅遊 青年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青年貿易批發零售

青沐教育中心 青亭文化有限公司 青泉樓停車場

青洲灶記咖啡 青洲林記 青洲劉記美食

青洲劉記美食一人有限公司 青草地 青草地.1

青草地精品店 青魚有限公司 青雲裝飾工程

青溪包裝貿易行 青葉食品 青葉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青翠小食士多 青翠偉興小食店 青翠樓停車場

青翠櫃CCH 青豪美髮美容 青蔥大廈停車場

非凡小食 非凡小食 三盞燈門市 非凡小食 永樂店

非凡小食 花城門市 非凡小食 保利達門市 非凡小食 信和門市

非凡小食 美景門市 非凡小食 埃武拉門市 非凡小食 國華門市

非凡小食 裕華門市 非凡小食 樂駿盈門市 非凡小食（三盞燈店）

非凡小食（永樂店） 非凡小食（花城店） 非凡小食（保利達店）

非凡小食（信和店） 非凡小食（美景店） 非凡小食（埃武拉店）

非凡小食(海濱店) 非凡小食（國華店） 非凡小食（裕華店）

非凡小食（樂駿盈店） 非凡電訊 非凡電訊有限公司

非凡電訊有限公司.1 非凡電訊有限公司.2 非白咖啡

非洲村 非常出口 非常婚禮有限公司

亭一亭蔬食 亭一亭蔬食外賣店 亮生有限公司

亮泰隆貿易行 亮健康美容 亮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亮健康美容館 亮健體顧問服務 亮達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亮點文化 亮點服飾 亮點國際清潔

亮點國際清潔有限公司 亮點視力 亮點視力2

侯明鎖類五金 侯健澤 侯達俊-的士-26834

侯錫俊 侯錫俊-的士-20691 便民(仁慈堂店)

便民(威尼斯人店) 便民WELLNESS 光輝店 便民WELLNESS 江南店

便民Wellness(光輝店) 便民WELLNESS賽馬會店 便民大藥房VIII(關閘店)

便民集團 光輝店 便民集團 南新店 便民集團 栢蕙店

便民集團 海名居店 便民集團 黑沙環店 便民集團 盧苑店

便民數碼 便民館 便民館一人有限公司

便民藥房 三盞燈店 便民藥房 花城店 便民藥房 威尼斯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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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藥房 噴水池店 便民藥房(三盞燈店) 便民藥房(仁慈堂店)

便民藥房(光輝店) 便民藥房(花城店) 便民藥房(南新店)

便民藥房(建興龍店) 便民藥房(柏蕙店) 便民藥房(海名居店)

便民藥房(黑沙環店) 便民藥房(盧苑店) 便民藥房(關閘店)

便民藥房I(噴水池店) 便利店有限公司 便捷新時代

便靚正 俊天工程 俊思澳門有限公司

俊盈行有限公司 俊英教育中心I 俊英教育中心II

俊英補習中心II	 俊記裝修冷氣工程 俊記裝修冷氣水電工程

俊軒酒業 俊發行 俊發體育用品

俊發體育用品(板樟堂街17號) 俊發體育用品(板樟堂街27號) 俊榮咖啡美食

俊龍禮品有限公司 俊豐金行 俏巴黎時裝有限公司

俏年華 俏年華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俏佳人美容中心

俏佳人美容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俏佳人時裝店 俏兒時裝

俏綠坊菜園 俏儷(沛柔)專業美容 俏儷（沛柔）專業美容中心

俏儷(沛柔)專業美容中心 俐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俐儷徠時裝

俐儷徠時裝有限公司 保力投資有限公司 保生中藥房

保光視力 保成豐有限公司.1 保成豐有限公司.2

保利達分店 保利達超級市場 保利達櫃PLC

保叔美食 保活力顧問 保記粥麵

保記粥麵.1 保健牛奶公司2 保康藥房

保視眼鏡 保寧商業投資有限公司 保寧商業投資有限公司.1

保寧商業投資有限公司.2 保寧藥房 保寧藥房 (第二分店)

保寧藥房 第二分店 保寧藥房(第一分店) 保寧藥房(第二分店)

保寧藥房第一分店 保寧藥房第二分店 保髮軒

保髮軒 保利達花園店 保髮軒 威龍花園店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俞紅燕 俞紅燕-攤販-N/2523 信(王育萍)

信(王殊林) 信(王曉明) 信(古家俊)

信(甘良秋) 信(吳春賢) 信(李志光)

信(李炎標) 信(亞哥士度) 信(周世華)

信(林文作) 信(林卓雄) 信(邵慶津)

信(施艷虹) 信(洪志和) 信(高錦斌)

信(梁兆培) 信(梁社滿) 信(梁家明)

信(梁萬華) 信(郭福明) 信(陳志文)

信(陳奇) 信(陳金松) 信(陳計生)

信(陳家傑) 信(陳健輝) 信(陳善財)

信(陳朝光) 信(曾健東) 信(雲鷚)

信(馮志堅) 信(黃銳斌) 信(雷家文)

信(廖煥欣) 信(劉宗榮) 信(劉致宏)

信(劉國倫) 信(歐陽杯) 信(歐陽富佳)

信(蔡兆基) 信(鄭桂堂) 信(鄭國新)

信(鄭鴻偉) 信(謝佑生) 信(譚偉洋)

信(譚耀華) 信(關志權) 信(蘇國雄)

信心藥房 信心藥房(回力分店) 信永恆鑽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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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印名門時尚婚紗攝影 信成名錶維修站 信利汽車服務中心

信和行參茸燕窩海味 信和科技有限公司 信怡汽車服務

信昇藥房 信昌參茸海味一人有限公司 信昌蔘茸海味

信威冷氣工程行 信柏藥房 信泰富工程

信泰富工程及顧問 信泰富工程及顧問有限公司 信益小食

信益體育用品 信託數碼攝影 信記

信域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信基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信捷貿易

信富廣告製作室 信富廣告製作商 信智美食

信智美食 三盞燈店 信智美食 南灣店 信智美食 關閘店

信智美食(永利大廈) 信智美食(信智花園) 信智美食(南灣店)

信智美食(羅利老) 信智美食(關閘店) 信智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信智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信發鹹魚海味 信隆貿易行

信源藥房 信瑜集團有限公司 信誠保健坊(大三巴分店)

信誠參茸行 信誠裝修工程 信誠藥房

信誠藥房(大三巴分店) 信誠藥房（大三巴分店） 信誠藥房(葡京分店)

信誠藥房（葡京分店） 信達物流有限公司 信達號洋行有限公司

信達號洋行有限公司.4 信達電訊 信達廣場第一座A座

信達廣場第一座B座 信達廣場第三座A座 信達廣場第三座B座

信榮傢俬裝飾工程 信綽貿易 信綽貿易有限公司

信億建築工程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澳門) 信德中藥房

信德物業及設施管理 信數位藝術設計及製作有限公司 信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信輝電業 信興電器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信譽名門物業管理

信譽名門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譽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冒菜小棧

冒菜小棧大碼頭店 冒菜小棧泉亮店 冒險王國（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冠一廚房 冠軍體育用品專門店 冠哥燒味

冠栢物流有限公司 冠華小食 冠華行

冠豐冷凍食品店 前進教育中心 前進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前衛集團有限公司 前衛電訊 勁士頓工程

勁松食品廠 勇記貿易行 南

南天(馬慶康)咖啡室 南天﹝馬慶康咖啡﹞ 南方凍肉

南方凍肉(祐漢) 南方凍肉(義字街) 南方凍肉進出口一人有限公司

南北麵點小廚 南瓜車婚禮佈置 南光MART

南光北安油站 南光氹仔油站 南光谷豐配送有限公司.1

南光谷豐配送有限公司.2 南光物流有限公司 南光花地瑪油站

南光實業有限公司 南光蓮花油站 南光濠江油站

南光聯發行有限公司 南光聯發行金海山店 南光聯發行祐漢華大店

南光聯發行筷子基總店 南百超市有限公司 南利

南昌士多 南昌服裝衣料 南昌食店

南昌菜行 南昌貿易行 南昌雜貨

南亭 南屏雅敘 南洋小食

南洋咖啡 南洋碼頭餐飲文化 南洋碼頭餐飲文化有限公司

南美足球有限公司 南泰貿易行 南海印刷廠

南記 南記小食 南記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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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記家禽 南記雞鴨店 南國工程有限公司

南國桃園燒味 南焉花里 南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南湖明月 南華行 南華油站

南華美式貨場 南華美式貨場.1 南華貿易

南華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南華駕駛學校 南新髮廊

南粵鮮活商品批發 南慧閣飯店 南澳均記小食

南嶺小食 南灣和記海鮮飯店 南灣商業中心店 EXCEL

南灣壹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厘米婚禮 厘米攝影

厘米攝影一人有限公司 厚力海味 厚多士8小食

厚乳茶房 厚乳茶房一人有限公司 咩

咩MEA 咪走雞鹽水雞 咪走寶百貨網購有限公司

品一水果批發 品一水果批發有限公司 品一超級市場

品台灣菜館 品台灣菜館.1 品田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品味·生活館 品味一生有限公司 品味生活一人有限公司

品味生活館 品味‧生活館 品味私房烘培

品味私房烘焙 品味風景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品味軒美食

品味數碼 品味數碼有限公司 品咖啡有限公司

品尚 品舍 品芳餅家

品飯團·三文治 品源 品粵

品粵軒 品誠貿易行 品糖軒

品糖軒甜品美食店 品鮮超級巿場有限公司 品鮮超級市場

品鮮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品鮮優質冷凍食品 哇時尚

哈比 哈比廊電單車 哈比夢幻樂園

哈利零件中心 哈佬創作 哈哈韓國化妝品

哈哈韓國化妝品批發 哈帝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哈娜瑜伽工作室

哈娜瑜珈舞蹈藝術一人有限公司 哈娜藝術教育中心 哈爾濱水餃

哈螺 哈羅督課中心 哞熹哞熹

型(澳門)機電工程 型(澳門)機電工程材料行 型牛

型有限公司 型風 型悅服飾一人有限公司

型格一人有限公司 型格教育中心 型格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型造坊 型聚健身顧問有限公司 垚窑雞

城大 GB店 Utech 城中站 城中站一人有限公司

城巿時裝 城市大學自助機 城市女孩

城市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之家傢俬有限公司 城市之家傢俬家飾

城市文化創意傳播 城市咖啡(澳門大三巴店) 城市咖啡,澳門大三巴店

城市咖啡澳門大三巴店 城市空間室內設計 城市空間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城市便剪 城市美食 城市時裝

城市通電訊 城市藥行 城市藥房

城市藥業有限公司 城角 城堡紅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城發鮮魚店 奕天堂 奕荈茶葉有限公司

奕彩 奕陽貿易有限公司 姚志強-的士-23737

姚招治 姚招治-攤販-N/455 姚姚酸菜魚

姚記 姚健銀-的士-19439 姚啟輝-的士-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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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翠嬋 姚寶珠詩蔓美容店 姚寶寶美的世界

姜賚國際(澳門) 姫玥日式美研 姻緣一線牽
姻緣一線牽婚姻介紹所一人有限公司 姿姿塑形美容中心 姿娜國際美顏堂

姿娜國際美顏堂(一樓N至O舖) 姿娜國際美顏堂.1 姿髪術

姿髮術 姿韻美容 姿麗堂專業美容

姿麗堂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1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2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3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4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5 威士汀專業洗衣店有限公司.6 威士行有限公司

威士利文化有限公司 威士崎 威士得貿易有限公司

威尼斯1店 威尼斯人分店 威如行

威明洋酒(澳門)有限公司 威明洋酒有限公司 威明美食

威信皮鞋專門店 威信發燒音響 威信電子部件

威信電子部件一人有限公司 威哥小食 威浚咖啡澳門有限公司

威記 威記牛什小食 威記車行

威記美食 威記雜架店 威馬行

威健（澳門）有限公司 威彩塗料有限公司 威通生活產品

威通租賃服務有限公司 威揚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威發行

威華旅遊有限公司 威廉咖啡室 威達車行

威達建築裝修 威達儀器 威達儀器有限公司

威達儀器第1分店 威爾(百達花園第1座) 威爾(利高大廈)

威爾(利富大廈) 威爾(怡山閣) 威爾(怡海閣)

威爾(怡景臺花園大廈) 威爾(金利達花園第1座) 威爾(金利達花園第2座)

威爾(金利達花園第3座) 威爾(金利達花園第4座) 威爾(金賢閣)

威爾(長江花園) 威爾(保利達花園第1座) 威爾(保利達花園第2座)

威爾(保利達花園第3座) 威爾(保利達花園第4座) 威爾(保利達花園第5座)

威爾(保利達花園第6座) 威爾(南岸花園第3座) 威爾(南貴花園第2座)

威爾(南新花園-停車場) 威爾(南新花園第1座) 威爾(南新花園第2座)

威爾(南新花園第3座) 威爾(南新花園第4座) 威爾(南新花園第5座)

威爾(南新花園第6座) 威爾(恆基花園第3座) 威爾(泉鸿花園-福苑)

威爾(美景花園-停車場) 威爾(美景花園第1座) 威爾(美景花園第2座)

威爾(美景花園第3座) 威爾(美景花園第4座) 威爾(美景花園第5座)

威爾(美景花園第6座) 威爾(美景花園第7座) 威爾(凱旋居-怡景台)

威爾(凱旋居-翠景台) 威爾(滙景花園第1座) 威爾(滙景花園第2座)

威爾(滙景花園第3座) 威爾(萬鴻新邨) 威爾(樂駿盈軒第1座)

威爾(樂駿盈軒第2座) 威裳時裝 威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威廣旅行社(澳門)有限公司 威龍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威龍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娃拉拉有限公司 娃娃世界 娃娃媽時裝

娃娃優質水果店 客滿點心 客潮泰式創意料理

宣道堂 屋企 屋企美食有限公司

屋企寵物美容渡假中心有限公司 屋宇管理.海洋工業中心一期 屋宇管理.海洋工業中心二期

屋里炸雞一人有限公司 屋裡炸雞 巷仔冰室

巷仔冰室有限公司 巷仔記咖啡麵食 巷仔腸粉

帝仁樓餐飲有限公司 帝比卡一人有限公司 帝邦金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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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皇海鮮 帝皇海鮮有限公司 帝皇樓

帝國酒窖有限公司 帝湖水療休閒會所 帝豪珠寶金行

帝豪傢俬 帝銀 帝銀貴金屬有限公司

帝銀貴金屬有限公司.1 帝銀錢幣有限公司 帝濠軒

帝濠軒 II 帝濠軒II 帝濠酒店

帝濠傢私 帥鍋 帥鍋火鍋

度思製作有限公司 建一貿易行 建大酒業

建生汽車有限公司 建安五金鎖類 建成洋服

建昌盛海味有限公司 建恆車行 建映美容院

建英洋行 建家投資有限公司 建國車行膠輪電池

建基裝修工程 建桻投資有限公司 建通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建富車行 建富美食 建華五金

建華本家烘焙 建華米行 建華美食中心

建華新村店 建華新村豬骨煲美食 建華影印中心

建華燒味 建新傢私 建新傢俬

建暉歐化傢私中心 建業建築材料 建業香紙行

建業貿易行 建業電器 建誠汽車服務中心

建達國際貿易公司 建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建豪室內外裝飾工程

建輝歐化傢俬中心 建澳工程有限公司 建興隆通訊

弈圍棋教室 弈圍棋教室有限公司 彥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彥時裝有限公司 彥基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後巷

後巷22 後巷小食 後巷小食(永順軒店)

後巷小食(夜呣斜巷店) 後巷小食(岡頂店) 後巷小食(珍珠閣店)

後巷小食.1 後巷藝術工作室 後巷藝術工作室有限公司

思.設計 思.設計新媒體設計廣告工作室 思伙煮意

思有限公司 思言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思言教育中心

思泓美甲美容 思泓美甲美容一人有公司 思泓美甲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思空間 思思專業智能 思思專業智能美膚

思思專業智能美膚中心 思恆一人有限公司 思恆美容中心

思恒美容中心 思家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思悅一人有限公司

思草堂養髮店 思婕專業美甲美睫有限公司 思捷集團有限公司

思捷電腦 思甜餅店 思甜餅店(沙梨頭店)

思博補習中心II 思斯飾品屋 思琳美容

思策數據科技有限公司 思華創意(澳門)有限公司 思華創意(澳門)有限公司.1

思進教育中心 思進督課補習中心 思進督課補習中心II

思意女仕用品 思意女仕用品專門店 思達資訊物流

思幕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思綠惠斯有限公司 思齊一人有限公司

思潔一人有限公司 思潮娛樂及製作策劃 思潮娛樂製作策劃

思藝燈光音響 恆升車行 恆友 國際中心店

恆友小食 恆友小食.1 恆友小食大堂

恆友小食-大堂巷 恆友小食官也街 恆友小食-官也街

恆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恆宇水電冷氣裝修工程 恆宇超市

恆安花藝設計 恆利玩具 恆利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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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志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恆昇美食 恆昇酒業

恆昇酒業貿易 恆昇藥房 恆昇藥房II

恆昌咖啡麵食 恆昌食品 恆昌珠寶金飾行

恆信文具行 恆冠車業 恆星NFTCG

恆星廣告一人有限公司 恆星數碼沖印 恆星數碼沖印.1

恆悅美容美甲中心 恆海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恆基五金建材

恆基歐化傢俬廣場 恆基蔬菜雜貨店 恆通電訊

恆創設計 恆景職業介紹所 恆發通訊

恆發裝修工程 恆發餅屋 恆發餐飲管理

恆發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恆隆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恆順超級市場

恆業汽車保養中心 恆萬力集團 恆萬力集團有限公司

恆誠電器有限公司 恆達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恆達攝影沖印公司

恆豐車行 恆豐美食 恆豐通訊

恆豐貿易行 恆豐蔘茸行 恆豐駕駛學校

恒大裝修工程 恒友 恒友小食

恒友快剪髮型屋 恒友快剪髮型屋.1 恒利五金

恒利玩具 恒利貿易行 恒和五金電業

恒昇美食 恒昇酒業貿易 恒昌咖啡麵食

恒昌家電維修中心 恒信教育中心 恒威餐飲

恒威餐飲有限公司 恒星有限公司 恒星策劃有限公司

恒星數碼 恒星數碼沖印 恒星數碼沖印 台山店

恒星數碼沖印 氹仔店 恒星數碼沖印 紅街市 恒星數碼沖印 黑沙環

恒春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恒美物業.物業(線下) 恒美物業.聚賢雅苑(線下)

恒美雲集一人有限公司 恒恩汽車服務中心 恒悅美容美甲中心

恒晉車行 恒益 恒益食材餐飲有限公司

恒盛廣告製作 恒發行 恒發參茸行

恒發體育用品 恒發體育用品(成昌大廈) 恒逹車行

恒順超級市場 恒順超級市場.1 恒順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恒萬車行 恒達裝修工程 恒達攝影沖印公司

恒鼎(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恒鼎(澳門)一人有限公司.1 恒燃廚具設備

恒豐行(澳門) 恒豐行MJ4982 恒豐行MK9560

恒豐行ML7248 恒豐行MM2726 恒豐行MN5821

恒豐行MT9448 恒豐行MX8819 恒豐行MX9303

恒豐行MY1663 恒豐美食 恒豐食品MP9058

恒豐食品MR6607 恒豐食品MR9040 恒豐食品MS6542

恒豐食品MT1426 恒豐食品MU2854 恒豐食品MY2120

恒豐食品廠有限公司 恒豐電業有限公司 恒豐駕駛學校

恤髪型屋 恰恰上海小籠包 恰迷紅茶專家

括達車行貿易行 拼豆屋 拼野文化有限公司

拼圖玩具 拾月 拾月韓式小食

拾伍號單車 拾伍號運動用品 拾叁月有限公司

拾茶 拾茶飲品有限公司 拾壹女士有限公司

拾壹時裝 拾富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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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號工作室 拾號珠寶 拾廚

拾營養補充品 拾點咖啡 拾點咖啡食品

拾點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指南科技有限公司 指南針創作劇團

指研舍美甲美容有限公司 指藝坊 挑剔角落有限公司

挑戰者 挑戰者 葡京人 挑戰者(澳門)有限公司

挑戰者澳門 MGM COTAI 挑戰者澳門 世紀豪庭 挑戰者澳門 百老匯

挑戰者澳門 金沙城 挑戰者澳門 信達廣場1 挑戰者澳門 信達廣場2

挑戰者澳門 威尼斯人 挑戰者澳門 銀河店 挑戰者澳門(倫敦人)

挑戰者澳門(新八佰伴) 政林有限公司 政英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施俊烈-的士-17568 施美玲 施美麗

施美麗-攤販-N/138 施家飯掂 施恩咖啡

施恩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施恩咖啡一人有限公司.1 施振福-的士-20542

施棉棉 施棉棉-攤販-N/2921 施華洛世奇澳門有限公司

施雅玲 施諾信餐飲 施諾信餐飲及零售管理有限公司

施燦前 施燦前-攤販-N/9 施藝教育中心

施麗君律師 施艷虹-的士-24340 星月娛樂有限公司

星火教育有限公司 星王國際旅遊 星王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星王貿易 星光市場 星光書店

星光書店 大炮台7號 星光書店大炮台3號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星光珠寶玉器金行 星光電訊有限公司 星宇補習中心

星辰大海 星辰車業 星辰咖啡館

星辰舞蹈有限公司 星卓玥娛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星夜吧

星延建材有限公司 星昊貿易有限公司 星河人力資源服務

星河咖啡店 星威旅行社 星星代收

星星數碼 星泉電器貿易行 星皇科技有限公司

星美海購 星悅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星時形象服務

星浩汽車服務中心 星海产超市 星海茶餐室

星海產超市 星海琴行 星級廚

星級廚房 星級髮型 星級醫學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星級醫學美容中心有限公司.1 星記油雞飯 星記食館

星記食館.1 星記海鮮貿易行 星域廣告禮品

星晨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星淘代收 星淘代收大興街分店

星淘代收司打口分店 星淘代收祐漢泉碧分店 星淘代收媽閣分店

星淘代收筷子基分店 星淘快運 星淘物流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星球工坊 星富有限公司 星期九燒烤吧

星期九燒烤坊 星港餐飲有限公司 星港餐飲有限公司.1

星琪 星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星華清潔電腦洗車中心

星華貿易有限公司 星華雜貨 星萍雜貨

星象工作室 星象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星雅廊髮社

星匯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星暉電訊 星滙嬰童用品店

星置翡翠珠寶行 星運來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星運廣告製作策劃有限公司

星塵敘有限公司 星際旅遊 星際旅遊有限公司

星際酒店有限公司 星廚 星廚咖啡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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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樂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星潤工業 星潤工業一人有限公司

星澄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星蝶身心靈工作室 星輝旅運

星澳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星熹藝術工作室有限公司 星穎影音科技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星爍文化有限公司 星羅棋布創意文化一人有限公司 星藝門娛樂綜合製作

星藝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星願咖啡 星願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星願廣告 星耀美妝 星騰商業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星躍音樂藝術培訓中心 星顯照亮美食 映月

映月 TWO MOONS 映匠 映流影像工作室

映廚 映釀 春天

春天生猛海鮮超市 春日本鋪 春日本鋪一人有限公司

春田 春田小賣部 春田花花

春田蔬食沙拉 春田蔬食沙拉有限公司 春村炸雞

春來美食 春映花藝 春秋火鍋

春紀酸辣粉 春風三月 春夏秋冬海鮮火鍋

春夏秋冬海鮮火鍋.1 春茗有限公司 春記酸辣粉

春陽茶事 昭日旅遊有限公司 昭日旅遊有限公司(美居)

昭日旅遊有限公司(鳳凰臺) 昭日旅遊有限公司.1 昭藝眼鏡

是日烘焙. 咖啡 是日烘焙·咖啡 是日烘焙咖啡

是旦小食 是旦小食有限公司 架2髮型

柏日式居食屋 柏臣汽車服務中心 柏臣貿易行

柏克有限公司 柏利星娛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柏利梳化裝修工程

柏亞有限公司 柏奇寵物用品 柏林娛樂一人有限公司

柏施一人有限公司 柏倫甜品水果 連勝店 柏倫甜品水果主教巷店

柏倫甜品水果店 柏倫甜品水果東望洋店 柏泰

柏斯迪(澳門) 柏斯迪(澳門)有限公司 柏斯迪培訓教育中心

柏翔有限公司 柏華設計裝修 柏匯物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柏業有限公司 柏蒂.溫妮達 柏嘉時裝

柏圖教育中心 柏圖教育有限公司 柏圖教育有限公司.1

柏樹灣美食 柏濤培訓及資源策劃有限公司 柏藝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柏藝演奏文化藝術 柏藝演奏文化藝術學院有限公司 柑仔之手作芋圓

柑仔店 查理斯通咖啡 查理斯通咖啡有限公司

查理斯獸醫診所 柯文麗 柯文麗-攤販-N/2023

柯清煌 柯惠儀-攤販-R/C-057 柳州婆小食

柳州螺螄粉 柳志輝-的士-26891 泉少居

泉亮電業行 泉泰 泉記冷氣工程

泉記車行 泉記咖啡美食 泉記魚枱

泉記魚欄 泉記喳咋 泉記電單車行

泉記燒味外賣 泉記鮮果士多 泉碧一人有限公司

泉福時裝 泉豐藥房 泉豐虊房

洄廚房 洄廚房有限公司 洋孚行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洋紫荊 洋紫荊有限公司 洗之達人

洗車易 洛力工程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洛神外賣小食

洛神貿易行 洛雅商貿有限公司 洛奧教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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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詩高端皮膚管理 洛維納有限公司 洝妮有限公司

洝妮美容中心 洞庭湖湘菜館 洢浠時裝

津味車仔麵 津喬普洱(澳門) 津橋國際教育中心

津橋國際教育中心澳門 洦樂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洪七公

洪七公小食店 洪光耀-的士-28367 洪利工程

洪利好 洪志龍美食有限公司 洪欣咖啡小食

洪波-的士-24560 洪威車行 洪祖摺

洪記 洪記 花園仔 J028 洪記小食

洪記水產鮮魚 洪記車行 洪梅芬

洪梅芬-攤販-N/223 洪梨好 洪淑燕

洪淑燕-攤販-N/2236 洪陶海產配送 洪暉建築材料

洪劍僑-的士-23285 洪館控股有限公司 洪館餐廳

洪馨椰子 洲際水果 洲際集團有限公司

洺鴻機電工程 洺鴻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活力文化書店

活力旅行社 活力旅行社有限公司 活士美食

活士美食管理有限公司 活加有限公司 活字文化有限公司
活自在室內設計及空間策劃有限公司 活能服飾 活能服飾(容盧大廈)

活能服飾(黃金商場) 活能服飾.1 洽群錡鋒有限公司

派克 派克(皇朝店) 派咖啡

派普一人有限公司 派對寶貝 派對寶貝有限公司

派藝烘焙教育中心 流光古頌 流光古頌一人有限公司

流行時裝 流行資訊書報店 流星花園

流動髪型 浄月潭美容美體有限公司 炫昌娛樂

炫昌娛樂文化製作 炫昌娛樂文化製作有限公司 炭一炭

炭一炭有限公司 炭燒啡 炭燒超人

炮爺 炯炯飲食有限公司 炳記建築材料

炳記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炳記電器 炳記蔬菜

炳記雜貨 炳翰(澳門)企業有限公司 炸匠

炸串串 炸串達人 炸串漢堡

炸炸帝 炸蛋小食 炸遍工房

炸魂III 炸雞之家 炸藝

点心 為食 為食Express

為食王小廚 為食妹 為食妹(氹仔店)

為食豬美食 為食貓 為食餐飲有限公司

為食龍餐飲有限公司 為食寶 為真美髮美容中心

為愛美感 為樂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玲星教育中心

玲星藝術舞蹈工作室 玲玲服裝LT 玲玲護膚纖體中心

玲美有限公司 玲瓏(澳門)有限公司 玲瓏公主

玲瓏公主(水果&小食屋) 玲瓏公主水果小食 玲瓏公主水果小食屋

珀思教育中心 珈匯咖啡有限公司 珈藍上品貿易有限公司

珊 珊	 珊姐海鮮魚枱

珊珊行 珍玉閣 珍好味

珍味堂 珍呷花甲粉 珍妮時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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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閣 珍妮閣美容健美院 珍姐菜檔

珍果園 珍珍牛雜 珍珍美之食

珍珍參茸海味行 珍珍電器五金 珍珍精品花店

珍珍燒臘外賣店 珍美內衣專門店 珍美味

珍珠皇宮印度美食 珍珠港首飾珠寶 珍珠館咖啡

珍記美食 珍軒鼎福韵 珍煮丹

珍煮丹 濠尚 珍點心 珍寶大王飲食國際有限公司

珍寶大王飲食國際有限公司.1 珍寶大王飲食國際有限公司.2 珍寶小食

珍寶好利是 珍寶好利是咖啡小食 珍寶美食

珍寶閣 珍寶豬 皇子冰室

皇子美食 皇子珠寶 皇子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皇太子粥粉麵食 皇氏有限公司 皇后美容中心

皇后美容中心 氹仔店 皇后美容中心 塔石店 皇后美容中心美副將店

皇廷閣 皇秀宮 皇秀宮集團

皇秀宮集團有限公司 皇者汽車美容維修中心 皇者數碼一人有限公司

皇冠(呂宋芒)澳門專門店 皇冠小館 皇冠呂宋芒澳門專門店

皇冠時計 皇冠電訊有限公司 皇冠電訊有限公司(高士德)

皇冠燕窩 皇室(奧特萊斯)手信 皇室美容中心

皇室專業纖體美容有限公司 皇室眼鏡 皇室電訊有限公司

皇室養生館 皇室鐘錶珠寶 皇室鐘錶珠寶.1

皇炸炸串簡甜 皇家果園 皇家金堡酒店

皇家金堡酒店有限公司 皇家珠寶鐘錶百貨 皇家酒窖

皇家設計裝修工作室 皇家葡萄餚 皇家禮品

皇家獸醫中心 皇家獸醫中心有限公司 皇庭海景酒店

皇族有限公司 皇族建材工程 皇都美容

皇都美容有限公司 皇都酒店 皇婷化粧批發社

皇婷化粧批發社有限公司 皇朝2派克 皇朝一樓火鍋

皇朝大碗麵 皇朝小廚 皇朝車行

皇朝協成海鮮火鍋 皇朝咖喱小食 皇朝按摩中心

皇朝傢俬燈飾廣場澳門有限公司 皇朝電業行 皇朝標準駕駛學校

皇朝靜水療 皇朝疊記美食 皇朝疊記美食有限公司

皇朝疊記美食有限公司.1 皇視眼鏡公司 皇視眼鏡有限公司

皇廚 皇權外港碼頭場所 皇權澳門港口免稅店股份有限公司

盈升 盈升一人有限公司 盈正有限公司

盈生活用品 盈‧生活雜貨 盈申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盈安視光學中心 盈妍美專業美容 盈妍美專業美容中心

盈佳有限公司 盈尚健康概念有限公司 盈亮有限公司

盈亮眼鏡 盈亮眼鏡有限公司 盈信亞洲有限公司

盈科數碼摄影沖印 盈科數碼攝影沖印 盈美容

盈美時裝 盈峰建材有限公司 盈栢製作有限公司

盈記行汽車音響用品 盈記行汽車音響用品中心 盈記燒烤

盈動數碼 盈動數碼手提電話中心 盈康健藥業有限公司

盈莉美容中心 盈莉旅行社有限公司 盈莉旅行社有限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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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富車行有限公司 盈富食品一人有限公司 盈富珠寶鐘錶行

盈富教育中心 盈富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盈富貿易行

盈惠(澳門)有限公司 盈然有機專門店 盈然美美容中心

盈發茶餐廳 盈暉海鮮酒家 盈暉燒味至尊

盈雋出入口 盈聚裝修工程 盈數碼有限公司

盈樂美批發及零售 盈輝燒味至尊 盈豐玉器水晶

盈豐制服 盈豐美容 盈豐美容有限公司

盈豐國際有限公司 盈豐國際有限公司.1 盈豐國際有限公司.2

盈豐盛有限公司 盈豐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盈豐薄餅店

盈豐鮮果 盈灃食品供應 盈灃食品供應有限公司

盈驅車業一人有限公司 相設計建築工程有限公 相設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盼茶 眉峰聚 看點直播有限公司

砌積木工程 砌積木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研方舍

研究社 研味 研味飲食有限公司

研居空間設計 研食餐飲有限公司 研專業美容養生

研專業美容養生一人有限公司 研教育中心 研教學輔助中心

研習督課中心 研鹵堂 研植室

研飾 研麗舍 研麗舍有限公司

祈福按摩中心 祈福超市 祉睿一人有限公司

禹順發 秋水花卉有限公司 秋田日式燒肉串燒店

秋田行 秋田髮研舍 秋記大排檔

秋記美食外賣店 秋葉原 秋葉原 白馬行店

秋葉原 花城店 秋葉原數碼科技 秋閩臺風味沙茶麵

科士威（澳門）有限公司 科大店  EXCEL 科大會計處

科大圖書出版供應中心 科大學生事務處 科大總務處

科技大學自助機 科技大學櫃AYG026 科技特區

科技電子 科技領域 科治保健(澳門)有限公司

科威咖啡 科研資訊有限公司 科創智能家居設計裝修

科進醫療儀器 科奧科技有限公司 科達水電冷氣工程

科衛一人有限公司 科學健美協會 科澳貿易

科澳貿易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科霖藥房II 科霖藥房III

科霖藥房IV 科藝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籽妹果乾舖

籽妹果乾鋪 籽蘭花舍 約克郡線上學院

約克郡線上學院有限公司 約克斯持續教育中心 約克斯持續教育有限公司

約芙服裝一人有限公司 約會設計工作室 約瑟芬音樂及娛樂

紅日物流有限公司 紅日貨運 紅仔商店

紅包集團有限公司 紅地毯尚品 紅伶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紅吼熊 紅花成衣 紅美庄

紅美容 紅美時裝•制服有限公司 紅美時裝制服

紅悅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紅時尚 紅記美食

紅記飯店 紅船一百單八有限公司 紅鳥王國地產

紅鳥王國地產有限公司 紅窗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紅街市,地下-043

紅街市J-019 紅街市RC 043 紅街市RC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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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街市RC 45 紅街市RC023 紅街市RC085檔

紅街市一樓 017檔 紅街市小販02 紅街市小販05

紅街市小販25 紅街市小販26 紅街市小販區 03檔

紅街市小販區 11號檔 紅街市小販區 13檔 紅街市小販區 18檔

紅街市小販區 24檔 紅街市小販區 34檔 紅街市小販區 38

紅街市小販區015檔 紅街市小販區04檔 紅街市小販區07檔

紅街市小販區10 紅街市小販區12檔 紅街市小販區14檔

紅街市小販區1號檔 紅街市小販區21檔 紅街市小販區22

紅街市小販區28號 紅街市小販區32檔 紅街市小販區33

紅街市小販區39 紅街市小販區40號 紅街市小販區41號

紅街市小販區42號 紅街市小販區檔號 19 紅街市小販區檔號30

紅街市分店 紅街市地下 001檔 紅街市地下 013檔

紅街市地下 025檔 紅街市地下 032檔 紅街市地下 033檔

紅街市地下 035檔 紅街市地下 03檔 紅街市地下 053檔

紅街市地下 063檔 紅街市地下 076 紅街市地下 086檔

紅街市地下 113檔 紅街市地下012檔 紅街市地下023

紅街市地下024 紅街市地下034 紅街市地下-050檔

紅街市地下051檔 紅街市地下088檔 紅街市地下098

紅街市地下099 紅街市地下099檔 紅街市地下101檔

紅街市地下105檔 紅街市地下108檔 紅街市地下109號

紅街市地下116檔 紅街市地下52檔 紅街市地下RC 027檔

紅街市地下RC 062檔 紅街市地下RC 070檔 紅街市地下RC-019

紅街市地下RC087檔 紅街市花園仔 042檔 紅街市花園仔035檔

紅街市花園仔046 紅街市花園仔J 017檔 紅街市花園仔J 019檔

紅街市花園仔J 025檔 紅街市花園仔J 040檔 紅街市花園仔J 20

紅街市花園仔J014B 紅街市樂記 紅街市攤位 072

紅葉投資有限公司 紅葉動漫同人會 紅運大排檔

紅鼎科技 紅樹林 紅燈籠川味館

紅館特色美食 紅鶴餐廳 紅蘿蔔教育中心

紅蘿蔔學前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美了護膚彩妝工作室 美人兒

美人計 黑天鵝 美人計&黑天鵝 美人時裝

美人盒子 美人魚 美丹

美丹小食店 美丹小食店 氹仔店 美丹小食店 宏安大廈

美丹小食店 板障堂店 美丹小食店 恒威大廈 美丹小食店 紅街市

美丹有限公司 美之然美容養生館 美之滙有限公司

美之憧憬國際專業護理技術中心 美之髮 美太泰

美太泰泰式養生館有限 美太泰泰式養生館有限公司 美少女買手店

美少女環球美妝 美少女環球美妝有限公司 美心亨利餐廳

美心餅店(水坑尾) 美心餅店(台山) 美心餅店(平安樓)

美心餅店(花城) 美心餅店(保利達) 美心餅店(南灣)

美心餅店(美景) 美心餅店(祐漢) 美心餅店(馬場海邊)

美心餅店(渡船街) 美心餅店(筷子基) 美心餅店(辦公室)

美心餅店有限公司 美心攝影器材 美心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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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美加康藥房 美甲工作坊

美甲店 美甲屋 美甲屋(高士德店)

美甲屋.1 美甲屋.2 美甲屋.3

美甲屋.4 美甲屋.5 美甲屋.6

美甲屋.7 美甲美睫專門店 美甲軒

美甲專業美甲護理中心 美甲薈 美甲薈美容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美多多快剪連鎖有限公司 美多多專業美髮 美好年代

美好年代有限公司 美好成衣行 美好百貨皮具專門店

美好玩具店 美好時光 美好園地

美好精品 美好網店 美安居物業有限公司

美安居物業有限公司.1 美式夏威夷蓋飯 美式餅店

美式餅廊 美肌堂 美利高貿易行

美利堅餅店 美妍心皂 美妍美容工作室

美妍美容教育中心 美妙有限公司 美妙美甲

美杏餐廳 美杜莎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美杜莎歐美日韓美妝店

美亞 美亞 姑娘街 美亞 義字街

美亞 盧九街 美亞時裝 美佳美食

美佳美食(澳門)有限公司 美佳美食（澳門）有限公司 美佳裝修工程

美佳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美味小食 美味坊食品廠

美味來茶餐廳 美味屋 美味屋美食

美味茶餐廳 美味園劉記美食 美味廚

美味廚.1 美味鮮小食 美味寶小食

美奈子日韓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美尚美現代教育中心 美尚美現代教育中心I

美居大酒樓 美居傢俬 美居廣場櫃MYG

美居燒臘 美居燒臘美食 美居燒臘美食(外賣)

美拉奇烘焙 美林音響發展中心 美的唯一

美的雪糕 美的概念安安分店 美的概念南華分店

美的概念專業美容中心 美芝時裝手袋店 美城美食

美城粥品 美姿有限公司 美姿專業美容

美思美兒 美思美兒一人有限公司 美施回味小食

美施美容美髮 美施美容美髲 美珍香

美珍香 澳門 有限公司 美珍香(澳門)有限公司 美盈餐飲有限公司

美盈餐飲有限公司.1 美盈餐飲有限公司.2 美盈餐飲有限公司.4

美盈餐飲有限公司.5 美盈餐飲有限公司.6 美研（集團）有限公司

美科空品維他素補充有限公司 美科空品維他素補充國際有限公司 美美城

美美星球貿易 美美星球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美美參茸海味

美美智能美膚中心 美美鞋店 美美鞋店.1

美美鞋店.2 美美鞋業 美美鞋業.1

美美髮廊 美音鋼琴有限公司 美風咖啡美食

美食坊 美食坊 海濱花園店 美食坊 黑沙環店

美食莊園 美食莊園(外賣小食店) 美食廊
美食廊(胡椒廚房,霸嗎拉麵,亞蘇爾澳門菜) 美食領域 美香園手信

美香園手信(星海豪庭) 美香園手信.1 美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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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娜國際健康美容 美娜國際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美家有限公司

美家鮮味 美家鮮味廚房 美家鮮味廚房(宏興大廈)

美家鮮味廚房(恆輝大廈) 美家鮮味廚房(連勝馬路) 美容集

美容集 永寧 美容集 沙梨頭 美容集有限公司

美時工作室 美時美容 美時食品有限公司

美時髮型屋 美記肉枱 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安利(香港) 美國安利(香港)日用品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美國芝加哥燕窩城

美國芝加哥燕窩城有限公司 美國花旗參行 美國洋蔥國際集團

美國貨 美國愛屋申生動物醫療中心 美國燕窩有限公司

美國燕窩城有限公司 美域高 美域高科技

美域監控及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美婚紗有限公司 美康

美康行 美捷生活有限公司 美捷生活館

美敍傢俬 美都有限公司 美都餐室

美雪纖形美顏株式會社 美博美髮 美博美髮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美婷酒世界 美富快餐小食 美富快餐小食.1

美富快餐小食.2 美斯美髮 美景髪廊

美景髮廊 美琳改衫店 美絲美髪用品

美絲美髮用品 美華時裝 美華髮型屋

美華麗 美華麗內衣百貨 美隆堡酒業

美隆堡酒業(澳門)有限公司 美雅時裝 美新大眾超市

美新皮鞋 美新皮鞋(花王堂) 美新皮鞋(提督馬路)

美獅美高梅 美誠傢俬貿易行 美夢成真美容中心

美滿咖啡室 美髪廊 美價店

美儀社 美儉澳門有限公司 美德超級市場

美樂行 美樂町 美樂町店

美樂町店.1 美樂町店-氹仔 美樂町店-祐漢

美樂町店渡船街 美樂町店-渡船街 美樂貳

美樂櫃MIL 美瑩坊 美蓮分店

美蓮童裝 美蓮童裝.1 美適連鎖超級市場

美適連鎖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美霂館 美霂館一人有限公司

美髮堂 美髮廊 美興食店

美霏梵 美霏梵美容形象顧問有限公司 美霏梵煥顏中心

美優汽車納米鍍膜 美優汽車納米鍍膜有限公司 美聯藥房

美薇專業美容中心 美購掂 美點面包廊

美點麵包廊 美點麵包廊(台山店) 美濼屋

美豐石油(台山店) 美豐石油(氹仔店) 美豐石油(祐漢店)

美豐石油(寶暉店) 美豐石油有限公司 美顏坊

美顏坊美容有限公司 美顏社 美顏站有限公司

美顏堂 美藝工作室 美藝髮舍

美麗人生養生錧 美麗人生養生館 美麗之匙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美麗奇比美容 美麗空間型象設計 美麗屋生活用品百貨

美麗屋床上用品百貨 美麗屋美容美甲屋 美麗家園裝修設計

美麗時裝 美麗時裝百貨 美麗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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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街 美麗街茶餐廳 美麗傳說

美麗髮型屋 美麗寵兒 美麗灣葡式餐廳有限公司

美寶化妝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美寶化妝美容院 美饌灣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美魔女 耶努門窗有限公司 胖老爹炸雞

胖老爹炸雞-裕華分店 胖胖煎包館 胡少琼

胡月寬 胡先生飲食 胡安寶-的士-21729

胡妙容 胡松添 胡桐有限公司

胡桐美容院 胡偉敏-的士-20447 胡椒廚房

胡椒廚房 巴黎人 胡椒廚房 水坑尾 胡椒廚房 高地鳥街

胡椒廚房(巴黎人) 胡椒廚房(水坑尾) 胡椒廚房(高地鳥街)

胡鳯珠 胡銳策 胡穎安-的士-23459

胡燦源 胡顯能-的士-28945 致恆補習中心II

致美有限公司 致美美妝店 致美時裝

致美時裝.1 致美教育中心 致富 水坑尾店

致富　高士德店 致富小食 致富不銹鋼工程

致富有限公司 致尊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致奧文化

致奧文化有限公司 致誠有限公司 苑田 UN TIN

苑田時裝 苑林洋服制服 苗花雞

苗花雞(利旺樓) 苗花雞(福如) 苗苗美容

苗苗蔬菜有限公司 若曼莎澳門翡翠店 若野夢工坊

若野夢有限公司 若琳花舍 英才教育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英文(澳門)投資有限公司 英式托兒所 英利魚欄

英京酒店 英拓英語教育中心 英昌行

英明有限公司 英姿洋服 英姿舞蹈藝術教育中心

英皇美食坊 英皇娛樂酒店 英皇娛樂酒店(澳門)有限公司

英皇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英皇電訊 英皇電影城(澳門)

英皇鐘錶珠寶 英皇鐘錶珠寶行 英英食店

英倫屋宇管理有限公司 英特曼投資(澳門)有限公司 英特曼投資有限公司

英記 英記(澳門國際機場) 英記收購舊電器

英記時裝 英記海鮮超市 英記特色美食

英記茶莊 英記貿易行 英記麵飽糖水小食

英偉電訊 英國城 英國城投資有限公司

英發凍肉 英華鮮肉 英雄居有限公司

英滙教學輔助中心II 英輝小食 英樹植物美肌

茂生環保工程 茂名車行有限公司 茂泰隆米行

茂記鮮果士多 茂源記 范日明-的士-26720

范旭春-的士-19410 范展翅-的士-24308 范爺爺潮州滷味

范爺爺潮州滷味有限公司 范碧峰 范醫生獸醫中心

茄屋 虹木教育有限公司 虹木教育藝術教育中心

虹光軒 虹虹時裝禮服公司 虹達貿易有限公司

衍生堂中藥房 衫T時裝有限公司 軍用店

軍記小食店 迦迦士多 迪士尼沖印

迪士尼咖啡屋 迪升有限公司 迪卡髮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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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生照明有限公司 迪迪燒烤 迪恩甜品

迪恩甜品有限公司 迪高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迪高時裝澳門有限公司

迪高專業美髪用品 迪高專業美髮用品 迪澳美容有限公司

重天科技有限公司 重量國際有限公司 重慶格格

重慶麻辣燙 陌田有機生活館 面匠

面面堂美食 面牽一線美食 面對麵

面譜四川菜 韋小寶香爆鹽酥雞 韋利(澳門)有限公司

韋利有限公司 韋利澳門有限公司 韋爸工坊集團有限公司

韋神行 韋寶珍 音速動力汽車音響精品

音速動力汽車音響精品專門店 音樂之屋教育中心 音樂世界卡拉OK酒吧

音樂世界卡啦OK酒吧 音樂豆快遞 音樂軒

音樂廚房 音點車域 風土咖啡

風之谷咖啡美食 風水魚一人有限公司 風羽流譜

風行者 風行洋服 風行數碼

風車 風車小食店 風味咖啡

風味咖啡.1 風河序曲 風格仕彩色沖印

風格名髮屋 風格美髮美容有限公司 風喜來

風鈴草 風鈴草一人有限公司 風鈴草時裝

風趣鴨皮具公司 風韻時裝 飛力電子

飛力電子工程 飛力藝術工作室 飛力藝術工作室有限公司

飛行車行有限公司 飛行棋小店 飛吻外貿服裝店

飛宏醫療一人有限公司 飛洱科技 飛洱科技有限公司

飛益專業運動用品 飛能便度街6號成衣 飛能便度街N/2938

飛能便度街小販03 飛能便度街小販14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34

飛能便度街小販35 飛能便度街小販35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47

飛能便度街小販60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62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8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 13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 34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08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10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10號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11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12號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21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24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31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33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40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47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49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50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52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53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54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56檔 飛能便度街小販區N/1876 飛能便度街販區20號

飛鳥(澳門)物流 飛鳥(澳門)物流有限公司 飛鳥代收

飛鳥代收(石街店) 飛鳥玩具有限公司 飛揚國際旅遊(總店)

飛揚國際旅遊台山分店 飛揚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飛翔室內跳傘

飛翔室內跳傘(澳門)有限公司 飛翔運動用品 飛越補習中心

飛越補習中心2 飛雲代收貨運 飛溢體育用品

飛萬里飲食發展有限公司 飛萬鋰進出口商有限公司 飛髮舖

飛龍貿易 飛龍貿易行 飛鏢手

飛騰建築工程 飛騰時有限公司 飛躍教育有限公司

食八方 食之味美食 食之座美食有限公司

食之選 食之選便利店.1 食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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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全食美 食全食美.1 食好D食品專門店

食好D智能餐飲顧問管理有限公司 食安科技有限公司 食住先小食

食味方丈 食味‧告白 食前時代

食哈哈 食為先特色鹵味 食為尚有限公司

食家砂鍋碗仔翅 食家莊 食茶

食茶手搖飲品店 食得下美食 食得下美食一人有限公司

食得吓 食得吓(群隊街店) 食得是福

食得是福 國際中心 食得是福美食 食得是福美食 關閘店

食得是福美食(建富新邨) 食得是福美食店 食得是褔美食(國際中心)

食得喜 食得喜小食 食得福小食

食得麵館 食得囍外賣 食略有限公司

食貨陷阱 食貨陷阱小食 食貨模式

食貨讚 食通天 食通天(國際學校)

食潮貿易有限公司 食譜 首恆投資有限公司

首首韓式小館 首席長旺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首搖茶 首爾髮型屋 首爾髮型屋.1

首爾髮型屋.2 首爾韓國炸雞店 首爾韓國料理

首爾韓國料理有限公司 首爾韓國料理有限公司.1 首髮

首選娛樂有限公司 香之森 香味工房

香姐百貨 香帥麻辣火鍋 香凌貿易行

香記肉乾 香記肉乾.1 香港大炮和茶檔

香港大澳老友記食品 香港大澳老友記食品有限公司 香港小炒王寶湖廚莊

香港佳禾(澳門)發展 香港佳禾(澳門)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金牌海鮮火鍋

香港食神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偉成行 香港壹品牛雜粉麵

香港壹品牛雜粉麵.1 香港新德興參茸行 香港新德興參茸行（澳門分店）

香港學聯海外升學中心(澳門)有限公司 香榭里烘焙 香榭里烘焙有限公司

香榭里烘焙有限公司.1 香榭里烘焙科大店 香辣小食

香辣坊 香辣園 香辣雜貨

香魅坊 香魅坊一人有限公司 修身堂(澳門)有限公司

俾利喇美食中心 俾利喇街112F,d報紙檔 倆雙手有限公司

倩恩纖體美容中心 倫仔蔬菜 倫記軟滑腸粉

倫記餅家 倫發汽車零件行 倫錦群

凌國威 凌國威-攤販-J-048 剛叔重慶雞煲

剛剛好烘焙 剛烤一人有限公司 原力思有限公司

原印設計印刷 原味道 原味潮汕粉面食館

原咖啡 原家榮-的士-26263 原隻椰子凍

原啟聰 原宿集團有限公司 原宿集團有限公司.1

原野咖啡 原創美容美髮 原創美髮美容有限公司

原創美髮美容有限公司.1 原創美髮美容有限公司.2 原創美髮美容有限公司.3

原創美髮美容有限公司.4 原創髮藝 原創髮藝.1

原新文記美食坊 原遊滙音樂 原遊滙音樂有限公司

原質東隅設計行 原藝術有限公司 原藝術空間

哠熹貿易有限公司 哥倫比亞 哥哥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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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間小食 哥德咖啡 哲士咖啡

哲仁教育中心 哲仁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哲仁補習中心II

唐人街有限公司 唐人街沾記 唐偉倫-的士-32921

唐國富 唐婉儀 唐愛連

唐會卡拉OK酒吧 唐韵珠飾店 唐潮一人有限公司

唐潮傢私廣場 唐潮傢俬廣場 唐錦華-的士-21612

唐饍飲食 唐饍飲食及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 唔正宗 鹽水雞

唔正宗·鹽水雞 唔正宗鹽水雞 唔食唔得

唔食唔得燒烤 唔熟唔食 埃索油站

埔里酒莊 埔里酒莊有限公司 夏巴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夏日 夏仲強-的士-11509 夏至

夏果設計有限公司 夏姿陳(澳門)國際有限公司 夏威夷物流及餐飲

夏威夷物流及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夏威夷特色魚生沙律專門店 夏洛特一人有限公司

夏洛特一人有限公司.1 夏迪生活概念 夏迪生活概念一人有限公司

夏祭 夏森教育中心 夏順榮-的士-25061

姬日本料理 姬日本料理有限公司 姬玥日式美研

姬斯教育中心 姬絲法國專業護膚中心 姬龍雪

娜迪雅 娜娜美甲屋 娜娜美甲屋(典雅灣)

娜娜美甲屋(信隆大廈) 娜娜美甲屋(泉滿軒) 娜娜美甲屋.1

娜娜國際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娜娜寵物生活館 娜菲烘焙坊

娜菲專業美容中心 娜菲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娟姐小食

孫少良 孫日欽 孫尚香

孫雪峰-的士-19898 孫耀銘 宮馬來美食甜品

宮鬥燒肉 宮崎麵飽西餅店 宮崎麵飽西餅店.1

宮野 宮野(裕華店) 宴牛扒

宴牛扒有限公司 宴刺身燒肉 宴刺身燒肉有限公司

宵淑小食 家之味 家之選嬰幼兒用品

家之選嬰幼兒用品專門店 家友翅 家手作

家加有限公司.1 家匠 家協會

家味 家味私房菜 家和小食

家和日本食品市場 家和全屋傢俬定製 家和有限公司

家和裝修工程 家和藥房 家咖喱小食

家居工程貿易公司 家居樂布藝 家明中藥房

家明燈飾超市 家的味道 家美咖啡

家美咖啡餐飲有限公司 家家店百貨零售 家家店百貨零售一人有限公司

家家屋文具玩具 家家屋文具玩具精品店 家家樂氹仔店

家家樂有限公司 家家樂超級市場 家家樂麵家

家家寵物 家家寶粥粉麺小館 家家寶粥粉麵小館

家家寶粥粉麵小館.1 家庭站 家庭超級市場

家庭超級商場 家常便飯 家傑教學輔助中心

家鄉小食 家敬貿易行 家當

家裔律師事務所 家裔律師事務所管理有限公司 家廚

家樂 家樂2 家樂生鮮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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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茶餐廳 家樂貿易行 家樂督課中心

家樂督課中心 2 家樂督課中心 3 家樂督課中心 4

家樂督課中心 8 家樂督課中心2 家樂督課中心3

家樂督課中心4 家樂督課中心8 家樂電業行

家樂電器行 家餸 家寶快運

家寶補習中心 家麵 容容食品批發

容容食品批發有限公司 容笑霞 射鵰英雄筒

展 展.1 展帆五金材料有限公司

展宏蔬菓雜貨 展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展視平展覽

展視平展覽有限公司 展新時裝零售店 展業工程有限公司

展誠工程有限公司 展綽有限公司 展銳車業

峯設計工程 峰力(澳門)聽覺言語中心有限公司 峰力澳門聽覺言語中心

峰記魚檔 峰盛比薩 峰盛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峰景花園 峰蜜時裝 峰譽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島野釣具專門店 峻盈燒臘美食 峻峰教育中心

師傅仔美食 師傅仔美食.1 師傅仔美食.2

師傅仔美食.3 師傅仔美食.4 師傅幫科技工作室

庫霖貿易有限公司 庭記凍肉 徐大大美食店

徐少玲 徐氏水電工程 徐名云

徐志華-的士-21895 徐俊傑 徐美玲

徐記蔬果 徐偉坤-的士-24429 徐偉雄

徐偉雄-攤販-N/2235 恐龍車業有限公司 恕記士多

恩民藥房 恩恩蛋號 恩基酒店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恩琳投資有限公司 恩琳美容 恩琳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恩琳美容一人有限公司.1 恩寵有家 悅

悅子公寓 悅子服務管理 悅子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悅己美容工作坊 悅己麗人 悅之茶

悅之茶(永添分店) 悅之茶（白馬行） 悅之茶(佳運分店)

悅之茶（河邊新街） 悅之茶(泉盈軒分店) 悅之茶（提督大馬路）

悅之茶(興勝樓分店) 悅之茶（龍園） 悅文軒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悅文軒飲食（集團）有限公司/鎮興餐廳 悅木花藝設計有限公司 悅水療

悅水療﹝海怡花園店﹞ 悅水療﹝海景花園店﹞ 悅生活美容中心

悅妍美肌美容 悅妍美肌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悅妍美肌美容中心

悅妍美容有限公司 悅彤工作室 悅沁茶坊

悅沁館 悅兒寵物店 悅兒寵物店一人有限公司

悅和眼鏡有限公司 悅城米粉 悅城美食之家

悅威發展有限公司 悅盈舍美容中心 悅美美容國際有限公司

悅美容(澳門)有限公司 悅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悅苜料理

悅食麵館 悅‧容科技美容中心 悅恩豐盛顯化坊

悅健堂健康食品 悅健堂健康食品.1 悅健康

悅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悅游 悅發運動用品

悅開心美容中心 悅勤工程有限公司 悅意有限公司

悅榮莊 悅榮莊(澳門)蔘茸有限公司 悅緣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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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學坊教育中心 悅學坊教育中心 1 悅學坊教育中心2

悅學坊教育有限公司 悅學督課中心 悅嚐小棧

悅爵有限公司 悅韻教育中心 悅麗美容美甲護膚中心

悟水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悦 悦。容科技美容中心

悦木花藝設計有限公司 拳霸泰國美食 拿如利

拿鐵藝術 振宇貿易行 振邦電腦電業行

振記果欄 振業藥房 振誠建築材料行

振寧一人有限公司 振興工程 振興生活館

振興海味 振興蛋號 振興藥房

振興藥房 II 振興藥房 III 振興藥房II

振興藥房III 振興藥房IV 振興藥房V

振興藥房V(東望洋分店) 振興藥房VI 振興藥房VI(關閘分店)

振興藥房VII 振興藥房VII(官也街分店) 振興藥房VIII

振興藥房VIII(南灣分店) 振興藥房X 捌空間設計工程

捌樓廊 時代文儀有限公司 時代台式便當

時代多元化教育中心 時代汽車有限公司 時代車業

時代事業 時代花店 時代音樂工作室

時代音樂教室II 時代剪髮鋪 時代精品

時代環球有限公司 時代櫃SIT 時代藝術教育中心

時代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時令 時光·社

時光天地 時光咖啡店 時光屋

時光機一人有限公司 時刻館 大三巴店 時刻館(天神巷店)

時刻館(高士德店) 時刻館(騎士馬路店) 時刻館天神巷店

時刻館高士德店 時刻館騎士路店 時尚文化髮型化妝

時尚文化髮型化妝工作室 時尚坊 時尚坊時裝

時尚坊飲食有限公司 時尚坊飲食有限公司.1 時尚居設計裝修工程

時尚美容中心 時尚美容中心.1 時尚美容中心.2

時尚美容中心.3 時尚美容中心.4 時尚美容中心.5

時尚美容中心.6 時尚美容中心.7 時尚美容中心-LA CITE

時尚食家 時尚家居 時尚家居一人有限公司

時尚專業指甲美容護理有限公司 時尚眼鏡 時尚眼鏡 大丸商場

時尚眼鏡 黑沙環 時尚眼鏡.1 時尚温泉美容美甲

時尚温泉美容美髮 時尚溫泉美容美髮 時尚麼

時尚廣場 時尚廣場有限公司 時尚廣場有限公司.1

時尚魅力 時昌鐘錶一人有限公司 時雨貿易

時香 時香花生瓜子 時時美養生美容有限公司

時間 時間地帶 時間坊錶行

時順表行 時嘗 時魄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晃記 晃記棧 晃記餅家

晉仁教育中心 晉仁補習中心 晉生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晉利燒臘美食 晉南百貨 晉南百貨貿易

晉皇軒貿易 晉皇軒貿易有限公司 晉盈時尚發展有限公司

晉浲一人有限公司 晉海櫃AYG060 晉善建築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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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發鍾錶珠寶金行 晉越物流速運 晉越物流速運(澳門)有限公司

晉匯貿易有限公司 晉業有限公司 晉標裝修工程

晉澕貿易批發一人有限公司 晉澕貿易批發有限公司 晉穎投資貿易有限公司

晉穎投資貿易有限公司.1 晉麗貿易有限公司 晉寶一人有限公司

晟方貿易行 晟景貿易有限公司 晟雄商貿有限公司

晟曄工程有限公司 朗文坊有限公司 朗弗斯

朗奇 朗奇教育中心 朗盈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朗匯家居有限公司 柴丸JEB甜品小食 栓發運動用品(英皇南灣中心)

校車接送服務中心 栢力汽車 栢力汽車服務中心

栢力汽車貿易行 栢力停車場 栢利傢俬中心

栢坊藝術一人有限公司 栢坊藝術教育中心 栢佳停車場

栢俐琴行 栢奕建築 栢威停車場

栢思汽車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栢倫甜品水果店 栢強五金機器

栢盛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栢莉護膚美容中心 栢斯獸醫中心

栢景停車場 栢港停車場 栢絲養髮館

栢寧停車場 栢德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栢興美食

栢蕙停車場 栢蕙電腦 栢蕙電腦有限公司

栢濤停車場 栢濤貿易有限公司 栢麗停車場

栢麗電業公司 栢麗電腦洗車 栢麗電腦洗車中心

核玩熱 根仔記海鮮魚枱 根記

根記小食 根記貿易行 格仔坊

格色 格林創意格子 格格多

格斯設計有限公司 格詩鎧莉有限公司 格飾

格調美容有限公司 桂子時裝 桂族

桂族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桂源食店 桃子玫瑰

桃子玫瑰一人有限公司 桃花崗珍榮咖啡美食 桃花源小廚

桃姨鞋檔 桃園上引 桃園夢境

桃園燒味小食 桃園燒烤小食 桌球小子

桌球王子 桌藝設計有限公司 桑社

桔日子 桔品咖啡有限公司 梳化俱樂部

梳乎里 梳打冰室 梳打埠

梳打埠懷舊店 梳打熊貓產品設計 殷悅

殷彬駕駛學校 殷彬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殷理基集團有限公司

氣球快線 氣球皇製作有限公司 氧.膚天然科技美容中心

泰 奇妙 泰HEA 泰之味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泰之家泰國美食 泰友麵一人有限公司 泰友麵一人有限公司.1

泰太 泰曰佛堂用品一人有限公司 泰月亭

泰北咖喱金麵 泰正 泰好味美食

泰好味美食(泉亮) 泰好味美食﹝II﹞ 泰好食有限公司

泰好飲 泰好飲泰好飲 泰好運

泰安(國際)顧問 泰安（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泰安藥房

泰式醃制 泰有 泰有FEEL

泰有有限公司 泰有運海南雞專門店 泰亨珠寶金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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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佛門 泰谷 泰來小食

泰來娛樂用品有限公司 泰味 泰味小館

泰味道 泰和風味 泰和涼茶

泰和雜貨 泰奇妙 泰尚皇

泰空人有限公司 泰星風味美食有限公司 泰星傳統船面

泰星傳統燒烤 泰星傳統雞飯 泰星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泰皇咖喱 泰皇宮 泰原味外賣店

泰悅美容中心 泰茶物語 泰國文化節

泰國更常好 泰國阿里 泰國產品中心

泰國篤篤 泰國餐廳 泰婆小食

泰船王傳統船麵 泰富行貿易 泰滋味

泰滋味.1 泰華欣咖啡麵食 泰華欣咖啡麵食 2

泰華欣咖啡麵食(豪聯大廈) 泰華欣咖啡麵食.1 泰華欣咖啡麵食.2

泰陽車行 泰新通訊 泰源貿易行

泰源蔬菜凍肉超市 泰爺傳統雞飯 泰粵美食

泰福堂 泰豪食館 泰豪餐飲有限公司

泰閣泰式美食 泰潮 泰機車業

泰興棧美食 泰興棧餐飲 泰興棧餐飲有限公司

泰興裝修材料工程 泰興電訊 泰霖泰國美食

泰薈鉅 泰鍋心海鮮火鍋 泰豐咖啡室

泰豐食品 泰豐涼茶 泰豐超市三角花園店

泰豐超市三盞燈店 泰豐超市下環店 泰豐超市氹仔店

泰豐超市合富188 泰豐超市金海山店 泰豐超市建富店

泰豐超市海名居店 泰豐超市提督馬路店 泰豐超市新寶花園店

泰豐超市筷子基店 泰豐超市激成店 泰豐超市鏡湖馬路店

泰豐超市關閘店 泰豐超級市場 泰豐超級市場（三角花園店）

泰豐超級市場（三盞燈店） 泰豐超級市場（下環店） 泰豐超級市場（下環街店）

泰豐超級市場（氹仔威翠店） 泰豐超級市場（合富店） 泰豐超級市場（亞利雅架街店）

泰豐超級市場（花王堂店） 泰豐超級市場（金海山店） 泰豐超級市場（金海山花園）

泰豐超級市場（建富新村店） 泰豐超級市場（海名居店） 泰豐超級市場（涌河新街店）

泰豐超級市場（提督馬路店） 泰豐超級市場(雅景店) 泰豐超級市場（黑沙環第五街）

泰豐超級市場（新寶店） 泰豐超級市場（筷子基店） 泰豐超級市場（激成店）

泰豐超級市場（鏡湖馬路店） 泰豐超級市場（關閘店） 泰豐超級市場（關閘騎士馬路）

泰識食 泰麗食品行 泰囍素食外賣店

浙江雅瑩服裝(澳門) 浙江雅瑩服裝(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浙商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浚佳科技發展顧問有限公司 浚庭餐飲有限公司 浚傑有限公司

浚暉旅行社有限公司 浚豪美食·外賣仔 浚興咖啡

浜果鮮果宅配 浤 沸騰酸菜魚 浩文小食

浩宏投資有限公司 浩言建築顧問有限公司 浩延一人有限公司

浩玥一人有限公司 浩俊醫療儀器行 浩洋國際（澳門）商品代理有限公司

浩哥食堂 浩哥食堂(便當·快餐) 浩泰藥房

浩泰藥房有限公司 浩記貨車 浩軒餐飲有限公司.1

浩烽餐飲有限公司 浩發小食店 浩發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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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發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浩雲 浩雲商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浩輝文儀公司 浩豐源國際有限公司 浩瀚教育中心

浩瀚裝飾設計工程 浩瀚廣告禮品設計 浩瀚廣告禮品設計公司

浪花日式燒肉 浪花日式燒肉有限公司 浪媒體策劃有限公司

浪漫滿屋婚禮工房 浪漫甄殿 浮

浮氣球有限公司 海上居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海上居物管

海川藥房 海內曼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海天居物管

海天居物管(游泳池) 海天居物管(會所) 海天居鮨味亭日本料理美食

海天美食中心 海天堂有限公司 海王

海王上游有限公司 海王冰室 海王老記粥麵菜館

海王老記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海王集團飲食發展有限公司 海外升學諮詢中心

海外旅遊-永利皇宮 海外旅遊-威尼斯人 海外旅遊-美高梅

海外旅遊-新葡京 海外旅遊-新濠影匯 海外旅遊-銀河

海生魚鮮 海安 海安茶餐廳

海沛咖啡 海角 海幸壽司

海幸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海底撈火鍋 海怡百貨

海東來物流 海欣貿易行 海南妹餐飲管理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海南妹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海南雞飯 海南雞飯店

海星咖喱美食 海洋肌妍國際美容 海洋肌妍國際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海洋汽車維修服務中心 海洋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海洋城小食

海洋城美食 海洋俱樂部有限公司 海洋國際有限公司

海洋會所 海洋遊戲機中心 海洋電子遊戲

海洋閣 海洋影印廣告策劃 海洋髮舍

海洋藝晶 海洋灣美食 海皇粥店

海皇粥店（巴黎人） 海皇粥店（威尼斯人） 海皇菜館

海皇裝修工程 海英科技 海迪髮型設計

海納世界 海草船長有限公司 海記牛雜

海記鮮果 海記鮮菓 海馬床褥店

海馬牌產品專賣店 海高一人有限公司 海基美容

海康萬事屋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 海清純（巴波大馬路店） 海清純（東北大馬路店）

海清純（群隊街店） 海清純純茶道 海清純涼茶

海清純飲品食品 海清純飲品食品有限公司 海清純飲品食品有限公司.1

海豚代收 海豚物流 海婷專業護膚美容

海富鮨味亭日本料理 海景餐廳 海棠火鍋美食

海港便利店 海港便利店一人有限公司 海港超級市場

海然手工飯團專門店 海盜船玩具 海盜船玩具有限公司

海越小食外賣 海越越南美食 海雲台韓國料理

海雲台韓國料理(信潔) 海雲台韓國料理.1 海雲台韓國料理濠尚店

海源地美容中心 海賊釣具 海運

海運貿易行 海運貿易行一人有限公司 海運藝術教育中心

海榮上海菜館 私房菜 海榮上海菜館.私房菜 海榮上海菜館-私房菜

海銀海記 海銀海記潮汕特色牛肉火鍋 海潤百貨

海積有限公司 海積堂 海龍工藝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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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皇 海濤分店 海濱花園櫃HPA

海濱魚欄 海濱飯店 海寶驛站

海寶驛站氹仔海灣店 海寶驛站便民超市 海櫻美食

海蘭花園櫃HEL 海鷗貿易行 海灣咖啡屋有限公司

海灣超級市場 海灣餐廳 海灣餐廳(氹仔分店)

海灣餐廳有限公司 海鸚咖啡 海鸚咖啡有限公司

海鸚咖啡室 浸信書局一人有限公司 消防局前地19號檔位

消防局前地T08 消防局前地T11 涒涒美容美甲

烈日-比利時傳統窩夫 烈火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烈火國際餐飲有限公司.1

烈火國際餐飲有限公司.2 烏佬茶寮美食 烏業

烏葉 烘焙士多 烘焙工房

烘焙工房.1 烘焙時刻 烘焙時刻一人有限公司

烘焙街 烘焙街有限公司 烘焙農夫

烤味居 烤魚皇美食 烤魚魚專門店

烤與鮮 特式糖水舖(永昌) 特式糖水舖甜品

特色小食 特速快運有限公司 特惠店

特雷維時裝有限公司 珠盈免稅有限公司 珠記

珠記麵家有限公司 珠新圖書有限公司 珩輝一人有限公司

班蘭PANDAN 班蘭PANDAN印尼小食外賣店 班蘭印尼小食

珮納宮餐廰 琉球 琉璃工房

益民裝飾工程 益民藥房 益民藥房 II

益民藥房II 益生堂 民安店 益生堂 東華店

益生堂 建華店 益生堂 海濱店 益生堂有限公司

益生堂有限公司.1 益利超級市場 益昌成貿易食品有限公司

益昌行 益記魚檔 益健沐足按摩中心

益康石磨坊 益康貿易行 益祥金行

益發便利店 益街坊石磨腸粉 益順車行

益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益新服裝 益新服裝.1

益聖有限公司 益壽堂中藥房 真之味小食

真之味小食(金國大廈) 真之味小食(廣生和大廈) 真之味小食.1

真之味菜館 真火燒餐飲 真火燒餐飲有限公司

真回味 真味咖啡美食 真珍女仕內衣店

真美科研美容館 真美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真真美食

真善美文具精品 真善美養生館 真善斎

真善貿易行 真善齋 真誠花店

真誠眼鏡 真誠眼鏡 十月初五店 真誠眼鏡 下環街店

真誠眼鏡 氹仔店 真誠眼鏡 建華店 真誠眼鏡 高士德店

真適意澳門有限公司 真點心 真點心 (恒秀苑)

真點心 利民店 真點心 新濠天地店 真點心 筷子基店

真點心 濠尚店 真點心(大豐廣場店) 真點心(利民店)

真點心(東南亞商業中心) 真點心(南京街) 真點心(南灣)

真點心(海名居) 真點心(新濠天地店) 真點心(新濠影匯店)

真點心(筷子基店) 真點心(濠尚店) 矩記香(澳門)食品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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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曉咖啡 破曉咖啡有限公司 祐昇櫃IAS

祐美龍印 祐記龍鬚糖 祐記鮮肉枱

祐康BB 祐康有限公司 祐康藥房(關閘分店)

祐棧 祐發運動用品 祐發運動用品(信達廣場)

祐新分店 祐漢一樓N35 祐漢二街小販30

祐漢二街小販45 祐漢二街小販N/2932 祐漢二街小販區 13

祐漢二街小販區01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02 祐漢二街小販區026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03 祐漢二街小販區06 祐漢二街小販區08

祐漢二街小販區10 祐漢二街小販區12 祐漢二街小販區14

祐漢二街小販區15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16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19

祐漢二街小販區21 祐漢二街小販區30 祐漢二街小販區32

祐漢二街小販區32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33 祐漢二街小販區33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34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39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40

祐漢二街小販區41 祐漢二街小販區43 祐漢二街小販區43檔

祐漢二街小販區45檔號 祐漢二街小販區48號 祐漢二街小販區52

祐漢小販三樓3-10 祐漢小販三樓3-14 祐漢小販大樓A 54

祐漢小販大樓A-48 祐漢小販大樓成衣區A21 祐漢小販大樓成衣區A39

祐漢小販成衣區 32 祐漢小販成衣區A 13 祐漢小販成衣區A 22

祐漢小販成衣區A 34 祐漢小販成衣區A 40 祐漢小販成衣區A03

祐漢小販成衣區A08 祐漢小販成衣區A10 祐漢小販成衣區A11

祐漢小販成衣區A12 祐漢小販成衣區A14 祐漢小販成衣區A15

祐漢小販成衣區A-17 祐漢小販成衣區A20 祐漢小販成衣區A23

祐漢小販成衣區A24 祐漢小販成衣區A29 祐漢小販成衣區A30

祐漢小販成衣區A34 祐漢小販成衣區A42 祐漢小販成衣區A47

祐漢小販成衣區A53 祐漢小販成衣區A56 祐漢小販成衣區A58

祐漢小販區A 03檔 祐漢小販區A 35 祐漢小販區A32檔

祐漢小販區A38 祐漢小販區A58檔 祐漢成衣區A33

祐漢成衣區A55 祐漢街市 023 祐漢街市,地下037

祐漢街市033 祐漢街市1樓005 祐漢街市1樓008

祐漢街市1樓013 祐漢街市1樓024 祐漢街市1樓035

祐漢街市1樓052 祐漢街市23號 祐漢街市31號

祐漢街市一樓001 祐漢街市一樓006檔 祐漢街市一樓009

祐漢街市一樓014 祐漢街市一樓015 祐漢街市一樓017

祐漢街市一樓-017 祐漢街市一樓018 祐漢街市一樓019

祐漢街市一樓019檔 祐漢街市一樓020 祐漢街市一樓020檔

祐漢街市一樓021 祐漢街市一樓022 祐漢街市一樓024

祐漢街市一樓029 祐漢街市一樓030 祐漢街市一樓031

祐漢街市一樓032 祐漢街市一樓-032 祐漢街市一樓033檔

祐漢街市一樓034 祐漢街市一樓036 祐漢街市一樓037

祐漢街市一樓-038 祐漢街市一樓038檔 祐漢街市一樓039

祐漢街市一樓042檔 祐漢街市一樓044 祐漢街市一樓046

祐漢街市一樓047 祐漢街市一樓049 祐漢街市一樓050

祐漢街市一樓052 祐漢街市一樓11檔 祐漢街市一樓18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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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漢街市一樓N35 祐漢街市二樓029 祐漢街市二樓49號

祐漢街市小販20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01 祐漢街市小販區02

祐漢街市小販區03 祐漢街市小販區05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06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07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13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15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16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17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18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19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21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22

祐漢街市小販區23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27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28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30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31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33

祐漢街市小販區34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35檔 祐漢街市小販區37號

祐漢街市小販區38號 祐漢街市外圍29號檔 祐漢街市地下001

祐漢街市地下-007 祐漢街市地下010 祐漢街市地下012

祐漢街市地下013 祐漢街市地下020 祐漢街市地下022

祐漢街市地下038 祐漢街市地下040 祐漢街市地下-040

祐漢街市地下046 祐漢街市地下28號 祐漢街市地下N039

祐漢超級市場 祐漢黃金商場AH 祐漢藥房

祖辰一人有限公司 祖兒 祖兒果汁店

祖兒時裝 祖詩阿姨咖啡廳 祝之三美食

祝之三美食 下環店 祝之三美食 筷子基店 祝之三美食(司打口店)

祝之三美食(保利達店) 祝之三美食(寶翠店) 祝之三美食.1

祝之三美食.2 祝之三美食連勝馬路店 祝之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祝成妹 神矢戶外運動裝備 神矢戶外運動裝備有限公司

神舟電腦(澳門)有限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宏豐大廈）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華輝大廈)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華輝大廈）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德園大廈)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德園大廈）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1 神創科技有限公司.2

神創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神鼎控股 神鼎控股一人有限公司

神槍手 神樂町 祟弘一人有限公司

祟光洗衣舖 秘密的美學 秘密花園

秘密基地 秘鹵先生 秘蜜雞地

秘撈 租售王(大灣區)顧問 租售王(大灣區)顧問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秤子烘焙店 秦食明粵 窈窕淑女化妝工作室

窈窕淑女文化妝工作室 笋記菜欄(澳門) 笑姐燒烤

粉紅美人日韓美容 粉紅鳥咖啡 粋堂藝術創作有限公司

納金科技 納施有限公司 納益其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納奧米美甲屋 納爾動物醫院 納爾動物醫院有限公司

納維斯美容院 紐加福蔬菜批發行 紐西蘭產品專門店

純·烘焙工作室 純正的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純金店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純美工作坊 純美坊專業美顏中心 純真手作坊

純理髮店 純然國際有限公司 純綠舍

純銀坊 純銀坊.1 純數顧問

純藝軒教育中心 紛紛樂冰雪世界 紛紛樂兒童樂園

紛紛樂兒童樂園有限公司 素化妝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素友品味

素匠國際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素妍專業美顏中心 素食堡

素茶舍 素‧茶舍 素淨一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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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淨專業美容 素煮意 素廚茶餐廳

素緣 索菲卡高端全屋定制 索電訊

索騰有限公司 翁氏魔術專門店 翁光涵-的士-27188

翁秀琴 翁春鳳 翁鎮清-的士-33225

翁麗娟 翅客(福隆號) 翅福外賣小食

翅福外賣小食芝士工坊 翅福外賣小食-芝士工坊-咖哩大王 翅福外賣小食-芝士工坊-咖喱大王-蓮花炸雞-蓮花咖啡冰茶

翅福外賣小食-芝士工-咖喱大王 耿記點心 能量科技

脆卜卜雞蛋仔 脆卜卜雞蛋仔 雅廉訪 脆卜卜雞蛋仔 塔石店

脆卜卜雞蛋仔.1 脆魚點 脆魚點有限公司

脈博 脈搏 航天育種生態有機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航天育種有機專賣店 航記酒業 航記貿易行

航夢藝術發展 航夢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茗時序

茗裕傢私城 茗裕傢俬城 茗裕奧爵代收

茱迪 水果小食 茱迪水果小食店 茴野

茵匠環保建材貿易 茵匠環保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茵茵小食

茵景運動用品 茵豪薈櫃AYG055 茶baby

茶一茶飲品有限公司 茶之道 茶友薈

茶水 茶水(大炮台街店) 茶水(昌明花園店)

茶水間(便利店) 茶字號 茶百分茶室

茶百分餐飲有限公司 茶辰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茶里茶里.1

茶里湯時 茶果園 茶花亭

茶冠 茶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茶客棧

茶屋 茶皇 茶茶Go

茶茶子 茶茶子 多寶店 茶茶子 信譽名門店

茶茶子 建華店 茶茶子 泉碧店 茶茶子 德群店

茶茶子 澳門大學店 茶茶子 寶龍店 茶茶子寶龍店

茶記美食 茶記美食.1 茶迷世家

茶迷有限公司 茶麻里 茶麻里  東望洋店

茶麻里 地堡街店 茶麻里 百佳店 茶麻里 東望洋店

茶麻里 紅窗門店 茶麻里（天通街店） 茶麻里(地堡街)

茶麻里(利圖大廈) 茶麻里(建華店) 茶麻里(創興樓)

茶麻里(鴻輝店) 茶麻里(寶星大廈) 茶番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茶絢秘密基地 茶飯不思外賣店 茶煲姊妹有限公司

茶樹水療健康中心 茶雞店 茶雞店有限公司

茶雞店有限公司.1 茶藝軒有限公司 茶霸

草本圈顧問服務 草民製作有限公司 草肌堂健康美容

草肌堂健康美容(盈暉臺) 草肌堂健康美容(萬年大廈) 草肌堂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草肌堂健康美容有限公司.1 草苺小屋歐日韓化妝零售批發店 草根一人有限公司

草草美容儀器批發行 草堆街97 E2 草堆橫巷4

草莓小屋 草莓小屋歐日韓化妝零售批發店 草莓音樂

荒字巷14f 荔枝園美食貿易有限公司 荔枝雞

荔銀腸粉 蚊探子電腦科技 蚝大仙

袁介眼鏡 袁坤記 袁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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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敏梅 袁淑英 袁煥玲

袁錫威 袁錫威-的士-23697 訊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訊和科技有限公司 訊科電腦 記得

記得食飯 記得雲吞麵 豹淘代收

財旺佛具紙品商行 財神日本料理 財神日本料理(財富中心分店)

財神全球有限公司 財神吧 財神酒店

財神湘美食 財神湘菜館 財神湘菜館(巴黎人)

財神湘菜館（巴黎人） 財神湘菜館(威尼斯人) 財神湘菜館（威尼斯人）

財神爺海鮮燉品菜館 財神藥房 財記

財記美食 財記雜貨 財盛行

財源滾滾 財運來便利店 財運來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財運通(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財興電業行 貢乃

貢乃烤雞及撒旦烤魚 貢品高級水果禮品 貢品高級水果禮品坊

貢茶 貢茶 GONG CHA 貢茶 大堂店

貢茶 天通街店 貢茶　永寧店 貢茶 百佳店

貢茶 東望洋店 貢茶 皇朝店 貢茶 美景店

貢茶 風順堂店 貢茶 渡船街店 貢茶 筷子基店

貢茶 關閘店 貢茶(分店) 貢茶（永寧店）

貢茶門市 貢荼(分店) 起泡

起源教育中心 起點 起點.1

起點教育中心補習中心 起躍創科設計有限公司 軒宇智能科技

軒味堂美食 軒泰有限公司 軒記

軒記麵食店 軒健裝修材料行 迴咖啡

迷人內衣專門店 迷你 迷你小食

迷你文創商品 迷你文創商品有限公司 迷你巨人童裝店

迷你便利店 迷你教育中心 迷你寵物店

迷客夏 送到門速遞 送到門速遞有限公司

送朝有限公司 逆時光專業美容美甲 逆時光專業美容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逆轉美容 逆轉專業美容護膚 逆轉專業美容護膚中心

酌月 酒托邦 酒桶洋酒有限公司

酒窖有限公司 酒微倉數字化科技網絡有限公司 酒藝社有限公司

酒寶一人有限公司 釗記行 釗記美食

釜山站 閃修俠手機維修通訊行 閃耀一人有限公司

閃耀亮星有限公司 閃耀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陞鴻飲食有限公司

院士教學輔助中心 隼日式料理 隼汽車專業改裝

隼汽車專業改裝一人有限公司 隽岭科技有限公司 馬士達

馬六甲街停車場 馬友士多 馬交仔咖啡室

馬交冰室 馬交妹外賣 馬交明記

馬交明記小食士多 馬交站 馬光銳

馬妙工作室 馬妙工作室有限公司 馬志龍-的士-24973

馬良有限公司 馬里奧餅店 馬里奧餅店-下環

馬里奧餅店-信和廣場 馬里奧餅店-高地烏 馬里奧餅店-渡船街

馬里奧餅店-葡京人店 馬里奧餅店-寰宇天下 馬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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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尚貿易 馬拉松 馬南家

馬英偉-的士-24189 馬莎美容中心 馬場東櫃HIP

馬塞雲有限公司 馬嘉華-的士-28270 馬德里貿易行

馬慶康 馬鴻記餅家 馬鴻記餅家(宏開大廈)

馬鴻記餅家(美聯大廈) 馬鴻記餅家.1 馬騮雜貨店

高力餐飲管理 高力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高力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高士德大馬路15-15C,m 高士德大馬路83B-83C,M 高士德晒圖

高士德街/筷子基中街N/1780 高士德櫃KST 高子健-的士-27584

高少華-的士-28652 高光麗 高尾巷小販檔8P

高志生 高佬小食 高佬燒烤

高官明-的士-26426 高尚居 高尚宮時裝

高昇汽車中心 高朋滿座有限公司 高朋滿座咖啡美食

高亭服裝 高品五金 高屋和食

高建峰-的士-18438 高施馬飲品有限公司 高炳龍-的士-12253

高美士有限公司 高美好食品 高美好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高美薈 高迪亞時裝 高峰投資有限公司

高效貿易有限公司.1 高級會所卡拉OK酒吧 高高叻(澳門)有限公司

高域建材有限公司 高清眼鏡 高清視力眼鏡有限公司

高速電腦有限公司 高富恆 高富恆-攤販-N/1175

高棉米業（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高絲化妝品店 高絲化粧品店

高絲汀科技美容專業中心 高華酒店 高菲咖啡

高詠堅 高詠堅-攤販-1ANDAR-019 高詠輝

高詠輝-攤販-一樓-030 高雅時裝 高雅酒店旅遊有限公司

高雅酒店旅遊有限公司.1 高達倉 高達倉(祐漢)

高達倉(連勝) 高達倉(筷子基店) 高端食品有限公司

高德國際有限公司 高德勝 高德然-的士-24887

高德華 高樂珠寶設計 高標投資有限公司

高潔專業洗衣 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 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1

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2 高醇琪 高興紅豆餅

高興紅豆餅小食 高勵雅咖啡 高邁洋時裝

高瞻眼鏡 高邇洋時裝 高邇派時裝

高邇派時裝.1 高麗君 高鶴管道有限公司

鬼丸拉麵道場 鬼丸阿修羅 鬼怒川

乾杯起司 乾草圍1 P 乾草圍門牌4e1

乾豐時裝貿易(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假日水療 假日軒中餐廳及卡拉OK

假期吧 假期酒店 偉文軒飲食

偉文軒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偉立商場 偉成雜貨

偉昌工程顧問公司 偉明生果 偉明生果批發

偉明甲任有限公司 偉明行 偉明燈飾

偉林爐具電器 偉思電子 偉迪手工文具

偉迪教育中心 偉迪領創 偉倫車行

偉庭汽車美容 偉庭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偉晉工程

偉納富集團發展有限公司 偉記 偉記(零售)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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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記百貨內衣店 偉記車行 偉記咖啡

偉記面包 偉記單車修理 偉記豬仔包

偉記豬仔飽 偉記豬仔飽茶餐廰 偉記豬仔飽茶餐廳

偉記燒味 偉記鮮果 偉記鮮果店

偉記鮮菓店 偉健有限公司 偉基魚欄

偉強餐飲有限公司 偉盛行 偉盛健興

偉盛健興美食 偉通膠輪 偉創盛有限公司

偉創盛有限公司.1 偉勝通訊 偉晴一人有限公司

偉發石油(澳門)有限公司 偉華貿易行 偉視光學

偉進車行 偉雯教育中心 偉順建築工程

偉業有限公司 偉業達貿易有限公司 偉業達電單車行

偉源酒業貿易有限公司 偉圖單車 偉圖單車 氹仔店

偉圖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偉圖運動用品有限公司.1 偉豪車業

偉豪傢俬建材有限公司 偉興廣潮福面食 偉龍室內外設計裝修

健力坊 健力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健民藥房

健生投資有限公司 健安小食店 健安藥房

健安藥房有限公司 健安藥房有限公司.1 健安藥房有限公司.2

健行旅行社 健行旅行社一人有限公司 健坊美容養生館

健坊養生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健明行 健威行

健威車行 健威體育用品 健思教育中心

健思教育中心2 健思教育有限公司 健盈藥房

健美花店 健拳工作室 健記粉麵

健偉水電冷氣工程 健健文具玩具城 健康人生咖啡

健康水之家 健康世界（粵港澳）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包餃掂

健康包餃掂.1 健康洗護用品 健康美食

健康美髮館 健康無鋼圈內衣 健康無鋼圈內衣.1

健康萊營養之家 健康概念 健康概念有限公司

健康維活 新康悅 健康維活.新康悅 健康維活‧新康悅

健強工程 健祥藥房 健祥藥業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健森綠色產品有限公司 健華魚蝦蟹欄 健華養和

健華藥行 健寧士多 健寧有限公司

健寧藥房 健豪玉蓮美容美甲店 健衛藥房(大三巴店)

健衛藥房有限公司 健輝記 健興五金

健興食品 健衞藥房(大三巴店) 健龍

偲宇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偲偲美容院 偶記

偶遇烘焙咖啡 兜兜 兜兜火鍋專門店

凰騰參茸行 凰騰參茸行.1 凰騰集團有限公司

凰騰蔘茸行 剪吧 剪超

剪髮 剪髮-盧九店 剪髮-龍園店

剪藝廊 剪藝廊 JIN S SALON 動力

動力拖車服務 動力創作及策劃 動尖房

動尖房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動物王國(亞洲)有限公司 動物生命診所有限公司

動物生命診所有限公司 (康樂樓) 動物生命診所有限公司 (通發大廈) 動物生命診所有限公司 (豪富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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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幸福一人有限公司 動森 動森設計

動漫食堂 動漫精品大集合 務實潔淨有限公司

務實潔淨技術有限公司 區少娣 區氏汽車零件服務中心

區佩群 區佩群-攤販-N/2241 區秉燦

區振慶-的士-24363 區偉一人有限公司 區壽成

區維亮-的士-12193 區澤林 叄·三烘焙

叄拾玖號蛋蛋 唯一 唯一 氹仔花城分店

唯一 東方明珠分店 唯一 海擎天總店 唯一小食

唯一婚禮工作室 唯一婚禮工作室有限公司 唯一專業美容中心

唯一專業美容中心(成都街) 唯一專業美容中心(信愉花園) 唯一專業美容中心(廣華新村)

唯一蔬菓園 唯一髮型屋 唯衣有限公司

唯亞 唯盈餐飲管理及顧問有限公司 唯美

唯美派美容護膚中心 唯美國際 唯美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唯愛寶貝 唯德堂中藥房 唯德燒烤美食

唯德蘇夫人姑中藥房 唯德蘇夫人姑中藥房有限公司 唯聽澳門聽覺及言語中心有限公司

商務中心 啊爆檸檬茶 問號工作室

啓光一人有限公司 啓昌有限公司 啓昌有限公司.1

啓楊有限公司 啓豐國際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 啟光雪糕廠

啟成睡衣 啟言英語教育中心 啟昌濠景咖啡室

啟信智能科技 啟星蒙特梭利教育 啟星蒙特梭利教育中心

啟迪園地督課中心 啟迪園地學童服務中心 啟迪鎮補習中心

啟泰洋服 啟能中心 啟基汽車零件行

啟康中心 啟善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啟智早期訓練中心

啟智學校 啟翔電單車行 啟華文具禮品便利店

啟進教育中心 啟奧一人有限公司 啟鋒物流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啟寶晶石 啟寶晶石有限公司 啡心咖啡烘焙一人有限公司

啡研咖啡 啡研咖啡科大店 啤仔記

啤度食品有限公司 啤酒先生咖啡廳 啤酒車

啤酒舖 啤啤市場策劃有限公司 圈圈美食

圈點設計製作 國力清潔有限公司 國王炸雞有限公司

國仕眼鏡 國民中藥房 國光百貨

國安物業(新世界2) 國安物業(新世界I) 國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行自由貿易有限公司 國昌企業發展 國昌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國明攝影 國度汽車有限公司 國度汽車維修中心

國英時裝 國泰 國泰娛樂有限公司

國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泰健康生活 國泰健康生活2

國泰參茸燕窩海味行 國泰參茸燕窩海味行.1 國泰集團有限公司

國泰裝飾五金 國泰藥房 國泰藥房(怡珍分店)

國泰藥房(花城2店) 國泰藥房(花城分店) 國泰藥房(海南分店)

國泰藥房(新城市分店) 國泰藥房Ⅲ 國泰藥房II

國泰藥房III 國泰藥房IV 國泰藥房VI

國泰藥業有限公司 國記粉麵廠 國記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國記鮮果貿易 國記鮮榨_氹仔碼頭店 國記鮮榨_渡船街店

第 138 頁，共 265 頁



國記鮮榨_漁人碼頭店 國記鮮榨果汁甜品 國記鮮榨果汁甜品（黑沙環）

國記鮮榨果汁甜品.1 國記鮮榨果汁甜品.2 國記鮮榨果汁甜品.3

國酒茅台 國健娛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國順行

國源有限公司 國滙珠寶錶飾有限公司 國滙錶行

國董車行 國董車行(連發大廈） 國董車行(興泰大廈）

國董車行.1 國達冷氣 國際人脈（澳門）有限公司

國際三瑜伽 國際百寶箱 國際百寶箱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國際車行 國際時計服務有限公司 國際時訊旅遊有限公司

國際海外升學服務 國際海外有限公司 國際煙酒
國際遊艇會(澳門)娛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藥房 國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國衛藥房有限公司 國興 國興貨車運輸

國興貿易行 國聯物業(合富) 國聯物業(合富188)

國聯物業(百利寶) 國聯物業(信和廣場) 國聯物業(海灣花園)

國聯物業(茵景園) 國聯物業(新駿成) 國聯物業(運順A座)

國聯物業(運順B座) 國聯物業(運順C座) 國聯物業(運順E座)

國聯物業(權昌御庭) 國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豐行有限公司

域多利貨運有限公司 域臣管理及投資有限公司 域思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培正中學 培記 培記五金電器行

培記魚店 培華行 培德健康素食館

培德健康素食館外賣 培優教學輔助中心 基本設計及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基地 基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基利安有限公司

基城建築裝飾材料 基城建築裝飾材料有限公司 基記

基記餅家 基記蔬菜 基域建築木器材料

基業大眾超級市場 基業大眾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

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 堂記鮮果 堅城傢俬

堅城貿易有限公司 堅射斬有限公司 堅記粉麵廠

堅記馳名台山豬腳薑 堅記鮮果 堅豪澳門工程有限公司

堅毅行(澳門)有限公司 堅毅行澳門有限公司 堅藝車行

堵志就 奢之舍 婆婆辣辣

婉倩小食店 婚慶坊 婚慶坊宴會策劃有限公司

婭希創藝 密西西比夫人 密利拿海鮮酒家

密利拿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密利拿莊園 密利拿莊園農業進出口有限公司

密密收代收店 密密搬 密淘代收

密淘代收(黃金店) 密運代收 密運運輸

密運運輸一人有限公司 將軍專業汽車美容 專尚教育中心

專深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專項器材 專業回憶工作室

專業洗衣 專業高爾夫澳門有限公司 專業商務中心

專業康健貿易有限公司 專業眼鏡 專業眼鏡.1

專業設計裝修 專業創造美肌 專業遊戲站有限公司

專業電腦店 專業電腦店.1 專業數碼

專業數碼遊戲站 專業髮型 專業髮型SALON PRO

專業燈飾公司 崇光洗衣舖 崇遠記有限公司

崔氏裝修工程公司 崔成記商店 崔銓良-的士-2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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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鳳琼 崔蕭蔡飲食有限公司 崗陵街荒字巷14,f

崧駿暉有限公司 崨策劃及顧問有限公司 帶來滿足有限公司

帶記海味 常美美容院 常記小館

常喜 常滿粥 常滿餐飲管理

常滿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常歡餐飲有限公司 康仁藥行有限公司

康仁藥行有限公司.2 康仁藥房 百利寶店 康氏懷舊雜貨有限公司

康民藥房 康民藥業有限公司 康禾貿易有限公司

康利涼茶 康玖道美容養生館 康玖道美容養生館一人有限公司

康來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康和小食 康和貿易有限公司

康和廣場第一座 康和廣場第二座 康妮髮型屋

康怡美食 康保有限公司 康保藥房

康城名髮屋 康城健康坊 康城窗簾布藝

康城燒臘美食 康城藥行 康美美容中心

康美動感地帶 康哥腸粉 康家老酸奶

康泰美食 康泰旅行社 康泰旅行社(澳門)有限公司

康泰酒店有限公司 康泰餐廳 康泰藥房

康納利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康記 康記小食店

康記小食店（平民店） 康記小食店(建華店) 康記玩具士多

康記腸粉 康記懷舊玩具店 康健生活藥房

康健專業管理 康健藥房(山頂店) 康健藥房(民安店)

康健藥房(永寧店) 康健藥房（永寧店） 康健藥房(筷子基店)

康健藥房筷子基 康域獸醫（氹仔店） 康域獸醫（路環店）

康域獸醫中心 康盛藥房 康斌偉貿易有限公司

康甯一人有限公司 康華 康華(順德)美食

康華美食 康華醫療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康華藥房

康源堂中藥房 康源超級市場 康源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康誠寵物醫療 康誠寵物醫療有限公司 康達大藥房有限公司

康達藥房 康僑教育有限公司 康寧貿易行

康滿藥房 康福藥業有限公司 康豪貿易行

康儀緬甸小食 康儀緬甸小食.1 康樂美容中心

康樂桌球室 康樂參茸海味行 康樂琴行

康賢小食 康橋教育中心 康黛美髮中心

張丹心-的士-19185 張少傑-的士-18452 張文良

張文革-的士-22544 張文遠-的士-22213 張月華

張永強-的士-20772 張玉珍 張玉祥

張生活 張仲好 張兆光

張兆光-攤販-N/2766 張汝忠 張宏裕

張宏裕-的士-19743 張志煌 張快蓮

張杏嬌 張佩珍 張姐記食坊

張林記咖啡 張俠川 張俠川-攤販-一樓-024

張春潔-攤販-I/70 張英敏-的士-26819 張家進-的士-26867

張記香燭紙料 張記粥面 張記粥麵

張記粥麵.1 張記製麵廠 張偉德-的士-1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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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生 張國柱 張國華

張崇偉-的士-28290 張雪玉心靈成長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張雪玲-的士-29841

張智東-的士-26000 張智聰-的士-24467 張華新

張黃氏有限公司 張媽味道 張達昌-的士-14795

張鈺基 張滿文-的士-22452 張漢基-的士-16998

張豪釗 張德山-的士-27892 張德誠

張潤泉 張潤泉-攤販-N/518 張歷權-的士-24950

張興隆 張鎮邦-的士-28500 張雙女-的士-17931

張躍龍-攤販-R/C-051 張權破痛油中藥廠 強人創意禮品中心有限公司

強哥廚房 強記 強記小食

強記火鍋情懷老店 強記牛雜麵 強記海鮮火鍋飯店

強記特色美食 強記粥粉麵食 強記菜欄

強記貿易行 強記電器維修 強記燒味

強記燒味美食 強記燒臘食品廠 強記鎖業五金行

強記雜貨 強輝士多 彗星咖啡

彗星咖啡有限公司 彩生隆 彩妝殿有限公司

彩姿髮型屋 彩虹水晶店 彩虹市集

彩虹屋時裝精品 彩虹美容美甲有限公司 彩虹美髮

彩虹理髮屋.2 彩虹髮型屋 彩虹髮型屋.1

彩虹攝影公司 彩香園咖啡食店 彩烘焙

彩蛋號 彩越便利店 彩楓行有限公司

彩霞藝術工作室 彩豐行 彩豐行(彩楓行有限公司)

彩藴美容化妝品 彪記腸粉美食 彪記腸粉粥麵專家

彬叔麵家 彬記美食 彬彬制服專家

彬彬美容護膚中心 得力僱傭 得利嘉貿易

得利嘉貿易有限公司 得偉車輛貿易有限公司 得勝西環安記

得勝花果園 得勝家 得勝家花城店

得援玻璃鏡業 得意屋 得撒花園

得撒美容化妝有限公司 得撒專業美容中心 得樂

得樂餐飲有限公司 得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得寶食府

得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從零之夾 御一品有限公司

御上食府 御元堂 御本髮堂

御田 御田屋 御匠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御匠創薈工程 御妝國際有限公司 御府

御東有限公司 御林國際有限公司 御林國際有限公司.1

御林國際有限公司.2 御亭 御前上茶

御品 御品坊有限公司 御品屋有限公司

御品酒窖 御品貿易行 御皇保健美容坊

御皇保健美容坊有限公司 御皇集團有限公司 御皇蟲草

御皇蟲草有限公司 御美甲美容店 御美有限公司

御美容 御美容美甲 御風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御姬 御峯車業有限公司 御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御剪坊 御旋國際有限公司 御梃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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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梃發展(亞洲) 御梃發展(亞洲)一人有限公司 御烽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御甜坊 御厨 御菓御品級水果坊

御華堂小食 御溫泉國際渡假酒店 御溫泉國際渡假酒店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御盞茗舍 御盞茗舍(澳門)有限公司 御酩酒業有限公司

御膳小食 御膳坊 御膳房

御貓公館 御龍昇酒吧 御龍宮西餐廳

御龍海鮮火鍋 御龍酒店 御龍酒店(澳門)有限公司

御龍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御龍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御龍寶中餐廳

御爵投資有限公司 御豐彩有限公司 御豐菜館

御瀛日本料理 御寶工程有限公司 御寶翡翠珠寶

御麟殿粵菜館 悠久外賣小食 悠久外賣小食店

悠花園 悠悅兒 悠茗棠有限公司

悠悠巷 悠游寶貝 悠然冰室

悠然居茶葉 悠藝產品有限公司 惜珍藏一人有限公司

惜食堂 惟珍二龍喉粥麵店 捨糖

捨糖有限公司 捲奇趣 捷成有限公司

捷成咖啡有限公司 捷利 捷利物流有限公司

捷能廚具設備有限公司 捷通數碼系統工程 捷通數碼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捷勝貿易運輸服務有限公司 捷盟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捷誠車行

捷運零件有限公司 捷達快運 捷達快運貿易有限公司

捷達電腦科技 捷購國際有限公司 捷鷹光學眼鏡

捷鷹光學眼鏡.1 捷鷹光學眼鏡建華分店 捷鷹光學眼鏡祐漢分店

掂水蔬果汁専門店有限公司 掂水蔬果汁專門店有限公司 掂啦零售批發貿易

掂檔 掏出精彩 排骨仔

掟掟樂 探索教育中心 探索號文化旅遊

接觸髮型工作室 接觸髮型工作室有限公司 接觸髮型工作室有限公司.1

接觸髮型有限公司 掽糖遊戲 敏姐海鮮魚枱

敏貞有限公司 敏悅花苑 敏捷物流配送

敏捷物流配送一人有限公司 敏智補習中心 敏舖子美容坊

救世軍(澳門) 敗家媽咪團購店 教主御品堂

晞晨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晞晨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晞晨補習社

晞晨補習社(二) 晞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晧昇有限公司

晧昇有限公司.1 晨宇商貿一人有限公司 晨暉一人有限公司

晨曦兒童音樂藝術 晨曦兒童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晨曦髮型屋

曹愛奇 曹樂萌律師事務所 曼巴理髮廳

曼克頓 曼谷餐廳 曼谷餐廳有限公司

曼菲雅投資 曼菲雅投資有限公司 曼詩時裝

曼潔美容院 曼聯 望月

望月烘焙,小食及飲品外賣小鋪 望月烘焙·小食及飲品外賣小舖 望善樓停車場

望廈陳記美食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 望賢樓停車場

梁三記貿易行 梁女 梁中-攤販-一樓-023

梁天祐 梁天祐-攤販-一樓-006 梁少芬

梁少豪 梁心有限公司 梁文泰-的士-2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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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日成-攤販-R/C-076 梁月玲 梁氏沙龍有限公司

梁氏裝修工程 梁氏裝修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梁平鮮魚

梁永健 梁永強 梁玉芳

梁玉珊 梁玉愛 梁立燊

梁兆恩 梁光記五金 梁光記百貨

梁光耀建築商 梁汝利 梁汝利-攤販-二樓2ANDAR-034

梁池長 梁君照-攤販-一樓-036 梁妙嫦

梁宏記 梁志明-攤販-地下-010 梁志珍

梁志偉-的士-23621 梁志強 梁志超

梁志雄-的士-24081 梁志聰 梁志權-的士-21709

梁快蓮 梁秀鳳 梁阮記有限公司

梁佩南-的士-23644 梁佩琼 梁佩琼-攤販-N/144

梁其森 梁卓培 梁宗記

梁忠 梁忠-攤販-N/520 梁昌榮

梁明 梁明立 梁明咖啡

梁炎雄 梁秉光-的士-16520 梁金好

梁金笑 梁金記 梁金燕-攤販-I/60

梁建民-的士-25939 梁建基 梁建基-的士-33210

梁建榮下環街市3樓06 梁建榮-攤販-N/2400 梁紀珍

梁美玲 梁美玲-攤販-N/2607 梁美美

梁英杰-的士-29025 梁貞霞 梁家偉-的士-24592

梁家輝-攤販-地下-051 梁容好 梁容妹

梁振光-的士-14383 梁栢棠-的士-18402 梁根華-的士-12681

梁桂芳 梁桂芳-攤販-N/287 梁浩東-的士-30828

梁海濤 梁祝萬-的士-22485 梁笑琼

梁記美食 梁財妹 梁偉康

梁偉紹-的士-23182 梁偉傑-的士-28455 梁偉華-攤販-N/8

梁偉楓-的士-28596 梁偉榮 梁偉榮-的士-23054

梁健球 梁健銘-的士-22167 梁健輝-的士-28920

梁啓文-的士-19625 梁國文-的士-24493 梁國瑛

梁國權 梁基記 梁淑改

梁淑琼 梁盛蘭 梁祥發-的士-21212

梁細粒 梁雪芬 梁朝俊

梁琼花 梁登明 梁華根

梁華康-的士-30112 梁詠輝-的士-24350 梁超雄-的士-25384

梁越鹏 梁越鵬-攤販-N/2080 梁雄

梁雄運鮮肉 梁雅廉 梁黃堃瑩-攤販-1 ANDAR-059

梁敬棠-的士-17599 梁溢洲 梁煒熙-的士-32724

梁葵培 梁嘉杏-的士-22359 梁嘉傑-的士-24330

梁嘉豪-的士-26476 梁碧兒-攤販-地下-102 梁維記有限公司

梁維記鮮魚 梁肇斌-攤販-N/1964 梁銀笑-攤販-N/1451

梁鳳群-的士-14783 梁劍波 梁廣相-的士-22701

梁德長 梁慧敏-攤販-地下-098 梁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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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潤記 梁潮記海味有限公司 梁銳雄-的士-31245

梁錦俊 梁錦記 梁錦連

梁錦棠 梁錦榮 梁錦輝

梁錦輝-的士-20817 梁錫偉 梁轉萍

梁鏡洪 梁麗巧 梁麗琼

梁麗賢 梁籍基 梅加拉瑪餅店

梅加拉瑪餅店一人有限公司 梅雪英 梅樹營

梓珊時裝 梓記牛什 梓園

梘好生活 梧桐 梧桐清潔

梧桐清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梨梨子日式健康快餐 梨梨恩貿易

梭利教育有限公司 梵思有限公司 梵爾空間設計裝修工程

涵美薈 涼皮姊妹風味小食 涼皮姊妹風味小食(澳門)

淇淇2美肌纖體養生中心 淇淇美肌纖體養生中心 淇陽美食

淇興五金機械行 淘之達人 淘之達人(就滿)

淘之達人(就滿B座) 淘之達人一人有限公司 淘多多物流代收

淘安居 淘安居貨運物流 淘安居貨運物流有限公司

淘伯伯代收 淘邦速運 淘妹豬代收

淘花島 淘金氹美食 淘客電商及物流

淘客電商及物流有限公司 淘格 淘匯貿易

淘點速運 淘寶代收 淘寶驛站

淘寶驛站 麻子街店 淘寶驛站(麻子街店) 淞意錶行

淥茶 淥淥淥 淥鼎記海鮮火鍋

淦樺汽車美容 淦樺汽車美容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淨月潭有機美容館

淨月潭美容美體 淨月潭美容美體有限公司 淨室內空氣治理工程

淨容室內環境優化顧問有限公司 淨能量科技 淨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深井陳記燒鵝集團有限公司.1 深巷子 深宵の角

深宵食堂 深記蔬菜(集團)有限公司 深燒食糖

深藝雲石工程 淳 淳再貿易有限公司

淳舍 淳舍一人有限公司 淳粹研作舍有限公司

淳鎂一人有限公司 淺深 淺深一人有限公司

添之裝修工程 添好運點心專門店 添有運 唯德店

添有運 廣福祥店 添有運(青洲店) 添有運美食(信廉花園)

添有運美食(建民) 添有運美食(建民樓) 添有運美食(泉豐樓)

添有運美食(美居商塲) 添有運美食(唯德花園) 添有運美食(逸麗花園)

添有運美食(濠江) 添有運美食(濠江花園) 添有運美食(羅白沙街)

添旺利集團有限公司 添旺利集團有限公司.1 添旺利集團有限公司.2

添旺利集團有限公司.3 添旺利集團有限公司.4 添美花木店

添記牛雜小食 添記行 添記花店

添記腸粉 添發肉枱 添發碗仔翅美食

添逸魚湯米線 添榮有限公司 添豐(澳門)專業乾洗有限公司

添豐海味工房 添寶珠寶金行 添囍企業有限公司

添囍咖啡美食 清拉金屋美食 清記

清記栗子 清酌一人有限公司 清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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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湯牛雜皇 清新教育研究協會 清道膚護理美容

清儀美容中心 清儀纖體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清邁美食

清邁泰 清邁泰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烹雲樓

焗飯皇 爽爽辣 牽手吧婚介

牽記茶檔 現代(澳門)駕駛學校 現代(澳門)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現代冷氣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現代家俬廣場 現代經典婚紗攝影

現代經典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現代補習中心 現代電腦

現代電腦有限公司 現在咖啡 球利果菜士多

球利鮮菓 球記 球記小食

球記五金 球記五金電器行 球記濠江春

球記鎖類五金 理安一人有限公司 理晴運動用品

理想家有限公司 理想家居有限公司 理想設計建築有限公司

理睛運動用品 瓶科技有限公司 甜一甜

甜一點 甜不甩甜品外賣專門店 甜心盒子

甜心寶貝母嬰用品 甜心寶貝母嬰用品專門店 甜姐兒

甜芯烘焙 甜品 甜品女皇

甜品店 甜思思餅店 甜香園麥師傅甜品

甜悅蛋糕外賣店 甜烘 甜甜小食

甜野甜品專門店 甜森小町烘焙有限公司 甜琳琳

甜琳琳一人有限公司 甜著幸福 甜媽媽產後護理中心

甜夢兒窗簾百貨 甜嫲嫲 甜蜜兒窗簾百貨

甜蜜時光 甜蜜園糖水專門店 甜蜜蜜

甜蜜蜜(黑沙環店) 甜蜜蜜(筷子基店) 甜蜜蜜咖啡美食

甜蜜蜜精品店 甜磨坊 甜點

甜點烘焙屋 甜寶貝專業陪月中心 甜馨生活百貨

畢浩傑-的士-33067 畢廣輝 畢鑑宏-的士-24670

異秀科技有限公司 盒子趣 盛元石獅美食

盛元冰鮮凍肉蔬菜 盛元貿易行 盛天中藥房

盛天飲食有限公司 盛世中藥房有限公司 盛世佛舍

盛世坤元有限公司 盛世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盛世旅遊有限公司

盛世教育中心 盛世教學輔助中心 盛世眼鏡有限公司

盛世眼鏡有限公司.1 盛世設施管理 盛世設施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盛世集團 盛世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盛世飲食集團有限公司.1

盛世飲食集團有限公司.2 盛世飲食集團有限公司.3 盛世飲食集團有限公司.4

盛世農業股份 盛世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盛世蓮華

盛世蓮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盛世輝煌 盛世輝煌文創發展有限公司

盛世藥房 盛世藥房(皇朝分店) 盛邦集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盛事 盛昌貿易行 盛昌興香莊

盛玥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盛品下環客家瀨粉 盛品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盛威夾萬(澳門)有限公司 盛宴環球食品 盛宴環球食品有限公司

盛時代 盛時代一人有限公司 盛海有限公司

盛記白粥 盛記白粥 台山店 盛記白粥 氹仔店

盛記白粥 雅廉訪店 盛記白粥 黑沙環店 盛記白粥 新馬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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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記白粥 筷子基店 盛記冷凍食品專門店 盛記凍肉食品店

盛記裝修工程 盛創工程有限公司 盛智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盛焰 盛隆貿易有限公司 盛隆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盛勤教育中心 盛勤補習社 盛匯貿易

盛源裝修工程 盛熙文化教育中心 盛億地產貿易有限公司

盛慶小食外賣有限公司 盛賢餐飲有限公司 盛興珠寶有限公司

盛豐行 盛豐美食 盛豐珠寶金行

盛豐參茸行 眷村阿嬤 眷村阿嬤&和古燒

眷村阿嬤國民網紅飯團 眼鏡.家 眼鏡88(澳門)有限公司

眼鏡店 眼鏡家 眼鏡堡

眼鏡廊 眾心工程有限公司 眾安藥房

眾信工程 眾溋(澳門)有限公司 眾廣澳汽車服務

眾樂樂 眾興行開記 眾聯合(澳門)

硏食餐飲有限公司 祥利香燭紙料 祥記

祥記小食 祥記小籠包 祥記生果

祥記行 祥記咖哩魚旦牛雜 祥記咖喱魚旦牛雜

祥記咖喱魚蛋牛雜 祥記素食 祥記電業行

祥記麵家 祥發教育有限公司 祥發鮮肉店

祥發藥房 祥隆菜欄 祥隆菜欄有限公司

祥德咖啡室 祥興士多 祥興五金漆油行

祥興號 祥興鐘表行 移動部落

窑雞皇 章容記書局 章魚小丸子

章魚王心魚 符碌燒 笨娜娜玩具

第12屆國際文化美食節 第21屆澳門美食節 第一太平 (濠尚6座)

第一太平 (濠尚7座) 第一太平 (濠尚8座) 第一太平戴維斯.濠尚第七座

第一太平戴維斯.濠尚第八座 第一太平戴維斯.濠尚第六座 第一城咖啡麵食

第一美食 第一美食外賣 第一站一人有限公司

第一教育中心 第一無國界料理 笹鮨日本料理

紮利 細蚊仔時裝店 細細鍋外賣專門店

細細鍋外賣專門店.1 紳士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紳陞工程有限公司

終身美麗專業美容中心 終身美麗專業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終極汽車一人有限公司

終點站有限公司 絆咖啡有限公司 統一通訊

羚羊有限公司 翊辰餐飲管理 翊辰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翊富電動車科技 翊富電動車科技有限公司 翌烽投資有限公司

翎晧有限公司 習藝 船王電業

船長泰國麵 船屋 船媽泰式美食

船媽泰麵 船澳巷櫃DOC 荳荳燒烤

荷里活餐廳有限公司 荷蘭園麵館 荼弄茶原

莆田煎包 莉迪詩瑜伽健美有限公司 莉娜

莉娜工作室 莉記雞鴨 莉婭模特兒培訓中心

莉婭模特兒培訓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莉莉按摩中心 莉雅美甲美睫沙龍

莉雅美容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莉雅美容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1 莉雅美容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2

莉雅美容中心 莊志豪 莊俊龍-的士-2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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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莊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1 莊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2

莊誠國際企業有限公司.3 莎瓦(澳門)有限公司 莎瓦澳門有限公司

莎莉娜美容中心 莎莉髮廊 莎莎化粧品有限公司

莎菲天然 莎菲天然(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莎嘉瑪塔有限公司

莎麗斯 莘玥美容 莘玥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莞驊行 莞驊行一人有限公司 莫扎特才能教育中心

莫扎特教育中心I 莫古屋 莫札特才能教育中心

莫札特教育中心 I 莫札特教育中心I 莫兆基

莫志堅-的士-22239 莫志德 莫長秀

莫振雄 莫健忠-的士-29479 莫喬

莫喬MOCHO 莫華強-的士-22187 莫進波

莫進波-的士-11407 莫照 莫義記

莫鳳玲-的士-15284 蛇仔明小食 蛋之佐

蛋之屋 蛋王子 蛋仔小茶

蛋四分 蛋蛋 蛋黃貨運有限公司

蛋舖 蛋糕速遞(氹仔店) 袋鼠王家居(澳門)

袋鼠王家居(澳門)有限公司 袙善汽車美容服務有限公司 覓.選物店

覓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覓咖啡 覓花

覓食小食 覓食有限公司 覓訊國際教育中心

設計風裝修事務所 設計風裝修事務所有限公司 設計家

許少奕-的士-21462 許立記 許立記食品

許妙珍-的士-33464 許志堅 許志堅-攤販-N/55

許服翠 許松光 許松光-攤販-2 ANDAR-018

許建好 許茂榮 許留山

許財貴 許偉賢-的士-29304 許棟良

許運香 許嘉誠 許嬋娟

許德發-的士-24067 許德榮 許德榮-攤販-地下-065

許樹忠-的士-21627 許樹晃-的士-26460 許錦文-的士-12870

許錦來-的士-26038 許願骨手工冷制皂 許願骨手工冷製皂

許耀剛詠春拳會 許艷華 豚將

豚將日本拉麵 豚將拉麵 豚將拉麵 (信譽名門)

豚將拉麵 (綠楊花園) 豚將拉麵(成業大廈) 豚將拉麵(信譽名門)

豚將拉麵（泉福新邨） 豚將拉麵(綠楊花園) 豚將拉麵(廣福祥)

豚將拉麵.1 豚將拉麵大三巴店 豚豚太郎

豚魔 軟綿綿 軟邏輯工作室

軟邏輯空間美學 軟邏輯空間美學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逐鹿工程有限公司

途明亞洲(澳門)有限公司 逗町 逗點咖啡

逗點咖啡.1 這間製作有限公司 通利琴行

通利琴行（澳門）有限公司 通利網絡科技 通訊科技網絡有限公司

通記魚欄 通發物流有限公司 通發商場櫃AYG005

通發專業滅蟲有限公司 通達汽車用品 通達汽車輪胎用品

速必達運輸貿易 速易杯珍珠奶茶小食 速易達

速泳游泳用品 速馬貿易 速馬貿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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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馬貿易一 速達貿易 速億電訊

速潔自動洗車便利店 速龍代收 速購網絡有限公司.1

速購網絡有限公司.2 速寶科技有限公司 造白一人有限公司

造白美學館 造型髮型設計 連記百貨內衣

連傑參茸雜貨 連勝咖啡 連勝風行咖啡美食

連勝風行咖啡美食(明洲大廈) 連勝風行咖啡美食(花城分店) 連勝街68,d

連勝街68號D 連順成麵食店 連順咖啡麵小食

連錦程 郭大祥 郭少康

郭少梅 郭文輝 郭文輝-的士-19493

郭四妹 郭玉媛 郭玉媛-攤販-N/1134

郭兆輝 郭有妹 郭老爺小吃部

郭老爺小食部 郭志強-的士-23137 郭亞容

郭金福-的士-24303 郭振榮-的士-13864 郭偉文-的士-24024

郭偉榮-的士-18240 郭培時尚藝術館 郭雪儀

郭雪儀-的士-31244 郭富裕 郭源

郭練君-的士-29115 郭養熙-的士-25765 郭錦雄-的士-29528

郭觀雄 都可炸雞牛雜 都可炸雞牛雜（祐漢）

都市一族有限公司 都市沙律 都市髮廊

都炳達-的士-23319 都會世界娛樂 都會世界娛樂有限公司

都寧 都寧汽車用品服務有限公司 都駿電動車

野比燒 野豬小食 釣波波

釧路刺身丼 陪你咖啡(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陳子揚-的士-23200

陳友貞 陳天然建築商 陳少梅

陳少蓮 陳文玻璃鏡業 陳文飛

陳文浩-的士-24875 陳文廣-的士-27923 陳文龍-的士-32435

陳月英 陳月興 陳氏建築材料

陳仔小食 陳付珍-攤販-N/2683 陳巧妍-的士-27677

陳平仙 陳平仙-攤販-N/1671 陳平珍-的士-17278

陳平裝修工程 陳永奕-的士-26463 陳永紅-的士-28509

陳永德 陳玉泉記咖啡美食 陳玉貞

陳玉儀 陳玉儀-攤販-N/2670 陳玉霞-攤販-N/1126

陳立志 陳仲添 陳仲添-攤販-1ANDAR-010

陳光 陳光記(外賣店) 陳光記(氹仔外賣店)

陳光記-高士德分店 陳光記飯店 陳成

陳妙珊-的士-20920 陳宏業-的士-23076 陳志江

陳志江-的士-18244 陳志坤 陳志強

陳志斌-的士-29112 陳志榮 陳沛倫

陳佩珊 陳初升-的士-23878 陳卓均-的士-15535

陳卓蓮 陳忠生-的士-27402 陳忠泰

陳昌維 陳明金一人有限公司 陳明金基金會

陳明照-的士-11437 陳東梅 陳東連

陳金松-的士-10174 陳金彩 陳金彩-攤販-N/2652

陳俊杰-的士-28645 陳俊華-的士-29678 陳恆-的士-1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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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健 陳恆健-的士-25946 陳柏明

陳炳記 陳炳記五金有限公司 陳炳記電器

陳秋香-攤販-N/2856 陳英芹 陳家亮-的士-25568

陳家偉-的士-23929 陳家聲-的士-27002 陳容桂

陳庭昌-的士-27182 陳悅歡-攤販-地下-057 陳振全-的士-17838

陳振宇-的士-23611 陳振鵬-的士-24478 陳振耀-的士-11902

陳振權 陳振權-攤販-N/1122 陳效記五金漆油行

陳海銓-的士-10762 陳祖鴻-的士-33370 陳素琼

陳記 陳記小食 陳記牛雜

陳記良品 陳記美食 陳記燒味

陳記燒鵝 陳記鐘錶金行 陳偉杰-的士-26119

陳偉東成衣百貨 陳偉東-攤販-N/659 陳偉強-的士-18107

陳偉雄 陳偉鋒-的士-27369 陳偉龍

陳偉龍-的士-16475 陳健平 陳健彬-的士-18083

陳啓康-的士-24527 陳國成-的士-22854 陳國強

陳國欽-的士-21911 陳國華-的士-27452 陳培坤

陳彩坤 陳彩蓮 陳敏怡-攤販-地下-030

陳敏青-攤販-N/1941 陳梅妹 陳淑芬

陳添友-攤販-地下-038 陳添洪-的士-22355 陳連滿

陳勝記飯店 陳堯記菜欄 陳富山-攤販-N/2935

陳富云 陳富云-的士-27207 陳惠玲-的士-28768

陳惠蘭 陳惠蘭-攤販-N/359 陳斌

陳智華 陳程浩-的士-28135 陳結興

陳華 陳開成 陳開枝

陳開記魚類 陳愛蓮 陳新和

陳新娣 陳楚儉-的士-18131 陳煒龍-的士-33011

陳煥好 陳照先 陳照先-攤販-地下-050

陳瑞琼 陳瑞琼-攤販-N/2304 陳群歡

陳群歡-攤販-N/2576 陳義記水喉潔具有限公司 陳義記廚櫃有限公司

陳達康-的士-25595 陳達源 陳達源-攤販-N/526

陳靖偉 陳嘉明-的士-21853 陳嘉誠-的士-20497

陳嘉銘-的士-28949 陳榮姬 陳榮富

陳漢盛 陳漢盛-攤販-N/155 陳漢章

陳碧雲 陳維俊-的士-29822 陳肇騏-的士-23580

陳銀娣-攤販-N/2695 陳銀霞 陳銀霞-攤販-N/1370

陳銘 陳銘峰 陳銘業-的士-22681

陳鳳儀 陳鳳儀-攤販-N/2630 陳德偉-的士-10214

陳德愉-的士-16209 陳德嬋-的士-27815 陳標

陳標-攤販-N/244 陳潤東 陳潤傑

陳衛安-的士-20438 陳澤銘-的士-33350 陳燕芬

陳衡記 陳衡記凍肉食品 陳衡記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陳衡記凍肉超市 陳錦海-的士-29477 陳錦棠

陳錦銓-的士-18230 陳錦鴻 陳錦蘭-攤販-地下-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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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權-的士-11817 陳龍翔-的士-29570 陳鍚祺-攤販-R/C-037

陳霞嫻 陳麗新 陳麗群

陳騰晃 陳騰晃-攤販-N/1430 陳權記建築材料

陳艷芳 陳觀好 陳觀蘭

陶比貿易(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陶舍 陶研陶藝工作室

陶香居酒家 陶香居酒家有限公司 陸月霞

陸仟甜品 陸宇偉-的士-28450 陸舟餐廳

陸叁貳捌有限公司 陸捌首飾 陸捌首飾設計工作室

陸捌首飾設計工作室有限公司 陸記粉麵小食 陸啟財-的士-32509

陸楊創意 陸嘉偉 陸維記小食

陸豪然-的士-26636 陸慶投資有限公司 陸養旌燕窩參茸海味

陸養旌燕窩蔘茸海味 陸顏芳 陸蘭花

雀仔園小販區05檔 雀仔園生果小販 雀仔園街市15

雀仔園街市N2710 雀仔園街市小販11號 雀仔園街市小販區02

雀仔園街市小販區03 雀仔園街市小販區12 雀仔園街市小販區22

雀仔園街市小販區24 雀仔園街市地下008 雀仔園街市地下014

雀仔園街市地下020 雀仔園街市地下026 雀仔園街市地下R/C-015

雀仔園街市地下R/C-034 雀仔園超級市場 雀仔園週邊小販19號

雪之可麗露 雪之美專業美容中心 雪天使美麗世界一人有限公司

雪玄靚健美產品 雪玄靚健美產品有限公司 雪肌化妝品店

雪利斯薄脆 雪茄客 雪茄客煙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雪茄洞 雪域有限公司 雪球餅店

雪絨花有限公司 雪蓮生態保養中心店 雪糕時裝

雪糕時裝一人有限公司 雪瀅美容中心 雪藍藝術工作室

雪藍藝術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頂好投資管理 頂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頂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1 頂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 頂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3

頂好海鮮火鍋飯店 頂好海鮮火鍋飯店(金輝大廈) 頂好海鮮火鍋飯店(樂駿盈軒)

頂好貿易行 頂尖有限公司 頂尖補習中心

頂級格鬥用品批發 頂曜國際有限公司 魚子店

魚工坊 魚之戀水族館 魚仔燒

魚民樂水族 魚你見面 魚家菜館

魚遇工作室 魚樂坊 魚鮮生

魚鮮生水產市場 魚鮮生水產市場有限公司 鳥飲食文化

鳥飲食文化一人有限公司 鹿兵衛居酒屋 鹿見沙拉

麥口(澳門)有限公司 麥口咖啡烘焙食品廠 麥月比薩

麥月比薩有限公司 麥田 麥田(基恆大廈)

麥田(環宇豪庭) 麥田官也街店 麥田泉鴻花園店

麥志容 麥志容-攤販-3 ANDAR-013 麥秀珠

麥廸科技有限公司 麥欣華 麥恬咖啡

麥炳權 麥炳權-攤販-一樓-073 麥時利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麥桂好 麥茵茲有限公司 麥茵茲醫學美容診所

麥記化州牛雜 麥記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麥兜燒味

麥務寅 麥國榮 麥媚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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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惠英 麥惠連-的士-11655 麥棣華-攤販-N/1160

麥琦薇(澳門)有限公司 麥琦薇(澳門)有限公司.1 麥結勝

麥雅麗 麥煥連 麥煦照-的士-11652

麥當娜(沙欄仔)麵包西餅店 麥當娜西餅麵包 麥當娜餅店

麥當勞 麥達平 麥嘉明-的士-24008

麥嘉誠 麥嘉麗 麥嘉麗下環街市072號

麥嘉麗-攤販-一樓-072 麥廚房 麥廚房有限公司

麥廣文-的士-25926 麥摩斯企業有限公司 麥錦堂

麥轉好 麥麗琴 麻子台式小食

麻小辣 麻匠 麻吉滿堂

麻拉茶舍 麻將 麻麻誘惑

麻辣小魚 信虹花園 麻辣小魚 培基大廈 麻辣川

麻辣干撈王 麻辣先生 麻辣怪燒烤

麻辣波波 麻辣金燒 麻辣客棧

麻辣英雄 麻辣英雄重慶老火鍋 麻辣英雄飲管理有限公司.1

麻辣英雄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麻辣教師 麻辣無情

麻辣無情 大堂店 麻辣無情（沙梨頭店） 麻辣無情（黑沙環店）

麻辣無情重慶小面 麻辣無雙 麻辣無雙 氹仔店

麻辣無雙（慕拉士店） 麻辣無雙氹仔店 麻辣誘惑

麻辣橫町 麻辣魔王 傅志雲-的士-11661

傅紹修-的士-28435 傑斗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傑出飛鏢
傑出清潔顧問（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傑成貿易有限公司 傑克髮廊

傑信貿易 傑思國際教育中心 傑思國際教育中心(II)

傑海有限公司 傑記茶餐廳 傑進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傑順咖啡小食 傑詩有限公司 傑澳企業

傑澳鞋業貿易商行 凱中華駕駛學校 凱天飲食有限公司

凱禾科技 凱禾科技有限公司 凱辰智能科技設計裝修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凱東企業 凱東企業有限公司 凱欣補習社

凱知樂(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凱星娛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凱峯魚湯米線

凱峯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凱峯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1 凱悅國際貿易

凱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1 凱茵貿易行 凱基魚欄

凱康淨水設備 凱康淨水設備一人有限公司 凱旋門酒店

凱旋門停車場 凱旋門發展有限公司 凱旋桑拿

凱旋軒 凱旋廊 凱旋鮮奶美食

凱旋禮品店 凱發國際貿易 凱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凱發體育用品 凱發體育用品(高士德大馬路) 凱撒酒窖

凱撒高爾夫 凱撒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 凱鍵汽車有限公司

凱瓏文化旅遊 凱瓏文化旅遊及發展及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凱儷有限公司

凱權貿易有限公司 凱權貿易有限公司.1 創工作室有限公司

創天有限公司 創天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創成文具貿易行

創行科技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創亨凍肉食品 創作坊

創作創意有限公司 創利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創利飲食集團有限公司.1

創利電訊 創見大藥房 創昇國際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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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昇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創明建築工程 創明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創思有限公司 創思藝術 創施設計裝修工程有限

創施設計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創科園教育中心 創科領地廣告有限公司

創美LED照明 創峰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創健坊

創啟建築工程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創啟教育中心(2社) 創啟督課中心

創啟督課中心 (2社) 創啟督課中心2 創域有限公司

創康投資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創盛恒工程有限公司 創造者

創頂峰餐飲有限公司 創傑工程有限公司 創媒市場策劃有限公司

創富 創富飲食集團 創富飲食集團.1

創富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創富飲食集團有限公司.1 創富萬福餐飲管理

創富萬福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創智集團有限公司 創發車行

創發咖啡美食 創發潮洲飯店 創發餐飲有限公司

創華居家具用品 創逸清潔環保有限公司 創傲體育

創意24一人有限公司 創意24便利店 創意光點

創意光點有限公司 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創意果實有限公司

創意思維發展有限公司 創意音樂藝術培訓中心 創意烘焙工作坊

創意軒海鮮蒸氣火鍋有限公司 創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創意廊 創意蜂 創意裝修工程

創意電訊 創意領域 創意領域飲食集團

創意領域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創意領域飲食集團有限公司.1 創新工業服務有限公司

創新中學 創新者 1 創新者 10

創新者 2 創新者 3 創新者 4

創新者 5 創新者 6 創新者 7

創新者 8 創新者 9 創新者車輛服務

創新者車輛服務管理 創新者車輛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創新專業汽車美容中心

創新業美容有限公司 創新電腦 創新數碼

創新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創楓汽車有限公司 創業天地

創滙集團有限公司 創盟餐飲有限公司 創誠貿易

創誠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創維3店電業行 創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創澳集團有限公司 創澳集團有限公司.1 創興企業有限公司

創興企業有限公司.1 創薈軒有限公司 創藝教育中心

創藝裝修工程 創藝髮型 創懿思文化藝術傳播

創懿思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勝宇科技通訊行 勝利五金

勝利五金 (祐添大廈) 勝利五金 (廣興大廈) 勝利五金(美景花園)

勝利五金(祐添大廈) 勝利五金(廣興大廈) 勝利五金.1

勝利五金1 勝利車行 勝利茶餐廳

勝男家 勝言堂 勝言堂督課中心

勝里 勝里日式炸豬扒 勝和電器澳門有限公司

勝昌紙料什貨 勝盈體育服裝及用品店 勝美環球貿易

勝美環球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勝記 勝記水產

勝記布拉腸 勝記肉枱 勝記咖喱麺家

勝記咖喱麵家 勝記家禽 勝記雜貨

勝記麵包 勝記麵包專門店 勝將服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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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淘物流 勝淘物流（信託店） 勝淘物流.1

勝淘物流.2 勝景冰室 勝景冰室有限公司

勝發酒業貿易有限公司 勝發麵食 勝隆商行

勝誠咖啡室 勝興駕駛學校 勝興駕駛學校管理有限公司

勞巧嬋 勞協華 勞協華營地街市43VQ

勞協華-攤販-N/974 勞拉造型一人有限公司 勞春笑

勞校中學出納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出納 勞校中學附屬幼稚園

勞澤垣 博士文具 博士文具.1

博士文具.2 博士文具.3 博士文具.4

博士文具.5 博士文具.6 博士文具.7

博士文具.8 博士翻譯有限公司 博文教育中心

博文教育中心 II 博文教育中心.1 博多一碗

博多一碗有限公司 博奕速遞 博奕速遞(下環店)

博奕速遞有限公司 博弈速遞有限公司 博思教育中心

博思教育中心2 博思教育顧問 博思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博恆教育中心 博派共享辦公室 博派共享辦公室有限公司

博美社 博迪教育中心 博益環亞有限公司

博航創作有限公司 博航創作有限公司.1 博郢集團有限公司

博彩業職工之家 博菲彩妝造型有限公司 博雅英語教育中心

博雅啟智教育 博雅啟智教育中心 博雅啟智教育中心2

博雅啟智教育有限公司 博奧洋行 博維資訊系統有限公司

博聞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博潤文化傳播 博潤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博學生 博學生學童接送中心 博邁留學諮詢

博禮教育中心 博藝貿易行 博藝藝術教育中心

博譜科技 博譜科技網絡有限公司 博譜科技網絡有限公司.2

啫喱美容美甲 啫喱御花園 善溢美容有限公司

喇沙 喚醒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喜8

喜8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喜上眉梢 喜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喜之果 喜地張辣辣 喜兒小食店

喜威燒腊美食 喜思悅有限公司 喜洋洋

喜盈樓 喜相逢 喜相逢 信譽名門

喜相逢 南新 喜相逢 極上炸雞 喜相逢/極上炸雞

喜家美食 喜悅 喜悅子

喜悅果之店 喜悅屋 喜悅美容中心

喜悅軒 喜悅無限美肌專業中心 喜悅閣@旅遊塔站

喜茶 喜記小食 喜記果欄

喜記雲吞麺 喜記雲吞麵 喜馬拉雅屋

喜馬拉雅屋 氹仔店 喜馬拉雅屋 澳門店 喜馬拉雅屋有限公司

喜馬拉雅屋快餐 喜馬拉雅屋貿易行 喜堂

喜喜千層 喜喜美食 喜順回收癈品

喜粵8號 喜粵8號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喜運珠寶

喜運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喜樂 喜緣婚介

喜蓮咖啡 喜蓮咖啡外賣專門店 喜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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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髮廊 喜臨門 喜臨門麺家

喜寶寶嬰幼兒用品 喜寶寶嬰幼兒用品有限公司 喬木衣櫥

喬木衣櫥有限公司 喬安一人有限公司 單HAIR

單色生活有限公司 單車仔汽車服務維修 單車仔汽車服務維修中心

單品咖啡 (SO) 單品咖啡城大店 單眼皮茶記

喵卡泰式奶茶 喵耳堂 喵助驛站

喵淘站 喵淘站(白鴿巢分店) 喵淘站(信廉花園站)

喵淘站(新橋大豐) 喵淘站(新橋大豐站) 喵淘站(聖心站)

喵淘站(灝景峰站) 喵淘站灝景峰站 喵盒

喵逗咖啡 喵喵泰式小食 喵喵燒

喵嗚寵物店 圍威餵小食 堡密思咖啡

堡密思美容中心 堡壘玩具屋 堡豐有限公司

堤岸越南特式美食 堤岸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堯日

壹玖捌貮1982小食 壹玖捌貳1982小食 壹佰分生活

壹佰分生活藥房 壹金福海鮮火鍋城 壹品生活

壹品薈 壹星澳達瀾玩具 壹皇朝集團有限公司

壹美容護膚中心 壹壹沙龍 壹間花舍

壹間花舍有限公司 壹間花舍有限公司.1 壹隅有限公司

壹盞茶社 壹碗 壹號公館

壹號公館-阿二靚湯 壹號汽車護理 壹號盈利酒吧會所

壹號盈利酒吧會所有限公司 壹號美食 壹號湖畔 ONE CENTRAL

壹零壹 壹劃 壹劃有限公司

壹廚房 壹燕糖甜品 壹優髮型屋

壹優髮型屋有限公司 壹濠有限公司 壹藝術教育中心

壹藥房 婷屋 婷屋美容精品

婷婷社交動力學國際約會顧問 婷婷美容皇朝店 婷婷美容海名居店

婷婷美容盧九店 婷婷美容濠景店 婷婷美容護膚中心

婷婷美容護膚中心(東南亞花園) 婷婷美容護膚中心(海名居) 婷婷美容護膚中心(樂富大廈)

婷婷美容護膚中心(濠景花園) 婷婷時裝 媓堡科研美肌

媓堡美容有限公司 媚月女紅 媚哥酸辣粉美食

媚哥餐飲集團 媚哥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媛姐糖水

媛媛時裝 富力食品廠 富力康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富友有限公司 富世飲食有限公司 富仔酸辣粉

富仕葡式美食 富仕葡式美食(樂駿盈軒) 富仕葡式美食.1

富仕葡式美食氹仔店 富仕葡式美食雀仔園店 富仕觀賞魚

富生蜂蜜園一人有限公司 富生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富田鞋店

富田鞋業 富安瓷器 富安瓷器有限公司

富成便利店 富有創意娛樂有限公司 富利來藥房

富利咖啡屋 富利恆有限公司 富利華

富宏凍肉食品貿易行 富邦科技及貿易百貨 富邦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富來手信 富來美食 富爸爸俱樂部

富城珠寶金行 富城賓館 富皇珠寶鐘錶金行

富美健 富美健（澳門）發展有限公司 富美健(澳門)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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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苑燒味茶餐廰 富苑燒味茶餐廳 富容裝修工程

富容裝修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富時貿易(澳門)有限公司 富格斯教育中心

富浤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富茵有限公司 富託物流貿易

富託物流貿易有限公司 富記 富記小食

富記魚欄 富記粥品 富記貿易有限公司

富記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富記燒臘小食 富域文儀器材

富康食品有限公司 富康藥房 富強汽車服務中心

富強車行 富莉(澳門)有限公司 富創得工程有限公司

富壹 富景咖啡美食 富景珠寶

富湶行時裝 富華咖啡麵食 富華美食

富華美食.1 富華珠寶金行 富華酒店

富華酒店有限公司 富華裝修工程 富華鮮果士多

富萊姿一人有限公司 富貴門海鮮酒家 富貴傢俬城

富貴飲食之家 富逹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富新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富業地產貿易行 富業電腦 富楹貿易

富楹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富源空運貿易公司 富源珠寶三盞燈店

富源珠寶利發樓店 富源珠寶金行 富源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富源珠寶柏麗花園店 富源珠寶祐漢店 富源珠寶高士德106店

富源珠寶高士德店 富源珠寶連勝馬路店 富源珠寶提督馬路店

富源腸粉粥美食 富源裝修工程 富運咖啡餅食店

富運泰來貿易有限公司 富達汽車有限公司 富達旅遊澳門有限公司

富達櫃FUT 富榮時裝牛仔褲 富榮時裝店

富榮蔬果 富豪吧 富豪皇宮娛樂有限公司

富豪海鮮酒家 富豪酒店 富德汽車用品

富機有限公司 富穎(澳門)商貿有限公司 富濠有限公司

富臨軒 富薈 富薈名鮑

富瀛食品有限公司 富藝裝修工程 富譜集團有限公司

富麗皮鞋 富麗福首飾 富寶

富寶佛具紙料 富寶咖啡麵食 富權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富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尊尚有限公司 尊尚美肌中心

尊尚教學輔助中心 尊品有限公司 尊美雅集

尊美雅集美容 尊美雅集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尊美雅集美容一人有限公司.1

尊珠寶鐘錶 尊珠寶鐘錶一人有限公司 尊壹藏品

尊翔旅遊有限公司 尊貴水療 尊榮汽車交易

尊優食品有限公司 尋味古早烘焙 尋味順德

尋味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尋味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1 尋覓古早味手作蛋糕

尋覓味道 尋寶 尋寶淘

尋寶淘2 尋寶淘一人有限公司 尋寶淘二

尋寶莊 就敢火鍋 就敢火鍋一人有限公司

崴文有限公司 嵐 嵐 和食外賣店

嵐天獸醫中心 嵐天獸醫中心有限公司 嵐軒美容中心

嵐軒養髮美容 嵐商有限公司 嵐晴屋

嵐櫻日式料理 彭大 彭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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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海豐-攤販-地下-089 彭偉杰-的士-24200 彭清梅-的士-21490

彭廚澳門旗艦店 彭韓玉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惠月手作烘焙 惠比壽 惠佳飾容車行

惠明鞋店 惠美佳餅店 惠美佳餅店 工匠街店

惠美佳餅店 盧九街店 惠美壽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惠海旅遊有限公司

惠隆鮮果薈 惠愛手作車業 惠愛手作車業用品專門店

惠澳百貨超市有限公司 惠澳科技有限公司 惠澳科技有限公司.1

惠霖中藥房 惡魔谷 惡魔雞排

愉悅坊養生美容館有限公司 愉愉花園 愉景分店

愉閱屋 愉麗堂有限公司 愉鶴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愉鶴教育集團有限公司.1 掌萌人 揀道具

提升卡拉OK 提升卡拉OK及酒吧 提督(紅)街市地下105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15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23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32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33攤位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34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35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87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88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98

提督(紅)街市地下R/C-109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99 提督(紅)街市地下RC-105

提督半島 提督紅街市地下 008 提督紅街市地下004

提督紅街市地下032 提督紅街市地下040 提督紅街市地下045

提督紅街市地下049 提督紅街市地下057 提督紅街市地下061

提督紅街市地下070 提督紅街市地下074 提督紅街市地下081

提督紅街市地下093 提督紅街市地下102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19

提督紅街市地下R/C-086 提督紅街市花園仔046 提督紅街市花園仔J014B

提督馬路108D 提督馬路分店 提督街市一樓18號

提督街市地下003 提督街市地下024 提督街市地下027

提督街市地下035 提督街市地下038 提督街市地下062

提督街市地下087 提督街市地下088 提督街市地下101

提督街市地下109 提督街市地下116 提督街市地下R/C-101

提督街市花園仔J.-041 提督街市花園仔J21 提督街市花園仔J38

提督電業行 揚一達養生水有限公司 揚州專業美容美甲坊

揚灝盈企業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揚灝盈企業澳門一人有限公司.2 揾食小食店

揾啖食 敦仁書院有限公司 敦仁書院有限公司.1

敦仁補習中心 敦仁補習中心3 敦行補習社

敦煌雅閣茶餐廳 斌記咖喱麵食 斌記海味

斌記海味有限公司 斌記海味雜貨 斌記粥面

斌記餃子•點心手作 斌記雞鴨 斑蘭印尼小食

斯沃琪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斯得斯文化傳播 斯莉時裝

斯覓克 斯凱奇 斯慕奇

普月館 普利金一人有限公司 普里摩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普善餐飲管理 普善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普善齋

普善齋(提督店) 普善齋提督店 普惠通信

普惠通信有限公司 普惠通信有限公司.1 普斯水晶

普斯初心手作 普德發貿易有限公司 普濟禪院(觀音堂)僧侶慈善會

景生有限公司 景生表行 景冠毛冷衣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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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禹發展有限公司 景美好環保有限公司 景記鐘表廊

景記鐘錶 景盛珠寶 景然棧

景隆咖啡 景瑜魚枱 景達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景鈿電訊 景輝磚業 景興珠寶金行

景頤時裝店 景濤葡國餐廳 景鴻

景鴻家電 景鴻家電營銷中心 景豐大藥房

景豐屋宇管理.中裕大廈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永富閣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金龍樓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海怡花園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凱旋居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愉景花園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華寶商業中心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新華大廈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澳地濠庭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澳華大廈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鴻運閣線下 景豐屋宇管理有限公司.線下

晴 晴子一人有限公司 晴天小食

晴和小館 晴咖啡 晴怡軒

晴朗手作無辣不歡麻辣燙 晴軒創作教育中心 晶州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晶亮清潔一人有限公司 晶品潮玩有限公司 晶盈軒花店

晶美美容院 晶記餅家 晶彩貿易行

晶晶服裝百貨 晶晶美容 晶晶美容健美院

晶晶時裝 晶森 晶華珠寶

晶輝燈飾 晶藝首飾 晷匠時尚設計有限公司

智多星教育中心 智多寶貿易有限公司 智城髮型屋

智威科技有限公司 智研教育補習中心有限公司 智研補習中心

智迪科技顧問一人有限公司.1 智能生活設計 智能生活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智能裝修工程 智能養生中心 智高車行

智健商貿有限公司 智盛旅遊有限公司 智通數碼

智匯教學輔助中心 智匯創意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智匯貿易

智匯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智愛補習中心 智愛補習中心(二社)

智暉教學輔助中心 智源有限公司 智碩教育中心

智德教育有限公司 智慧小博士督課中心 智慧星

智慧星教育有限公司 智慧補習中心 智樂進修教育中心

智樂補習中心 智穎進修教育中心 智寶童裝百貨

曾文傑-的士-25111 曾仕強 曾本飛-的士-14902

曾永康-的士-23251 曾永富-的士-22877 曾更妹

曾沃考 曾沃孝-攤販-1ANDAR-012 曾沃孝-攤販-一樓-009

曾明光 曾建強-攤販-N/2621 曾偉森-的士-20048

曾啟華 曾惠愛 曾超良

曾德如 曾德望 曾耀彤-的士-27862

最佳10品(澳門)有限公司 最佳十品貿易及項目策劃一人有限公司 最佳十品貿易項目策劃

最佳食品有限公司 最香餅家 最香餅家手信有限公司

朝日烘焙 朝日烘焙(泉亮店) 朝翃(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朝陽洗車行 朝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朝霧

朝霧餐飲管理 朝霧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棉一人有限公司

棉蘭天皇燕窩棧 棋人音樂工業有限公司 棋人娛樂

棋人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棟樑貿易行 棠飛健康有限公司

棠記 棠記小食 棠記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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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記美食 棠記餅家 棠記餅家 

棠記雞鴨 棧記廚房 森力鋒裝修工程

森力鋒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森山咖啡貿易有限公司 森川專業園林及工業安全設備有限公司

森之繪藝術教育中心 森巴 森月

森月.1 森月.2 森月食品超級市場

森月烘焙6226 森月貿易行 森肌專業美容中心

森林瑜珈教育中心 森林瑜珈教育中心II 森林瑜珈教育中心III

森采美生物科技 森思有限公司 森柏美容

森美車行 森美家園環保工程 森美髪型屋

森美髮型屋 森美寵物 森島國際有限公司

森島選物 森記小食 森記肉枱

森記行 森記冷氣工程 森記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森記咖哩 森記咖喱 森記建築材料

森記美食 森記菜欄 森健汽車美容服務中心

森悠 森甜小町烘焙有限公司 森淼工作室

森然美食 森琳 森夢

森夢工坊 森夢工坊烘焙有限公司 森夢工房烘焙有限公司

森榮咖啡美食 森髮之部 森藝設計工作室

森藝設計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棽莜日本料理 植作茶

植豆動畫 植豆動畫一人有限公司 植風生活有限公司

植藝所 植耀祺 款款格仔店

淼渺有限公司 渝天府 渝都

渝豐菜館 渝豐餐飲及管理 渡安娜店

渡船台1-3,m 渡船街CACAO 渡船街N/2683

渡邊寵物有限公司 渢料理 渢盛有限公司

温娜 温家(聖心區)接送中心分社 温家補習中心

温家補習中心III 温暖沙拉 測試便利店

測試餐飲 渭記汽車維修 港珠澳旅遊有限公司

港野油渣麵 港澳平台信息科技 港澳平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港澳利源堂中藥房 港澳長盈有限公司 港澳匯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港澳滙電子商務 港澳電訊有限公司 港澳德興火煱海鮮酒家

港澳德興火鍋海鮮酒家 港灣火鍋海鮮酒家 游衍創作設計工作坊

游泰號 游樂寶寶有限公司 游戲攤位

渼味軒咖啡麵食之家 渼信貿易有限公司 渾蛋小食

湄公河金邊粿條 湖北美食牛雜串串香 湖北美食快餐牛雜串串香

湖北特色美食 湖概念設計工程 湘子咖啡

湘子咖啡.1 湘川苑 湘川苑小食

湘川苑菜館 湘川館(氹仔店) 湘川館(關閘店)

湘川館酸辣粉 湘之味菜館 湘巴滷

湘美學 湘渝美味小吃 湘鄂情

湘滿園菜館 湘贛園 湛一人有限公司

湛記傢俬 湛貿投資有限公司 湩意

湩意一人有限公司 湯之麵有限公司 湯氏兄弟電子產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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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臣教育中心 湯臣教育中心II 湯臣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湯姆咖啡 湯姆超巿 湯姆超市一人有限公司

湯舍 湯振威 湯爹

湯惠嫦 湯煲棧 湯福澳門零售有限公司

湯麗柏琦澳門有限公司 湯寶麵 滋味

滋味小食 滋味工房 滋味扒

滋味屋 滋味皇 滋味煲美食

滋味滿屋美食坊 滋味鍋貼 滋滋啫啫

滋補堂食品有限公司 無止境澳門有限公司 無名甜品店

無招牌海南雞飯 無限美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無限概念設計有限公司

無限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無限髮型屋 無限髮廊

無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無添加化粧品(澳門)有限公司 無理大少

無量壽功德林 無極限製作有限公司 無聖有限公司

無塵藝術教育中心 無辣不歡麻辣燙 無憂雜貨店

無敵電訊行 焦文麗-的士-28274 焦點

焯宇玻璃工程 焯時(澳門)有限公司 焯強工程有限公司

焯凱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焯瑆有限公司 焱茶里

焱綱燒烤肉店 焱網燒烤肉店 然	

然工作室 然記行磁磚 然髮型工作坊

然豐燒腊飯店 然顏美容 然顏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然藝教育中心 煮角一人有限公司 煮家廚房

煮家廚房一人有限公司 煮將食品有限公司 爲食豬美食

牌坊手信 牌坊老餅家(澳門)有限公司 犇扒宮

猫婆婆小麵 琛時裝店 琥珀卡拉OK酒吧

琥珀集團有限公司 琪琪2美肌纖體養生中心 琪琪美髮屋

琪琪美髮屋(時寶大廈) 琪琪美髮屋(富洋花園) 琪琪美髮屋(置富閣)

琪琪美髮屋(藝泉閣) 琪琪時裝 琪琪時裝店

琬穎護膚中心 琴藝坊教育中心 畫出彩虹

畫我畫有限公司 畫廊吧 登其爾纖體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登峰教育中心 登記 登記百貨

登記家禽 登記燒味 登記燒味飯店

發哥養生磨坊 發記 發記上品牛肉

發記小食 發記代購 發記代購一人有限公司

發記床上用品 發記咖啡 發記便利店

發記凍肉食品 發記粥品 發記集團水產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發記麵家 發財粥麵 發現號

發嫂養生磨坊 發嫂養生磨房 發達便利店

發達越南小食館 皓仔燒味店 皓邦設計

皓邦設計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皓星貿易有限公司 皓風汽車服務

皓訊電業有限公司 皓喬有限公司 皓喬有限公司.1

皓晴教育有限公司 皓森食品 皓森食品有限公司

程尹 程文德-的士-13764 程玉荃

程湖 竣美僱傭 竣美僱傭一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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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瑋工程裝修有限公司 童心手作編織 童心教育中心

童心教育有限公司 童森音樂教育中心 童畫王國

童畫王國攝影有限公司 童装天地 童滙督課中心一社

童裝天地 童話婚禮有限公司 童夢角敎育中心

童夢角教育中心 童趣 童趣 同樂

童趣·同樂 童趣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童橋教育中心

童橋補習中心 童謠國際嬰童用品有限公司 童寶王國

等茶來 粥皇小食店 粥記麺家美食(新寶花園)

粥記麵家美食 粥記麵家美食(南寧大廈) 粥記麵家美食.1

紫云軒 紫甲美容坊 紫色屋

紫來坊素食料理 紫政報紙便利店 紫盈美容

紫陌山房 紫晶閣 紫陽觀士多

紫雲軒珠寶 紫雲閣花廊精品店 紫園匯

紫夢閣美容健美中心 紫騏生活美容中心 紫騏生活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紫羅蘭玉器精品店 紫羅蘭花店 紫羅蘭花舍

結他職人工作室 絕味 絲姸

翔力餐飲管理 翔力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翔天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翔立(澳門)發展 翔立(澳門)發展有限公司 翔利遙控專門店

翔里國際有限公司 翔盛車行 翔通食品貿易.1

翔發體育用品 翔發體育用品(板樟堂) 舒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舒美居裝飾建材 舒淇廚房 舒淇廚房(氹仔店)

舒淇廚房(泰康樓) 舒適內衣館 舒適地帶美容護理坊

舒適屋專業清潔有限公司 舒適按摩 舒適時裝店

舒適時裝店.1 舒適時裝店.2 舒適區餐飲有限公司

舜然有限公司 舜銘娛樂工程 舜馨坊

菁英化妝 菁英化妝(澳門)有限公司 菁照澳門

菁優教育中心 菇菇廚房 菇菇廚房一人有限公司

菊地裝備工程有限公司 菓子天地 菓子咖啡

菓子澳門有限公司 菓研舍有限公司 菓風小舖

菓時有限公司 菓真甜生果有限公司 菓然炒冰

菓然屋 菓然屋一人有限公司 菓間甜品

菓夢園 菜佬涼茶 菜菜子

菜墟 菜鮮生 菜鮮生有限公司

菠蘿青科技 菠蘿青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菠蘿焗飯

菠蘿頭雪糕店 菩泰水療 菩提青少年

菩提素食館 菩提素食館(青洲店) 菩提禪院

華一麺點 華一麵點 華一麵點（保利達店）

華人教育中心 華人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華人通訊

華大中藥房 華丹牛仔城 華丹牛仔城 泉裕店

華丹牛仔城 美城店 華仁旅遊有限公司 華日投資國際有限公司

華日投資國際有限公司.1 華日投資國際有限公司.2 華生小食

華生肉店 華生行 華生參茸海味進口食品批發零售

華生堂 華生堂有限公司 華石建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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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石建材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華安達有限公司 華西設計裝修工程

華君利泰汽車美容 華拓工程有限公司 華昌玻璃鏡業

華林室內裝修設計 華林室內裝修設計工程 華欣小食

華信國藥堂 華姿美容有限公司 華姿美容院

華帝家居 華恆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華星五金

華星冰室 華星冰室 氹仔店 華星冰室 皇朝店

華星冰室 新濠影匯店 華星百貨生果 華炫風資訊科技

華炫風資訊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華美水果 華美室內裝修

華倫天奴服裝澳門一人 華倫西 華哥廚房

華夏上館 華夏地產 華夏閃樂(澳門)環球貿易有限公司

華家投資有限公司 華峰食館 華峰食館 氹仔分店

華峰食館 氹仔店 華峰食館 百德店 華峰食館 保利達店

華峰食館 建華分店 華峰食館 建華店 華峰食館 皇朝分店

華峰食館 嶺南店 華峰食館 關閘分店 華峰海鮮飯店

華峰琪服裝百貨 華峰點心 華峰點心 黑沙環店

華峰點心酒家 華峻一人有限公司 華庭有機食品批發零售

華庭軒廚櫃地板 華泰食館 華浩酒業

華浩貿易行 華茵園林綠化設計工程 華茵園林綠化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華訊電器行 華訊電器行有限公司 華記

華記.1 華記四川菜 酸辣粉 華記四川菜(酸辣粉)

華記四川菜(酸辣粉).1 華記汽車零件有限公司 華記咖喱麵食

華記美食 華記食味道 華記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華記凍肉蔬菜食品 華記配匙 華記魚枱

華記電訊 華記電器行 華記精點小食

華記潮粵美食 華記蔬果店 華軒美食

華偉鮮肉 華國旅遊社有限公司 華婉時裝

華彩時裝 華晨升學培訓顧問 華晨升學培訓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華清物流 華盛中藥房 華通聯合

華通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華都酒店 華都酒店有限公司

華都辦館 華野商貿有限公司 華傑電腦

華傑電腦科技 華傑電腦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華創海產有限公司

華富傢俬中心 華嵐醫藥有限公司 華發海味

華發記咖啡美食 華發鮮肉 華萃殿堂有限公司

華進工程有限公司 華逸旅游有限公司 華逸旅遊有限公司

華隆建材有限公司 華雅展覽有限公司 華雅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華順食品貿易行 華順珠寶鐘錶 華順鐘錶一人有限公司

華廈上館 華暉電業行 華楊旅遊有限公司

華滔便利店 華煒車行 華群五金電器

華葉行 華誠小食 華綸泰花卉有限公司

華綸泰花店 華樂士多 華潤生果瓜菜

華輝記海鮮魚枱 華銳藥房 華銳藥房(南慧閣分店)

華銳藥房（南慧閣分店） 華銳藥房(栢麗分店) 華銳藥房（栢麗分店）

華銳藥房（營地大街分店） 華銳藥房南慧閣分店 華銳藥房栢麗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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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銳藥房營地大街分店 華銳藥業有限公司 華鋒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華靚裝飾材料配套中心 華澳文化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華澳形象汽車專業保養服務有限公司

華澳供應鏈（亞洲）有限公司 華澳咖啡 華澳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華澳國際教育中心 華澳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華燕莊

華燕莊批發中心 華燕莊海味批發超市 華興

華興士多外賣食店 華興水產貿易 華興企業(韻達)

華興企業發展 華興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華興企業發展有限公司.1

華興行 華興物流貨運 華興海產

華興參茸海味行 華興傢俬 華興蔬果雜貨

華興雜貨 華濠環保建材發展有限公司 華聯行貿易有限公司

華聯茶葉公司 華聯茶製果凍 華聯發展銷售中心

華駿工程 華豐車行 華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華豐國際有限公司 華豐飲食有限公司 華豐電器

華瀛清潔服務 華韻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華麗

華麗百貨 華麗床上用品百貨 華麗都發展有限公司

華麗窗簾裝飾 華麗窗簾裝飾.1 華寶花園

華寶裝修工程公司 菱豐電業一人有限公司 菲一般髮廊

菲力士有限公司 菲力斯健身教育中心 菲力斯教育中心

菲士髮廊 菲比藝術一人有限公司 菲主廚

菲加生活 菲林公園 菲林公園影像

菲林公園影像有限公司 菲花園 菲律賓面包

菲律賓餐桌 菲娜一人有限公司 菲特博有限公司

菲菲化妝品中心 菲菲化妝品中心1 菲菲化妝品中心2

菲菲髮型屋 菲菲髮型屋.1 菲奧仕有限公司

菲裳時裝 萃玥 萃美草堂一人有限公司

萃軒茶記 萃萃泡沫茶坊 萃萃泡沫茶坊 (高士德分店)

萃萃泡沫茶坊 台山店 萃萃泡沫茶坊(綠楊) 萃萃泡沫茶坊.1

萃萃泡沬茶坊 萃語錄 萊拉

萊娜手作 萊恩教育 萊恩教育有限公司

萊紛有限公司 萊紛美睫 萊茵咖啡

萊斯美容 萊菲美甲美睫沙龍 萌丸小廚

萌娃娃日韓小童衣飾 萌潮屋 萌貓駕到

萌寵工房 萍姐越南特式美食 著數通訊

街坊茶檔 街坊總會迎聚點 街坊總會栢蕙活動中心

街坊總會祐漢社區中心 街坊總會藝駿中心 街總湖畔托兒所

視界眼鏡 視界眼鏡 南方花園 視界眼鏡 賈伯樂

視窗十一 視達有限公司 視達眼鏡手錶

視藝眼鏡 視覺空間 視覺效果眼鏡

視覺效果眼鏡有限公司 視覺髪型屋 視覺髮型屋

視覺攝影 視覺攝影有限公司 詠安國際運輸一人有限公司

詠江參茸行 詠沁制服專家有限公司 詠沁時裝 制服專家

詠沁時裝制服專家 詠欣時裝褲屋 詠軒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詠軒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1 詠晴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詠賢文化教育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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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濠玩具 象飛國際有限公司 象鮮果

象鮮果(亨達) 象鮮果貿易 象鮮果貿易(澳門)有限公司

貳打綠沙律及飲品有限公司 貳叁零壹 貳拾赫茲有限公司

貳拾赫茲教育中心 貳肆銅鑼燒 貳零貳壹

貳髮型設計 貳灣古著 貴夫人時裝

貴妃·雞飯專門店 貴記外賣小食 貴族廊

貴族爐端燒 貴福珠寶 貴麗社

買站澳門 買買樂 買買樂貿易

買買樂貿易有限公司 買賣坊有限公司 超人玩具

超人氣汽車服務 超人媽媽嬰幼兒用品 超人媽媽嬰幼兒用品有限公司

超力仔工作室 超凡化妝工作室 超凡洗車屋有限公司

超巿入口特賣場 超市入口特賣場 超自然

超自然一人有限公司 超希達貿易行 超相像彩色攝影沖印

超音速電召貨車 超音鼠車行 超班馬

超級一龍廚房 超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超級音樂有限公司

超記 超記腸粉店 超財貓

超淘國際(青洲店) 超淘國際(海富店) 超盒甘

超勝珍珠咖啡美食 超然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超然酒業有限公司

超越 超越自我有限公司 超越行

超想像彩色攝影冲印 超愛夾娃娃屋 超極速汽車美容

超群大藥行 超群投資有限公司 超群咖啡葡式美食

超群洋服行 超豪小食 超巔一人有限公司

越味玲館 越南小食(發達) 越南小食(發達)外賣

越南巴黎牛肉粉 越南河 越南河內美食

越南河内美食 越南河有限公司 越洋行有限公司

越洋麵食店 越潮麵館 越澳貿易有限公司

跑馬地美食 週記工作室 進昇教育中心

進型專業時尚眼鏡 進型眼鏡有限公司 進展音響

進栢木業及製作 進栢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進盛雞鴨

進傑補習中心 進智科技有限公司 進發美食

進發骨煲美食 進發餐飲管理 進發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進發雜貨 進階電腦有限公司 進業貿易

進補堂養生館 進補靚湯 進補靚湯.1

進達汽車 進達汽車美容中心 進福珠寶有限公司

進緻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進學補習社 進興快運-鏡湖店

逸小廚 逸小廚.1 逸光小食

逸君小食 逸林瑜伽教育中心 逸姿

逸姿出口成衣 逸姿出口成衣(華洲大廈) 逸姿出口成衣(進興大廈)

逸姿出口成衣(盧九街) 逸香枝茗茶閣 逸軒傢俬有限公司

逸淘服務店 逸濠供應鏈 逸濠供應鏈有限公司

逸濠物流運輸 逸藍 逸麗商店

郵票FANS CLUB 鄉村俱樂部飲食娛樂有限公司 酠時酒室

酥我行飲食集團 酥我行飲食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酥富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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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出入口有限公司 鈦速汽車專業保養服務中心 開BALL潮店

開心夾寶屋 開心果雜貨 開心玩遊戲

開心屋 開心時裝 開心特賣場

開心假期旅遊有限公司 開心假期顧問行 開心補習社

開心補習社一人有限公司 開心廚房一人有限公司 開心鮮果雜貨店

開日酒行 開平佬 開平佬(沙欄仔店)

開平佬(金來大廈店) 開平佬(皇朝廣場店) 開平佬（黑沙環店）

開平佬（新口岸店） 開明裝修建築工程 開悟之光有限公司

開書店 開記 開記美食

開記報攤 開記鮮肉枱 開畫廊

開發茶餐廳 開源泰貿易行 開源電業行

開碗笑 開豪裝修工程 閒來座

閒記美食 陽仔小食 陽台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陽光小屋 陽光小屋日韓化妝 陽光小屋日韓化妝日用品店

陽光小食 陽光小食(平民大廈AB) 陽光小食(平民大廈J)

陽光小食(信託花園) 陽光小食台山總店 陽光小食平民大廈店

陽光小食信託店 陽光百貨 陽光沙律

陽光旅遊有限公司 陽光健康有限公司 陽光健康有限公司.1

陽光餐廰 陽光餐廳 陽光餐廳-前臺

陽城小食 陽城小食.1 陽淘站

隆昌菜欄 隆泰健康 隆泰健康坊

隆泰健康坊 第三支店 隆泰藥房 隆記

隆記凍肉食品公司 隆都小食 隆湯雞

隆發蔬果 隆華咖啡麵食 隆興水電工程

雄初貿易有限公司 雄昌車行 雄昌超級市場

雄信汽車服務中心 雄飛有限公司 雄記小食

雄記冰鮮 雄記電單車行 雄記電單車行一人有限公司

雄新偉記美食 雄暉火鍋美食 雄獅旅行社有限公司

雄獅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雄圖投資有限公司 雄輝大藥房

雄輝香莊 雄輝藥房 雄興咖啡室

雄興泰咖啡室 雄興泰咖啡室 連勝 雄興泰咖啡室(永利大廈)

雄興泰咖啡室(連勝馬路) 雄興泰咖啡室1 雄興泰咖啡室2

雄興泰咖啡室南灣 雄興泰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雄興軒美食

雄顯汽車服務 雅之舍專業美容中心 雅文教育中心

雅吉 雅吉之家 雅如服裝

雅如糖水果汁 雅安體育用品 雅佳茶餐廳

雅典娜美甲護理 雅居室內設計裝修工程 雅弦音樂教育中心

雅弦音樂教育中心2 雅明電業行 雅泊攝影一人有限公司

雅芝美髮屋 雅思音樂中心 雅思音樂中心2

雅思音樂中心3 雅思音樂有限公司 雅致傢私

雅致傢俬 雅音音樂教育中心 雅香粉麵咖啡

雅香園咖啡美食 雅姬國際護膚中心 雅家整體櫥櫃衣櫃

雅家整體櫥櫃衣櫃裝飾 雅記 雅軒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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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高佛舍 雅基達（澳門）有限公司 雅創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雅廊髮型屋 雅斯舞蹈室有限公司 雅斯舞蹈藝術教育中心

雅棋美容 雅棋美容（華寳店） 雅棋美容(華寶花園)

雅棋美容(德群) 雅棋美容集團有限公司 雅發時

雅詠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雅廉水族 雅廉水族中心

雅廉有限公司 雅新茶餐廳 雅新貿易行

雅詩一人有限公司 雅詩一人有限公司(添輝閣) 雅詩一人有限公司(晶品大廈)

雅詩時裝 雅詩時裝.1 雅詩閣有限公司

雅詩閣花店 雅詩蘭黛(澳門)有限公司 雅圖化妝品有限公司

雅圖攝影沖印文具 雅漫工作室 雅漫工作室有限公司

雅爾高建築 雅豪士多 雅豪貿易

雅豪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雅豪貿易一人有限公司.1 雅潔改衫專門店

雅趣餅店 雅憩 雅濤傢居

雅豐床上用品百貨 雅豐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雅豐建築材料有限公司(連勝馬路)

雅麗時裝 雅麗國際材料供應 雅麗國際材料供應有限公司

雅馨美容中心 雅馨美容中心(廣利) 雅馨美容中心(龍暉閣)

雅馨緬甸餐廳 雅蘭小食 雅蘭餃子

集古軒古玩店 集思教學輔助中心 集架堂

集食 集家 集淘快運

集貨 集貨小食 集貨舖

集發香莊 集詩藝術文化 集運邦

集運幫 集點有限公司 雯工作室

雯雯花藝工作室 雲小廚 雲之滇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雲光貨運貿易行 雲吞麵世家 雲來

雲來有限公司 雲來樓有限公司 雲姐工房

雲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雲芳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雲信神娛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雲拿斯特(澳門)有限公司 雲拿斯將（澳門）有限公司 雲剪美髮美容

雲髮 雲髮一人有限公司 雲髮一人有限公司.1

雲澳（南新店） 雲澳藥房(南新店) 雲縈舞蹈團

雲藍廚房 雲藝創意 雲鷚-的士-11950

項秉華芭蕾舞學校 順一機車 順之味

順天藥業有限公司 順安 順安水果

順安藥房 順安藥房  總統店 順安藥房 維景店

順安藥房 總統店 順成汽車修理廠 順成汽車駕駛學校

順成林記凍肉行 順成南粵潮記鮮果 順成潮記鮮果

順成駕駛學校 順利牛肉 順利汽車美容中心

順利汽車維修服務中心 順利美食有限公司 順利教授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順利發美食 順利粥粉麵咖啡 順利隆

順利隆香燭紙料 順利裝修工程 順利髮屋

順利雜貨小食 順李成張集團 順李成張集團有限公司

順來鞋店 順和堂 順昇汽車服務中心

順昌行 佳記 順星汽車一人有限公司 順星車行

順皆美食 順皆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順盈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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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盈藥房有限公司 順風車美容有限公司 順宴發展有限公司

順泰美食 順泰美食有限公司 順泰美食有限公司.1

順泰藥房有限公司 順記 順記豆腐花

順記咖啡 順記海鮮火鍋 順記魚欄

順記飯店 順軒海鮮酒家 順軒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1

順軒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2 順軒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3 順康藥房有限公司

順康藥房有限公司.1 順勝利美食 順勝利美食.1

順勝利超市 順景中藥房 順景五金

順景玉佛精品店 順景美食 順滋味

順滋味腸粉 順發車行 順發凍肉

順發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順發超級市場 順發隆紙料店

順發號 順發運動用品 順發糖水美食

順華粉館 順順發 順業美食店

順滙中藥房 順達車行 順達電單車汽車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順達駕駛學校 順德人家 順德人家美食有限公司

順德公飯店 順德公飯店有限公司 順德均安星嘜魚餅店

順德私房菜 順德建華美食 順德美食（外賣）

順德家鄉魚餅店 順德婆婆 順德魚米之鄉森榮美食

順德粥底火鍋 順德誠美食 順德僱傭有限公司

順潮福古井燒鵝 順興 順興小食

順興汽車服務中心 順興汽車零件行 順興粉麵食館

順興粉麵食館(利時大廈) 順興粉麵食館(南新花園) 順興粉麵食館.1

順興貿易公司 順興隆紙料 順興裝修

順興豬肉 順濠貿易 順濠貿易有限公司

順鴻美食 順鴻食品有限公司 順豐速運

順豐速運 01 順豐速運 02 順豐速運 03

順豐速運 04 順豐速運 05 順豐速運 06

順豐速運 07 順豐速運 08 順豐速運 09

順豐速運 10 順豐速運 11 順豐速運 12

順豐速運 13 順豐速運 14 順豐速運 15

順豐速運 16 順豐速運 17 順豐速運 18

順豐速運 19 順豐速運 20 順豐速運 21

順豐速運 22 順豐速運 23 順豐速運 24

順豐速運 25 順豐速運 26 順豐速運 27

順豐速運 28 順豐速運 29 順豐速運 30

順豐速運 31 順豐速運 32 順豐速運 33

順豐速運 34 順豐速運 35 順豐速運 36

順豐速運 37 順豐速運 38 順豐速運 39

順豐速運 40 順豐速運 41 順豐速運 42

順豐速運 43 順豐速運 44 順豐速運 45

順豐速運 46 順豐速運 47 順豐速運 48

順豐速運 49 順豐速運 50 順豐速運 51

順豐速運 52 順豐速運 53 順豐速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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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速運 55 順豐速運 56 順豐速運 57

順豐速運 58 順豐速運 59 順豐速運 60

順豐速運(澳門)有限公司 飯丸屋 飯田妹

飯味 飯堂 飯堂.1

飯飯佳茶餐廳 飯飯掂 飯飯檔

飯痴栥飯 飯痴粢飯 飯碗

飲茶 飲茶午茶店 飲茶先啦

飲啖湯有限公司 飲勝 馮兆麗

馮有如 馮有相 馮志堅-的士-16113

馮金仔 馮桂霞 馮桂霞-攤販-N/225

馮記 馮記三盞燈豬腳薑 馮財好

馮偉雄-的士-24754 馮健華-的士-22515 馮啓明-的士-19800

馮祥成 馮竟穰-的士-21700 馮喜生果檔

馮換愛 馮換愛-攤販-N/2251 馮馮記鮑翅海鮮火鍋酒家

馮道德 馮漢記香煙 馮劍喜

馮廣芬 馮銳光 馮濃重-的士-17549

馮麗好 馮競砫-的士-26637 黃小勇-的士-19014

黃小玲-攤販-地下-049 黃允健 黃少良

黃少珍-攤販-一樓-029 黃少偉-的士-19238 黃文星

黃文康 黃文獻 黃月娥

黃氏復古行 黃仔車行 黃司德-攤販-地下-037

黃永佳 黃永寧-的士-25990 黃永燦-攤販-N/039

黃玉銀-攤販-N/38 黃玉馨 黃玉馨-攤販-N/266

黃玉蘭 黃玉蘭-攤販-一樓-008 黃仲明-的士-24041

黃仲芳 黃仲基-的士-23791 黃佑笑

黃志文-的士-22572 黃志波 黃志彬-的士-27853

黃志暉-的士-21866 黃志聰 黃志聰-攤販-J-019

黃秀廷 黃秀廷-攤販-N/2704 黃秀萍

黃旺興 黃旺興-攤販-N/971 黃昌和

黃昏薈萃-小島 黃昏薈萃-江戶 黃昏薈萃-百福

黃枝記 黃枝記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黃枝記食品（澳門）有限公司

黃枝記食品(澳門)有限公司.1 黃河源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黃泳勤

黃金土 黃金工程裝修 黃金屋零食店

黃金倫 黃金海岸餐廳 黃金華-的士-24508

黃金集團酒店投資有限公司 黃金電腦公司 黃金閣飲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黃金閣飲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黃金閣豪食府 黃金燕

黃金嬰兒用品店 黃俊傑 黃姨記

黃建平 黃建明-的士-26625 黃秋洪

黃紅杏 黃美球 黃美銀

黃卿忠 黃家明 黃家豪-的士-16746

黃展偉-的士-24148 黃振陞-的士-23845 黃晃記豬肉店

黃記凍肉 黃記超-的士-25391 黃財福

黃偉基-的士-21964 黃偉強-的士-10565 黃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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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啊苗-的士-26848 黃啓嵐-的士-20214 黃國英

黃國華-的士-16980 黃國蘭美容及美髮中心 黃國蘭美容美髮

黃堅強 黃甜娟 黃連記

黃連記鋁材行 黃凱山-的士-24201 黃凱君

黃凱君-的士-28012 黃善光 黃善光-攤販一RC/028

黃堯坤 黃惠芬 黃斌彥

黃景波-的士-27783 黃景艷 黃景艷-攤販-N/646

黃智文-的士-28360 黃森強-的士-19624 黃紫雪

黃華 黃華生 黃華金

黃華娣-的士-23582 黃華浩-的士-26391 黃貴記貿易行

黃雅華 黃順金-攤販-一樓-051 黃順玲

黃愛珠-攤販-J-044 黃敬桃-的士-14675 黃源記

黃源記電器 黃煥源 黃群慶-的士-23447

黃裘毅-的士-23073 黃鈺玩具晶品店 黃嘉偉-的士-23187

黃榜 黃榜凍肉 黃榮日

黃榮日-攤販-N/2471 黃榮強 黃翠珍

黃遠志-的士-21135 黃銀英 黃齊傑-的士-29749

黃劍輝-的士-24577 黃慧琼 黃樂思

黃樂思-攤販-N/649 黃蓮珠 黃賢隆

黃澤強-的士-21827 黃燕旋 黃錦通-的士-27292

黃錦鏜-的士-23637 黃霖佳-的士-18907 黃靜梅-攤販-地下-100

黃龍清潔及水電維修一人有限公司 黃龍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黃應銘

黃麗芬 黃麗顏 黃耀燈

黃蘭花 黃艷萍 黃艷萍-攤販-地下-006

黑白品味製作一人有限公司 黑色咖啡店 黑色健身會

黑沙公園餐廳有限公司 黑沙肥佬燒烤 黑沙海灘小販2檔

黑沙海灘小販區02 黑沙海灘小販區04 黑沙高佬小食

黑沙高佬燒烤 黑沙環小花小甲花甲粉 黑沙環咖啡

黑沙環富記 黑沙聯記燒烤 黑店

黑松一人有限公司 黑洞零食屋 黑研舍小食

黑馬專業汽車美容 黑盒子（澳門）有限公司 黑眼圈髮型定製

黑蓮有限公司 黑豬屋 黑橋街停車場

黑鰭屋 傲仁裝修工程 傲迪傢俱澳門有限公司

傲峰代收 傲峰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傲意貿易有限公司

傲意貿易有限公司.1 傲豪 澳門 有限公司 傲廣告公關策劃有限公司

傲謙一人有限公司 傲駿科技有限公司 傳 珈琲

傳正堂中藥房 傳奇英雄(澳門)有限公司 傳奇英雄科技城

傳奇茶冰廳 傳奇電子體育發展 傳奇電子體育發展有限公司

傳承電訊 傳統的葡式美食 傳統美食酒樓

傳統美食酒樓.1 傳統美食酒樓有限公司 傳統美食酒樓有限公司.1

傳統美食酒樓有限公司.2 傳意策劃一人有限公司 傳說卡拉OK酒吧

傳點物流 傻豬豬 傾城美妝

傾國傾城一人有限公司 剷 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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剷屎官 勢析有限公司 勤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勤思學習中心 勤記甜品 勤蜂維修工程有限公司.1

勤豐咖啡美食 匯妍舍專業美容 匯志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匯味品源有限公司 匯旺 匯旺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匯昇鋼藝 匯盈科技有限公司 匯美全球免稅

匯美坊有限公司 匯美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匯美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匯美優選集合店 匯英投資有限公司 匯展廊有限公司

匯師教育中心 匯晉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匯財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匯康大藥房 匯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匯智教育中心

匯智教育有限公司 匯萃貿易有限公司 匯祺廣告展覽設計

匯達有限公司 匯學教育有限公司 匯學進修教育中心

匯樾有限公司 匯濠汽車專業服務 匯聯超級市場

匯聯蔬果 匯鴻物流 匯豐印務

匯豐印務有限公司 叠記 叠記車仔檔

叠記咖喱麵食 嗎哩嗎哩哄 嗎哩嗎哩哄水果食品貿易

嗎哩嗎哩哄廚房 嗒得杯落 嗚昊貿易管理批發

嗜食獵人一人有限公司 嗣琋有限公司 嗯

園林小食店 園林小食店(大明閣店) 園琳蔬果

圓 圓(澳門)顧問 圓(澳門)顧問有限公司

圓生純本(泉亮店) 圓沙律.1 圓味家

圓芯食品 圓紋身 圓創廣告策劃

圓夢小吃 圓夢間 圓璧空間設計工程
圓璧空間設計工程集團大灣區有限公司 塑仁心社綜合教育中心 塔卡選物

塔石廣場M07號檔 塔石廣場M10號檔 塔石廣場小販C01

塔石廣場小販C03 塔石廣場小販F02 塔石廣場小販F05

塔石廣場小販F06 塔石廣場小販M04 塔石廣場小販M05

塔石廣場小販M06 塔石廣場小販M08 塔石廣場小販M09

塔石廣場小販M11 塔石廣場小販M12 塔石廣場小販M21

塔石廣場小販M23 塔石廣場小販M24 塔石廣場年宵M12鼠式會社

塔石廣場年宵M23大蕃鼠 塔石廣場年宵花市F05 塔石廣場年宵花市F06

塔維拉小食店 塔羅占卜 塞安古體育用品

塞納河有限公司 塞納河法式咖啡館 奧才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奧仁集團有限公司 奧比亞時裝 奧加貿易有限公司

奧米葡食亭 奧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奧奇文化教育中心

奧城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奧思(澳門)有限公司 奧時O M W鐘錶珠寶

奧時O.M.W鐘表珠寶有限公司 奧時O.M.W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奧時OMW

奧時OMW鐘錶珠寶 奧納貿易有限公司 奧莉花皮具專門店

奧莉花皮具專門店.1 奧莉美容美甲中心 奧敦一人有限公司

奧敦一人有限公司.1 奧斯卡網上銷售 奧斯卡網上銷售有限公司

奧斯汀貿易 奧斯汀赫本國際有限公司 奧斯達貿易有限公司

奧意科技有限公司 奧盟管理顧問(澳門)有限公司 奧圖媒體有限公司

奧圖電器廚櫃 奧億思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奧億思餐飲集團有限公司.1

奧德科技有限公司 奧潔斯清潔有限公司 奧爵(大三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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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爵(大炮台店) 奧爵(同創匯店) 奧爵(金灣豪庭店)

奧爵(新橋店) 奧爵(擎天匯店) 奧爵代收

奧爵代收4 媽咪工房 媽咪工房(外賣炖品)

媽咪泉 媽媽店 媽媽家雜貨舖

媽媽釵釵 媽媽燒烤店 媽媽薈

媽媽薈有限公司 媽閣 銘記澳葡美食 媽閣手信

媽閣長城燒烤 媽閣培記 媽閣銘記澳葡美食

媽閣廟 M01 媽閣廟 M02 媽閣廟前地M09

媽閣廟前地海傍M09 寛窄巷子（黑沙環店） 寛窄巷子（筷子基店）

廉記工藝行 微水清潔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微米科藝發展有限公司

微宏數據分析(澳門)有限公司 微風烘焙 微風烘焙一人有限公司

微商業代理有限公司 微甜 微甜蛋糕工房

微超網購服務平台 微舞藝術超模國際教育中心 微澳科技服務

微澳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微轉 微醺咖啡

想咖啡馬統領店 想要科技有限公司 想食·麻辣燙

想食·傳統麵家 想食炸串 想食炸串(信邦華庭店)

想食麻辣燙 想送物流MH8472 想送物流MK9176

想送物流ML2918 想送物流ML7544 想送物流MN1185

想送物流MP5964 想送物流有限公司 想湯

想湯有限公司 想當年 想點就點

想點就點(澳門)有限公司 意匠有限公司 意美居窗簾布藝

意美食 意迪廣告策劃有限公司 意粉屋

意茶舍 意發手機行 意路發一人有限公司

意路發手機行 意電訊手機行 意嘉建築工程

意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意廚小館 意澳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意興隆玉器 意薈發展有限公司 愛 便利

愛.意式 愛·意式 愛•名店

愛上沙律 愛上甜品 愛上甜品.1

愛丸兒時裝一人有限公司 愛不釋手 愛天研有限公司

愛心一人有限公司 愛心小食店 愛心素食店

愛心廚房 愛心廚房有限公司 愛月家政服務有限公司

愛犬天地寵物美容中心 愛加倍動物醫院 愛加倍動物醫院有限公司

愛汀堡咖啡 愛生活資訊科技 愛生活購物有限公司

愛名店 愛名店一人有限公司 愛地球

愛如初見．婚禮策劃 愛米屋 愛克佩特(澳門)

愛克佩特(澳門)貿易有限公司 愛找餐 愛找餐 海上居

愛貝兒教育中心 愛邦迪一人有限公司 愛邦寵物用品

愛尚美 愛尚美貿易有限公司 愛果園水果專門店

愛果園國際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愛果緣一 人有限公司 愛狗氏家庭

愛狗成痴有限公司 愛狗狗寵物美容 愛狗狗寵物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愛玩具一人有限公司 愛玩咖啡 愛侶灣泰國餐

愛保健 愛信一人有限公司 愛品

愛思博 愛思博(白馬行富友店) 愛思博(白馬行就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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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思博(板樟堂店) 愛思博(美蓮店) 愛思博大三巴店

愛思博板樟堂店 愛思博美蓮店 愛思博富友店

愛思博就信店 愛思博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愛思搏

愛美有限公司 愛美姿髪型設計 愛美姿髮型設計

愛美食 愛美食餐飲 愛美食餐飲有限公司

愛美神內衣專門店一人有限公司 愛美媽媽 愛美媽媽產後護理

愛美媽媽產後護理有限公司 愛美詩 愛美賢一人有限公司

愛美麗美容院有限公司 愛迪天娛樂 愛迪天娛樂有限公司

愛飛行集團有限公司 愛食療外賣店 愛家舍室內裝飾專門店

愛恩教育中心 愛素食 愛素食(濠尚店)

愛酒屋 愛馬時裝店 愛健康藥房

愛健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愛動力車業 愛婚禮

愛康特飲營養餐 愛理髪 愛理髮

愛甜品 愛都旅行社有限公司 愛愉伽工作室

愛渼滙 愛湯料 愛琳一人有限公司

愛琴海婚紗攝影 愛琴海‧婚紗‧攝影 愛菓猿

愛菓猿一人有限公司 愛華跑步專門店 愛華電業行

愛著澳門有限公司 愛勤超級市場 愛勤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愛勤藥房 愛勤藥房 光輝店 愛勤藥房 宏開店

愛勤藥房 彩虹店 愛勤藥房 華強店 愛勤藥房 業興店

愛勤藥房 萬勝II店 愛勤藥房 萬勝I店 愛勤藥房(光輝店)

愛勤藥房(彩虹店) 愛勤藥房(華強店) 愛勤藥房(業興店)

愛勤藥房(萬勝I店) 愛勤藥房II 愛勤藥房III

愛勤藥房IV 愛勤藥房V 愛勤藥房VI

愛意小天地 愛意式 愛意式.1

愛腦培創意思維2 愛腦培創意思維教育 愛腦培創意思維教育中心

愛腦培創意思維教育中心2 愛瑪美麗頻道 愛瑪美麗頻道一人有限公司

愛綠咖創作有限公司 愛銀飾 愛銀飾有限公司

愛銘精品百貨 愛餃子 愛慕

愛慕先生 愛慕澳門有限公司 愛樂手作工藝有限公司

愛樂音樂 愛樂音樂教育中心 愛碼膳

愛靚湯愛湯料 愛靚湯愛湯料有限公司 愛學坊教育中心2

愛彌兒蒙特梭利兒童教育中心 愛矯健 愛點心

愛點心 亨達店 愛點心 信達店 愛雞爪

愛寵行 愛寵物醫院 愛麗美髮
愛麗斯和奧莉維亞(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愛麗斯專業美容 愛麗斯專業纖體美容有限公司

愛麗絲 愛麗絲美妝店 愛寶一家嬰幼兒用品店

愛寶貝 愛寶寵物店 感恩美容中心

感恩美容中心2 感恩美容中心3 感恩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感覺時裝 慈幼青年及家庭教育 慈幼青年及家庭教育牧民機構

慈思素食外賣小食 慈恩素食外賣小食 慈航佛閣有限公司

慈博大藥房 搏誠貨運一人有限公司 搖滾學堂教育中心

搖錢樹卡拉OK酒吧有限公司 搖擺島嶼有限公司 搗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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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奇坊有限公司.1 搭枱茶餐廳 搵到食凍肉食品店

搵食小食店 搵啖食 搵啖食小食

新21世紀 新一 新一代 WATCHES

新一代WATCHES 新一代WATCHES(賣草地店 新一代床上用品百貨

新一代補習中心 新一代廣告印刷 新一代駕駛學校

新一代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新一代攝影文具精品 新一代攝影沖印文具精品

新一派時裝 新一派鞋店 新一族電單車行

新八佰伴 新八佰伴特賣店 新力士

新力士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新力汽車維修服務 新力汽車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新力通汽車用品 新力量手機專業維修站 新力量手機專業維修站(關閘店)

新力量通訊 新三元餐飲管理 新三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三友模型 新三昌煙行 新上進補習中心

新口岸光明有限公司 新口岸西灣安記 新口岸西灣安記.1

新口岸西灣安記.2 新口岸協成海鮮火鍋酒家 新口岸超級市場

新口岸葡國餐 新口岸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口岸藥房

新口岸藥房II 新口岸藥房III 新大家發美食

新大眾 新大眾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新大陸全球購

新大華珠寶金行 新大華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新大誠咖啡有限公司

新大誠電訊 新工作室影樓 新中山汽車用品服務

新中山汽車用品服務中心 新中光 第二分店 新中光參茸藥行

新中光參茸藥行(第二分店) 新中邦參茸燕窩公司 新中華駕駛學校

新中興中藥房 新元素集團有限公司 新天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新天地珠寶電訊 新天地商行 新天地專業汽車服務中心

新天地攝影沖印文具 新天安行參茸海味 新天然美食城

新天然美食城.1 新天際數碼 新太和餐飲管理

新太和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新文建地產代理一人有限公司 新文記豬扒麵

新方向有限公司 新日駿車行 新牛肉仔咖啡美食

新世界有限公司 新世界西洋餐 新世界美容美髮中心

新世界鎖類五金 新世紀冰鮮有限公司 新世紀美髮美容中心

新世紀美髮美容中心.1 新世紀美髮美容中心.2 新仔記

新兄弟行 新加坡美食 新加坡風味食館有限公司

新加琳美容護膚中心 新台電單車行 新台電單車行.1

新正文化傳媒 新永生時裝 新永利五金店

新永利藥房 新永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新永發車行

新永華貿易行 新永新有限公司 新永達五金

新永藝水電工程 新永寶火鍋城 新生

新生命教育中心 新生昌海味有限公司 新生活電器有限公司

新生記貿易行 新生商業噐材 新生商業器材

新生魚檯 新光玻璃號 新光電池

新光錶行 新印象廣告 新合記食品

新合記魚欄 新合興貿易公司 新同興麵家

新名門海鮮火鍋酒家 新名門海鮮火鍋酒家有限公司 新名馳牛肉面食館

新名馳牛肉麵食館 新名髮廊 新多多餐廳(澳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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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好利咖啡餅店麵食 新好利咖啡餅店麵食(生央街) 新好財運海鮮火鍋飯店

新好財運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新好彩運火鍋(集團)有限公司 新好彩運海鮮火鍋

新好彩運海鮮火鍋集團 新好彩運海鮮火鍋飯店 新孖發按摩休閒中心

新孖寶代收(黑沙環店) 新孖寶代收黑沙環店 新安格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新安捷科技有限公司 新安樂園有限公司 新安樂園咖啡美食

新安櫃ONG 新江雄 新江雄超級市場

新百利(裕記)茶竂美食 新百利來 新百利來中心有限公司

新百利裕記茶寮美食 新百福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新老地方美食

新衣館 新利伊朗產品專門店 新利安餐飲有限公司

新利盛 新利貿易行 新利順工程

新利源咖啡美食 新利源咖啡美食(麵食) 新夾子教育中心

新宏揚國際MY1062 新宏揚國際MZ2264 新宏揚國際MZ3750

新宏揚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新宏揚國際食品有限公司.1 新宏達窗簾

新宏興車行 新形象 汽車護理專門店 新形象汽車(金海山店)

新形象汽車護理專門店 新形象眼鏡 新形象眼鏡.1

新志記便利店 新杜記貿易行 新良田肉食有限公司

新迅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迅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新里程

新里程 II 新亞數碼攝影彩色沖印 新佰順外賣

新佳景咖啡美食 新協成火鍋飯店 新和行貿易

新和汽車美容 新和興投資發展 新和興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新和興海鮮火鍋 新和興餅店 新和聯車行有限公司

新咖啡 新咖啡有限公司 新咖喱文麵食

新奇洗衣舖 新忠平車行 新忠誠保健坊

新忠誠藥房 永利分店 新忠誠藥房 利澳分店 新忠誠藥房 帝濠分店

新忠誠藥房 星際分店 新忠誠藥房 時代分店 新忠誠藥房 富豪分店

新忠誠藥房 葡京分店 新忠誠藥房 維景分店 新忠誠藥房(大三巴分店)

新忠誠藥房（大三巴分店） 新忠誠藥房(永利分店) 新忠誠藥房（永利分店）

新忠誠藥房(利澳分店) 新忠誠藥房（利澳分店） 新忠誠藥房(帝濠分店)

新忠誠藥房(星際分店) 新忠誠藥房（星際分店） 新忠誠藥房(假日分店)

新忠誠藥房(凱旋門分店) 新忠誠藥房（凱旋門分店） 新忠誠藥房(富豪分店)

新忠誠藥房（富豪分店） 新忠誠藥房（新華麗分店） 新忠誠藥房(新麗華分店)

新忠誠藥房大三巴分店 新忠誠藥房假日分店 新忠誠藥房凱旋門分店

新忠誠藥房新麗華分店 新忠遠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新旺旺酸辣粉

新旺旺酸辣粉.1 新昇行 新昌記糧油雜貨

新昌棧超級市場 新昌隆材料有限公司 新昌隆裝修材料中心

新昌榮洋行 新昌櫃SUN 新明記小食外賣店

新明記行 新明記咖啡 新明記咖啡.1

新明記咖啡.2 新明記燒味粉麵 新明記燒味飯店

新明興裝修工程 新東方商務賓館南座 新東亞冰庫

新東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新東京汽車修理廠 新東京通訊

新東京電訊 新東京餐飲管理 新東京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東海美食 新東園茶寮美食 新武二（星海店）

新武二（機場店） 新武二廣福潮美食 新武二廣福潮美食(星海豪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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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二廣福潮美食(機場) 新武二廣福潮粉麵食家 新武二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武二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新武二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 新武二餐飲管理有限公司.3

新武二餐飲管理有限公司.4 新泓保餐飲 新泓保餐飲有限公司

新法數碼攝影器材 新法數碼攝影器材  新波爾圖
新社亮汽車電單車教授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新肥仔文美食 新肥仔文美食有限公司

新肥珍欄 新花城超市下環店 新花城超市司打口店

新花城超市白鴿巢分店 新花城超市快盈店 新花城超市花城店

新花城超市金龍店 新花城超市青洲坊店 新花城超市信託店

新花城超市南灣店 新花城超市皇朝店 新花城超市高美士店

新花城超市提督店 新花城超市華龍店 新花城超市雄昌店

新花城超市新海怡店 新花城超市新馬路分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

新花城超級市場（下環街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友誼大馬路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司打口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司打口聚寶街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氹仔杭州街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氹仔南京街2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氹仔南京街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沙梨頭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南灣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皇朝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皇朝廣場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御景灣16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新口岸高美士街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關閘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快盈分店(17)

新花城超級市場青洲坊(18)店 新花城超級市場華龍19店 新花城膠輪

新金川精品店 新金成發展貿易 新金和有限公司

新金明貿易公司 新金枝魚葉 新金城茶餐廳

新金莎 新金莎美容護膚中心 新金莎美容護膚中心有限公司

新金華美食飯店 新金源國際置業 新金源國際置業有限公司

新金樂麵家 新金樂麵家.1 新金豐麵食

新長興工程有限公司 新青協友聯會址 新青協華隆會址

新信威煙業貿易有限公司.1 新信達電業有限公司 新信達電業行

新南亭新派火鍋 新南新咖啡美食 新南粵成記

新南粵成記美食 新城巿美食II 新城市美食

新城市美食II 新城市櫃SSB 新城藥業有限公司

新姿時裝 新姿彩女士專門店 新建安有限公司

新建華超級市場 新思維教育中心 新思維督課補習中心有限公司

新恆心 新政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新星工程

新星巴有限公司 新星昇順記海鮮火鍋 新洋服裝

新洪記咖喱麵食專家 新珍味屋 新盈富投資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新盈駿有限公司 新科五金裝飾材料行 新科技駅有限公司

新科電子工程有限公司 新美姬髮型屋 新美容

新美傢俱有限公司 新美髮廊 新美澳

新苗下環店 新苗世紀店 新苗石排灣店

新苗岐關店 新苗昌明店 新苗花城店

新苗信譽名門店 新苗南暉店 新苗皇朝店

新苗朗悅居店 新苗海名居店 新苗海洋花園店

新苗益豐店 新苗祐漢店 新苗湖畔店

新苗匯景店 新苗新口岸店 新苗新城市店

新苗會展 新苗裕華店 新苗樂富店

新苗營地街店 新英記士多 新英記咖啡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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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迪一人有限公司 新重慶格格 新風之谷一人有限公司

新風之谷一人有限公司.1 新風帆 新風粉麵㗎啡室

新飛越電腦網絡系統 新香記手信店 新凌厲汽車

新娘美學一人有限公司 新娜菲專業美容 新娜菲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新時代文具 新時代汽車 新時代車業

新時代音響有限公司 新時代貿易行 新時代電業貿易行

新時代餐飲策劃管理公司.1 新時代鐘錶有限公司 新時代鐘錶行

新時尚利 新時間 新時間手錶專門店

新晉建材 新晉持續教育中心 新晉皇軒

新晉皇軒一人有限公司 新晉教學輔助中心 新格蘭有限公司

新桂源外賣小食店 新殷彬教授駕駛汽車學校 新殷彬駕駛汽車學校

新泰屋泰國餐 新泰泰國海鮮火鍋 新泰飲食娛樂有限公司

新浚汽車維修 新浚汽車維修服務中心 新海利魚欄

新海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新海洲海產 新海記麵家

新海澳集圑(澳門)有限公司 新留香花店 新益生堂

新益生堂(小食甜品涼茶) 新益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新益食店

新益食品 新益滅蟲 新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益櫃AYG008 新祐漢花店 新祖利亞髮型屋

新紐西蘭產品專門店有限公司 新能源電單車貿易行 新訊諾科技有限公司

新記火鍋美食 新記拖車 新記拖車一人有限公司

新記美食(澳門) 新記美食(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新記美食(澳門)有限公司

新記鮮果 新記鮮菓士多 新陞車行

新陞摩托車行 新馬汽車有限公司 新馬路332 D

新馬路381F報紙檔 新馬路櫃SML 新偉成咖啡美食

新偉浩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新偉記車行 新偉豐貿易有限公司

新啓源五金電業行 新啟源五金電業行 新國記小食

新國都澳門有限公司 新基食店 新堅記海鮮大排檔美食

新康明汽車有限公司 新康信有限公司 新康信汽車有限公司

新康泰汽車零件 新康泰汽車零件及服務有限公司 新康泰電業行

新康記咖啡美食 新康眾汽車有限公司 新康華汽車零件

新康華汽車零件及服務有限公司 新康誠汽車有限公司 新康樂花藝精品

新強輝發展有限公司 新彪記 新彪記汽車用品美容

新彪記汽車用品美容中心 新彪記餐飲有限公司.1 新捷達物流一人有限公司

新添利餐飲管理 新添利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添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新添發茶室 新爽爽豬肉丸美食 新現代商業系統有限公司

新盛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新祥興有限公司 新祥興行

新通逹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新通達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新連順成麵食店

新陶陶酒家 新麻蒲 新創建車行

新創益花園 新創業清潔服務一人有限公司 新創豐汽車有限公司

新勝利咖啡美食 新勝藥行 新壹四川燙煮

新富行貿易 新富城賓館有限公司 新富隆酒業(澳門)有限公司

新富隆酒業（澳門）有限公司 新富豪汽車有限公司 新富豪汽車泉裕豪庭

新富德集團有限公司 新富德集團有限公司.1 新富麗美裝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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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麗清潔服務管理 新惠康超級市場 新惠康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新普惠通信 新普惠通訊貿易有限公司 新景城人力資源

新景城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新景食店 新景圖小食

新景圖餅店 新景鮮果 新景鐘錶行

新棠記美食 新森護髮護膚專門店有限公司 新港(澳門)有限公司

新游戲 新琪業（澳門）有限公司 新發財小食

新發財生菓 新發財燒腊 新發現美容美髮

新發現旅行社 新發現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發現窗簾布藝

新發現髮型屋 新發現髮型屋.1 新發達美食店

新華升電業設備 新華夜中學 新華記裝修工程

新華商發展 新華商發展有限公司 新華發行

新華順咖啡 新華圖書有限公司 新華廚具設備

新華興小食 新視電器行 新越行有限公司

新越香出入口 新越香出入口貿易 新越香出入口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新進海產(澳門)有限公司 新陽光美食 新隆百貨有限公司

新雁高自行車工作室 新雅工程公司 新雅眼鏡

新雅豪美妝 新順成汽車駕駛學校 新順利汽車有限公司

新順利汽車有限公司(新益花園) 新順利汽車有限公司(激成工業大廈) 新順利車行

新順利雜貨小食 新順記咖啡美食 新順通貿易行

新順景美食坊 新順發火鍋飯店 新剷有限公司

新匯聯貿易有限公司 新幹線 1 通訊 新幹線(1)通訊

新幹線通訊 新幹線通訊(1) 新幹線通訊便利店

新幹線督課中心II 新幹線督課中心V 新意超級市場

新愛犬一族 新愛犬一族寵物美容中心 新愛犬一族寵物美容中心(分店)

新新 新新21時裝 新新時裝

新新專業汽車美容護理 新新教育 新新教育中心

新新教育中心II 新新教育中心III 新新教育中心IV

新新教育中心V 新新教育有限公司 新新教育有限公司.1

新新教育有限公司.2 新新教育有限公司.3 新新教育有限公司.4

新新教育有限公司.5 新新琴行 新新麗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暉電器五金行 新業記粥粉麵食 新業興工程有限公司

新源蔬菜 新滙濠創富有限公司 新聖美利餅店

新萬佳有限公司 新萬通貿易行 新萬興藥房

新萬豐投資移民有限公司 新葡京酒店 新葡京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葡點 新葡韻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新裕小館

新達安鐘錶服裝 新達冷氣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新達車行

新達新物管 新榮利肉店 新榮記豆腐美食(III)

新榮記豆腐美食(III)(美麗街店) 新榮記豆腐美食(III)(連勝店) 新榮記豆腐美食（連勝馬路）

新榮記豆腐美食III 新榮發工程有限公司 新榮發茶寮美食

新榮輝裝飾材料行 新榴槤王美食外賣 新滿記生果

新漢威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新漢威國際投資有限公司.1 新漢威體育用品發展有限公司

新熙一人有限公司 新爾德凍肉食品 新爾德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新碧斯美容院 新福苑美食 新福苑美食 河邊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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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福苑美食 金海山 新福苑美食.1 新福苑美食.2

新福通建築材料行 新精進素食 新綠茵閣茶餐廳

新綠茵閣茶餐廳 3 新綠茵閣茶餐廳 4 新綠茵閣茶餐廳(東南亞花園)

新綠茵閣茶餐廳(環宇豪庭店) 新綠茵閣茶餐廳.1 新綠茵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綠茵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新綠茵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 新維內衣

新翡翠策略有限公司 新翡翠策略有限公司.1 新翡翠策略有限公司.2

新翡翠策略有限公司.3 新豪世界餐飲 新豪世界餐飲有限公司

新豪有限公司 新遠東美食 新遠東實業貿易公司

新銀河娛樂2006有限公司 新領匯食品 新領匯食品有限公司

新億利中藥房 新廣東地質基礎工程 新德信貿易

新德信貿易有限公司 新德建裝修工程有限公 新德益汽車修理廠

新德祥發展有限公司 新德豐中藥貿易行 新德豐中藥貿易行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

新慶成車行 新樂苑東來美食 新樂都投資有限公司

新標奇酸辣粉飯店 新標記貿易行 新潤工業有限公司

新潮小食 新潮咖啡(錦記)美食 新潮記有限公司

新潮記有限公司.1 新潮記有限公司.2 新潮記有限公司.3

新潮記有限公司.4 新潮記飯店 新潮眼鏡

新潮眼鏡 祐漢33號 新潮眼鏡 祐漢84號 新潮眼鏡 黑沙環馬路

新潮眼鏡 黑沙環新街 新潮眼鏡.1 新潮眼鏡.2

新潮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新潮越小館 新蓮香餅家有限公司

新蝦記 新質感髮型屋 新髮店

新髮廊有限公司 新髮廊美容護膚減肥中心 新寰語教育有限公司

新橋安記粥麵美食 新橋區坊眾互助會 新橋電業

新橋榮德書店 新澳元貿易 新澳元貿易及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澳文儀器材公司 新澳行 新澳門學社

新澳美廣告設計(澳門)有限公司 新澳視眼鏡 新澳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穎改衫 新穎時裝 新臻(澳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新興士多 新興洋服 新興茶居

新興絲綢疋頭 新興順興發麵家 新興電單車行

新諾朝工程 新諾朝工程有限公司 新龍玩具

新龍記美食 新龍記飲食 新龍記飲食有限公司

新龍棧飯店 新優越有限公司 新優質學童服務中心

新濠天地 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 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1

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3 新濠日貿易飲食有限公司 新濠仔海鮮美食

新濠免稅店 新濠博亞(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新濠奧特萊斯國際免稅店

新濠影匯酒店 新濠影匯酒店有限公司 新濠影匯酒店有限公司.1

新濠影匯酒店有限公司.2 新濠影匯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新濠影匯發展有限公司

新濠影匯禮品店 新濠影滙停車場 新濠鋒

新濠鋒酒店有限公司 新濤商業英語中心 新營車行

新環亞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環球汽車美容維修 新環球汽車維修一人有限公司

新聯合車行 新聯成美食 新聯邦投資酒樓

新聯邦投資酒樓有限公司 新聯發雪糕 新聯發雪糕有限公司

新聯貿易有限公司 新薈駿有限公司 新謙益手信有限公司

第 177 頁，共 265 頁



新駿達泊車管理 新駿達泊車管理有限公司 新駿電單車行

新駿興燒味 新鮮熱辣麵飽廊 新鮮熱辣麵飽廊(裕華13座)

新鮮熱辣麵飽廊(裕華9座) 新鮮蔬菜皇 新鴻咖啡

新鴻發美食 新鴻發美食（連勝店） 新鴻發美食（順成店）

新鴻發美食（寶翠店） 新鴻發美食.1 新鴻發美食賈伯樂店

新鴻運來美食 新鴻運會所有限公司 新鴻億有限公司

新鴻輝記(粥、麵)美食 新鴻輝記(燒烤)美食 新點子貿易投資公司

新點子貿易投資有限公司 新藍髮軒 新豐大藥房

新豐大藥房有限公司 新豐大藥房有限公司.1 新豐美食

新豐凍肉 新豐業有限公司 新豐藝髮型屋

新豐藝髮型屋有限公司 新豐藥房 II 新豐藥房II

新藝花髮型屋 新譚記咖啡美食.1 新麗華酒店

新麗華餐廳 新麗髮型屋 新寶成車行

新寶來燒臘美食坊 新寶咖啡麵食 新寶珠寶

新寶珠寶(泉碧花園) 新寶珠寶(黃金商場) 新寶珠寶.2

新寶珠寶.3 新寶珠寶金行 新寶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新寶堂 新寶堂(澳門)陳皮有限公司 新寶堂﹝澳門﹞陳皮有限公司

新寶祥髮型屋 新寶電訊 新寶電訊(江南大廈)

新寶電訊(怡南大廈) 新寶豐行 新寶豐行一人有限公司

新騰龍車行 新騰龍車行一人有限公司 新譽澳商業顧問

新譽澳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新譽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新權威車行

新權興廣告有限公司 新灣車行 暉記蔬果

暉順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暉濠運輸貿易 暉濠運輸貿易有限公司

暉騰品誠貿易 暖心盞 暖心盞一人有限公司

暖記豆品素食 會津有限公司 椰子米

椰青仔泰式外賣 椰青仔泰式外賣有限公司 椰青仔泰式外賣店

椰青仔泰國菜 椰頭椰腦 椰頭椰腦(澳門)有限公司

椰頭椰腦（澳門）有限公司 椰頭椰腦澳門有限公司 椰雞黃

椿記 椿記(姑娘街店) 椿記(惠愛街店)

楃工作室 楊子樂-的士-23317 楊五妹

楊五妹-攤販-N/2040 楊少紅 楊少萍

楊北潮 楊仲斌-的士-18674 楊均培

楊志全 楊其泉-的士-15803 楊坤記

楊坤記凍肉 楊坤記臘味凍肉 楊杰豪-的士-23034

楊枝金撈 楊枝金撈一人有限公司 楊枝金撈甜品

楊金忠 楊俊-的士-27451 楊冠鼐

楊冠鼐-攤販-R/C-022 楊建威-的士-20821 楊建德-攤販-一樓1 ANDAR-008

楊美好 楊振光 楊益燒味

楊記 楊偉良-的士-20165 楊偉英-的士-13490

楊健德-的士-29692 楊智明-的士-24847 楊華龍-的士-28022

楊煥球 楊瑞南-的士-28772 楊鳳珠

楊銳榮-的士-20017 楊錦勝-的士-17609 楊麗詩下環街市3至22

楊麗詩-攤販-N/2904 楊觀蓮-攤販-地下-076 楓火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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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味煲仔飯 楓亭燒烤小食 楓城車行

楓糖烘焙 楓糖烘焙一人有限公司 楓覬燈飾店

楚留香 楚堯企業一人有限公司 業記魚欄

業祥士多 業祥菜欄 業興大廈停車場

業興櫃IPH 極 極用空間全屋定製

極尚汽車美容JS車研 極空間影像製作 極空間影像製作一人有限公司

極品 澳門 有限公司 極品(澳門)有限公司 極品(澳門)有限公司.1

極品(澳門)有限公司.2 極品汽車美容中心 極品汽車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極品桑拿 極限車業有限公司 極草5X冬蟲夏草

極閃專業汽車護理有限公司 極速代收有限公司 極速企業(澳門)有限公司

極速汽車美容 極速車行 極智智能設備及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極渴 極緻生態門 極緻車庫

極緻家居 極點汽車精品 楸色貿易行

楹家(澳門)服裝店 楹家澳門服裝店 楹灃

楹灃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概念(MINDVR) 概念有限公司

概念汽車美容中心 概念汽車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概念資訊有限公司

榆品茶 榆品堂有限公司 歇一歇

殿堂美甲 殿堂管中古Hi-Fi 殿堂餐飲有限公司

殿糖 溏苑 源生藥房

源生藥房有限公司 源光行 源味

源味坊咖啡美食 源味道小食店 源味道小食店.1

源昌水果批發 源品選物有限公司 源氣雜貨

源泰工程有限公司 源泰昌 源記

源記士多 源記小食.1 源記食店

源記魚枱 源記粥品小食 源記運輸

源記欄 源富食品有限公司 源棧號

源棧號強記 源琦裝修工程 源琦裝修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源進瓦煲美食 源隆電腦資訊科技 源興

源興小食 源興瓜果有限公司 源興百貨

源興凍肉雜貨 源豐鮮果雜貨及遊戲 溢凡形象禮儀顧問有限公司

溢天有限公司 溢利參茸海味 溢利商業用品有限公司

溢利豐澳門貿易行 溢利豐澳門貿易行有限公司 溢昇冷氣水電工程

溢明有限公司 溢明視覺 溢信餐飲設備有限公司

溢星海產貿易有限公司 溢記 溢強廚房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溢進工程 溢源軒 溢源磁鐵磁膠

溢輝 溢勵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溢鴻電業裝修工程

溢豐五金行 溢豐貿易行 溢豐藥房

溢灃貿易行 溫少威-的士-22925 溫氏冰鮮家禽專賣商

溫汝棋-的士-18633 溫秀霞 溫度

溫家接送中心 溫記小食店 溫記凍肉超級市場

溫記凍熱甜品 溫記粉麵 溫健雄-的士-21173

溫開一人有限公司 溫暖沙拉 溫曉華

溫馨花店 滄洲咖啡小食 滑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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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道文化一人有限公司 滑道出口 滔滔水族

滔滔牛仔城 滙一品牌行銷有限公司 滙昌

滙思萃教育中心 滙研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滙航遊艇服務有限公司

滙通材料行 滙富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滙發運動用品

滙豪國際批發行 滙豪歐洲國際名牌店 滙鴻物流

滙譽國際有限公司 煌智(澳門)有限公司 煌智(澳門)有限公司.1

煌智(澳門)有限公司.2 煌達裝修工程 煌藝有限公司

煌瓏 煌瓏私房菜有限公司 煌瓏海鮮火鍋飯店

煎餃精點小食 煎餅果子 煎餅果子來一套

煒記衣車 煒記衣車公司 煒翔一人有限公司

煒誠號 煒輝裝修工程 煙火潮流服飾店有限公司

煥記海鮮飯店 煦日烘焙 煦咖啡有限公司

照明燈飾 煲仔佬美食 煲仔皇

煲煲廚房 爺門串串 猿方一人有限公司

瑛傑小食 瑛發美食店 瑜伽樂澳門協會

瑜悅館 瑜樂瑜伽有限公司 瑜樂瑜伽教育中心

瑜樂瑜伽教育中心III 瑞玉翡翠店 瑞吉商行

瑞和集團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瑞昌辦館有限公司 瑞姿怡美容院

瑞威小食 瑞思設計 瑞峰皮鞋百貨公司

瑞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瑞悅有限公司 瑞時集團﹝澳門﹞

瑞時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瑞記 瑞盛記食品有限公司

瑞盛記燒味 瑞盛記燒味分店 瑞祥物業管理

瑞祥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瑞祥發展有限公司 瑞雪美容眉眼唇

瑞雪美容眉眼唇.1 瑞雪香薰美容設計中心 瑞發鮮魚

瑞豪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瑞豪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瑞慶隆貿易投資有限公司

瑞興咖啡小食 瑞興咖啡小食(總店) 瑞興咖啡小食.1

瑞興美食 瑞興傢俬中心 瑞興傢俬裝修工程

瑞興超級市場 瑞興超級市場.1 瑞興裝修工程

瑞豐室內設計工程 瑞豐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當代廣告策劃有限公司

當運美容髮廊 皙皮膚護理一人有限公司 盟科藝五金漆油有限公司

盟峯發展有限公司 睛品眼鏡有限公司 睦月甜品

睦月甜品一人有限公司 矮妹 碗小主

碗小主鮮品火鍋 碗小主鮮品火鍋.1 碗仔翅糖水美食

祼得樂 祿記車行 祿植物工作室

祿華藥房 祿華藥房有限公司 祿華藥房有限公司.1

祿嘉速貿易行 筠喬貿易有限公司 筱琳牛雜

筱琳牛雜專門店 筷子基大排檔 筷子基小販034

筷子基小販045 筷子基小販區 036 筷子基小販區002

筷子基小販區003 筷子基小販區005 筷子基小販區007

筷子基小販區010 筷子基小販區021 筷子基小販區024

筷子基小販區028 筷子基小販區031檔 筷子基小販區036

筷子基小販區043 筷子基小販區062 筷子基小販區25檔

筷子基小販區27號檔 筷子基小販區2893 筷子基小販區32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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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基小販區33檔 筷子基小販區45檔 筷子基小販區47檔

筷子基小販區50檔 筷子基小販區53檔 筷子基小販區55號

筷子基小販區62號檔 筷子基小販區64檔 筷子基小販區N/2893

筷子基小販區檔010 筷子基小販區檔號21 筷子基小販區檔號50

筷子基小販區鮮花檔 筷子基水果44號檔 筷子基水果檔35號

筷子基本家烘焙 筷子基生果檔37號 筷子基生果檔38號

筷子基生果檔41號 筷子基油站 筷子基炒麵檔48號

筷子基富記 筷子基櫃AYG013 筷子雞小食店

節拍敲擊樂室有限公司 粵之味咖啡美食 粵匠

粵匠私廚 粵昇體育文化 粵昇體育文化有限公司

粵偉信國際投資 粵偉信國際投資貿易有限公司 粵通船務有限公司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慈善會 粵華中學校友會 粵華家教會

粵華燒味飯店 粵華燒味飯店 三盞燈1 粵華燒味飯店 三盞燈2

粵華燒味飯店.1 粵華燒味飯店A 粵華燒味飯店B

粵澳美食 粵澳連鎖髮型設計 粵燜粵掂

經典車庫 經典意大利餐廳一人有限公司 經略一人有限公司

經絡通有限公司 置家全屋訂製 置誠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置潮有限公司 群力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群利紅酒精品

群芳生鮮食品 群威櫃KUA 群智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群發豬仔包 群隊街 NO 30 群隊街16A

群隊街18至18A 群隊街28A 2號 群隊街2號檔位

群隊街36號e1 群隊街N/838 群隊街N/863

群隊街N/866 群隊街N/961 群隊街N866

群隊街N961 群隊街門牌48至50 群藝豐尚裝修工程

義加廣告設計製作有限 義合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義合豬肉

義字街10A至12A檔 義字街12B 14 義字街1A

義字街1L e1檔 義字街29A 義字街2A檔

義字街2H 義字街36 D13 義字街3號C

義字街3檔 義字街4C 2檔 義字街4C E1

義字街53 e3檔 義字街53 e4檔 義字街53 E6

義字街5B 義字街60B I檔 義字街6A檔

義字街N/706 義字街N/713 義字街N/762

義字街N/772 義字街N/799 義字街N/864

義字街N/950 義字街N713 義字街N762

義字街N799 義字街N950 義字街小販36d6檔

義字街小販4A檔 義字街小販53 E1檔 義字街小販7A檔

義字街門牌08 義字街門牌15號 義字街門牌2AB

義字街門牌46 義字街門牌60B,3 義字街街市2AC號檔

義利魚欄 義記建築材料 義斯特汽車服務中心

義發電業行 義順牛奶 義順牛奶(羅結地巷店)

義順數碼通訊 義順數碼通訊有限公司 義順鮮奶

義興行汽車零件澳門有限公司 義興隆餅家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聖公會氹仔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聖公會青年本色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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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1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 聖文(澳門)有限公司

聖伊美容中心 聖安東尼幼兒院 聖安東尼幼稚園

聖安娜餅屋 聖安娜餅屋(澳門)有限公司 聖保祿書局

聖美利餅店 聖美利餅店.1 聖美基街櫃SMK

聖若瑟大學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小賣部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小賣部.1

聖路易斯雪茄館 聖路易寵物店 聖嘉鞋業公司

聖嘉諾夫 聖誕市集 聖誕市集 M7

聖誕市集M15 聖誕市集M3 聖駕時裝

聖諾盟健康家居用品 聖諾盟健康家居用品澳門專門店 聖諾盟健康家居用品澳門專門店 2

聖諾盟健康家居用品澳門專門店(東南亞)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聖蘭餅屋

聖蘭餅屋有限公司 肆柒玩具 肆嬌

腦力數碼網購貿易行 腦力數碼-網購貿易行 腦石一人有限公司

腰心腰肺 腸粉根 舅父仔茶餐廳

萬友美食 萬文車行 萬日本料理

萬生 萬生海味食品有限公司 萬生堂

萬生魚蟹欄 萬合藥房 萬成電器行有限公司

萬利 萬利WINWIN有限公司 萬利行古玩傢具

萬利來(澳門)實業 萬利來(澳門)實業公司 萬利來小食

萬利洪記粉麵美食 萬利消防設備保養有限公司 萬利商業服務

萬利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萬利菓欄 萬利華有限公司

萬利電單車行 萬利藥房 萬利藥房(新馬路店)

萬里代駕服務 萬事屋 萬事屋(文豐樓)

萬事屋.1 萬事得時裝 萬事發酒店

萬承汽車工房 萬昌一人有限公司 萬昌國際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萬昌堂 萬昌雜貨 萬物誌

萬花筒 萬信機械五金行 萬屋

萬星國際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萬星國際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漁人碼頭) 萬洋匯有限公司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1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2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3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4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5

萬科(集團)有限公司.6 萬紅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萬紅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1

萬紅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2 萬美時五金建材 萬食屋小食外賣

萬娜有限公司 萬家安涼茶 萬家福素食

萬家樂 萬家樂(國際)裝飾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萬烘堂

萬特城服裝(巴黎人) 萬特城服裝(氹城銀河) 萬特城服裝有限公司

萬特城柏亞服裝 萬特靈有限公司 萬益室内設計裝修工程

萬能俠 萬訊行綜合設備有限公司 萬記洋服行

萬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萬偉傑-的士-33099 萬國兒童佈道團

萬國青年旅遊有限公司 萬國寶華有限公司 萬國寶華有限公司.1

萬國寶華有限公司.2 萬康和集團有限公司 萬康寧藥房

萬眾汽車維修中心 萬眾音響有限公司 萬眾電訊

萬祥紙行 萬笹有限公司 萬通車呔安裝廠

萬通電訊 萬勝車行 萬勝餐飲食品有限公司

萬象畫廊書屋 萬象攝影 萬順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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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順歐化傢私 萬順歐化傢俬 萬源五金建材

萬達 萬嘉工程有限公司 萬嘉旅遊有限公司

萬寧堂中藥房 萬熙珠寶店 萬福玉器行

萬福超級市場 萬福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萬豪火鍋

萬豪軒 萬豪軒(城大店) 萬豪軒集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萬豪數碼批發 萬豪總匯 萬澕物業工程有限公司

萬褔玉器行 萬褔電業冷氣裝修工程 萬澳一人有限公司

萬澳中藥藥房有限公司 萬澳燕窩參茸藥行 萬燊行

萬燊藥房 萬臻集團有限公司 萬臻集團有限公司(百老匯)

萬臻集團有限公司(客運碼頭) 萬龍美食閣 萬龍軒

萬龍酒店 萬龍酒店(澳門)有限公司 萬龍會

萬濠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萬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萬豐軒餐飲

萬豐軒餐飲管理 萬豐軒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萬豐貿易行

萬豐電單車行 萬豐鮮果 萬寶電器行

萬騰國際(澳門) 萬騰國際(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萬騰國際（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葉子楊-的士-25073 葉公中式糖水一人有限公司 葉公中式糖水有限公司

葉公中式糖水美食 葉永安-的士-18419 葉永源-的士-17701

葉合記 葉沛鉛-攤販-地下-002 葉金益

葉青松-的士-19210 葉倩虹 葉家豪-的士-23305

葉浩瀚-的士-22034 葉偉泉-的士-27501 葉偉強-的士-13150

葉培記 葉培記唱片 葉華潤-的士-23261

葉貽坤 葉雲輝-的士-28996 葉瑞嬌-的士-24162

葉綠祥-的士-15772 葉輝明 葉熾記勁秋美食

葉熾記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葉霖記 葉霖記貿易行

葉駿小食 葉麗娟 葡宏酒業貿易行

葡京人 葡京士多 葡京日麗

葡京花園櫃LIS 葡京桃花源 葡京酒店

葡京酒店(葡京日麗) 葡京眼鏡有限公司 葡京著衣

葡京廣告印刷設計 葡味軒美食 葡啡

葡國小天地 葡國天地百貨有限公司 葡國生活館

葡國美食天地 葡國街紀念品有限公司 葡國餐廳

葡華綠洲餐飲連鎖管理 葡萄牙嚐鮮 葡萄牙嚐鮮一人有限公司

葡萄園餐廳 葡萄園餐廳2 葡語天地一人有限公司

葡撻影視文化傳播 葡撻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葡薏園

葡韻手信 葡韻美食 葡韻美食店

葡韻軒咖啡美食 葡韻軒咖啡美食.1 董家美容養生館

董蓓佳 葦嘉勞意大利餐廳 葵 晴

葵·晴 葵花素食 葵扇洗車俱樂部

葵晴 蒂芬妮水療美容中心 蜀味廂私房麻辣燙

蜀道 蜀鼎餐飲文化有限公司 蜂大咖啡

蜂花珠寶 蜂茶飲食 蜂茶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蜂巢 蜂鳥 蜂鳥代收

蜂鳥淘寶代收 蜂鳥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蜂蜜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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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超級市場 蜂蜜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裕友貿易有限公司.1

裕永貿易 裕永貿易(澳門) 裕邦貿易

裕昌生果店 裕昌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裕家麵

裕家麵(水坑尾店) 裕家麵(氹仔店) 裕家麵(皇朝店)

裕悅室內設計 裕記美食 裕記海味批發有限公司

裕盛咖啡茶餐廳 裕富裝修工程 裕發運動用品

裕發麵飽 裕華明記食店 裕隆藥房

裕誠參茸行 裕滿人家 裕滿生果

裕滿生果農產品一人有限公司 裕興中藥房 裕興紙料

裕興魚欄 裕興隆錶行 裕興隆錶行(板樟堂店)

裕興隆錶行(信達城店) 裕興隆錶行(荷蘭園店) 裕興隆錶行(維修中心)

裕興隆錶行(賣草地店) 裕興隆錶行有限公司 裕興燕窩海味

裕濠旅遊有限公司 裕豐地產 裕豐管業貿易有限公司

裕寶便利店 裕寶軒 裕寶蔘茸海味

裙子專門店1 365 補之林鍋燒美食 補健堂食品有限公司

補習王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補習王教育顧問有限公司.1 裝修NET

裝修NET設計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解憂 詩妮

詩妮專業美容中心 詩美容工作室 詩迪美容護膚中心

詩特音樂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詩高時裝澳門有限公司 詩碧曼

詩樂眼鏡中心 詩樂眼鏡公司 詩篇舞集

詩篇舞集一人有限公司 詩髮廊2 詩濃專業舞蹈藝術教育

詩韻鋼琴城 詩韻鋼琴城有限公司 詩韻鋼琴城有限公司.1

話你知 話知你士多 話知你士多(鴻昌)

話知你士多有限公司 詹利萍 詹志鑫-的士-24283

詹詠儀 詹耀彬 誠光貿易有限公司

誠好製衣廠 誠利 誠利便利店有限公司.1

誠利海南雞 誠昌飯店01店 誠昌飯店02店

誠舍生活設計有限公司 誠信 誠信駕駛學院

誠信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誠品 誠品有限公司

誠品有限公司.1 誠品有限公司.2 誠品球衣

誠屋日式料理一人有限公司 誠屋拉麵 誠家工程

誠恩健康素食店 誠泰行 誠記小食

誠記外賣小食 誠竣工程有限公司 誠意素食用品

誠意素食用品有限公司 誠業金筆火機行 誠誠時裝

誠達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誠實麵包 誠樂建材設計

誠樂食品有限公司 誠毅裝修設計工程 誠興小食

誠興出口時裝 誠興出口時裝.1 誠興貿易有限公司

誠興貿易有限公司.1 誠興藥房 誠興藥房Ⅱ

誠興藥房II 誠興藥業有限公司 誠幫商業服務中心

誠豐 誠豐工程有限公司 誠歡貿易行

資優教育中心3 資優教育中心5 資優教育有限公司

資優督課補習中心 資優督課補習中心3 資優督課補習中心4

資豐海味 資豐鮑魚食品 資豐鮑魚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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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立賢體育及娛樂 賈立賢體育及娛樂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賈伯樂提督街/提督街73e

賈梅士櫃GOM 賈瑞明一人有限公司 路加搬屋有限公司

路卡2有限公司 路吧美式公路餐飲 路易威登澳門有限公司

路易斯教育中心 路易斯髮型屋 路通貿易

路通電訊 路森林藝術工作室 路意有限公司

路路得 路路得有限公司 路路發名牌總滙

路路發通訊 路路嬴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路環小聚

路環石排灣小食店 路環咖啡 路環街市RC 19

路環街市RC 20 路環街市地下001 路環街市地下006

路環街市地下R/C-019 路環街市地下RC-019 路環碼頭面館

路環碼頭麵館 路環輝記 路環輝記美食茶座

路邊茶檔 躲貓貓外賣店 躲貓貓的店

農永順-的士-26223 農津味小食店 逾美味

遇安堂中藥房 遇見文化有限公司 遇見最初美容院

遇美養生館 遇蓮客棧 遊.咖啡

遊牧廣告設計及製作有限公司 遊泰號 遊酒號

遊歷咖啡有限公司 遊澳門旅行社有限公司 遊戲人生(澳門)有限公司

遊戲都市 運世有限公司 運通貿易行

運通環球旅遊有限公司 運通藥房 運通藥房 IX

運通藥房 V 運通藥房 VI 運通藥房 VIII

運通藥房 X 運通藥房 XI 運通藥房 XII

運通藥房 XIII 運通藥房 XIV 運通藥房 XVI

運通藥房 第一分店 運通藥房 第二分店 運通藥房 第三分店

運通藥房(金來大廈) 運通藥房(高士德) 運通藥房(第一分店)

運通藥房(第二分店) 運通藥房(第三分店) 運通藥房(羅保博士街)

運通藥房(麗華新村) 運通藥房(議事亭) 運通藥房.1

運通藥房.2 運通藥房IV 運通藥房VII

運通藥房VIII 運通藥房XIV 運通藥房XV

運通藥房XVI 運順車行 運豐藥房 祐漢店

運豐藥房(祐漢店) 運醬 道心貿易

道利亨有限公司 道咩卑利士小販2 2 道咩卑利士小販9 D4

道咩卑利士生果檔 道咩卑利士街16 d1檔 道咩卑利士街16, d5

道咩卑利士街16D4 道咩卑利士街16d5 道咩卑利士街16號

道咩卑利士街16號D2檔 道咩卑利士街2,1 道咩卑利士街2I

道咩卑利士街4號e1檔 道咩卑利士街5至5B 道咩卑利士街9 C檔

道咩卑利士街9,1 道咩卑利士街9.d2 道咩卑利士街N/681

道咩卑利士街N/813 道咩卑利士街N681 道咩卑利士街門牌 4A

道棧 道達爾TOTAL加油站 達友有限公司

達友有限公司.1 達生策劃 達宇廣告會展

達安中藥房 達安節能環保工程 達安養生堂

達安養生堂中藥房 達成小食店 達昌公司

達昌貿易有限公司 達威 達思物流有限公司

達記甜品 達記糖水 達域廣告有限公司

第 185 頁，共 265 頁



達順裝修工程 達誠 達誠一人有限公司

達榮國際旅遊 達榮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達榮魚翅湯麵

達摩食堂 達錦成五金材料行 達龍士多

達聯電業有限公司 鄒北記 鄒錦權

酮學會 鈺伊beauty 鈺盛緣

鈺盛緣一人有限公司 鈺源裝飾工程 鉅香園手信

鉅記手信 鉅記手信 彩虹苑分店 鉅記手信 港珠澳29店

鉅記手信 機場分店 鉅記手信上葡京店 鉅發集團裝飾工程

鉅廘餐具清洗服務有限公司 鉑力亞洲有限公司 鉑力貿易行

隔壁老王烤肉 雋永藥房 雋永藥房(泉澧店)

雋永藥業一人有限公司 雋永藥業一人有限公司.1 雋念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雋意創作發展有限公司 雍泰美膳 雍記甜品

雍記甜品 04 雍記甜品.1 雍翠緣

雍慶(澳門)有限公司 零卡茶飲 零卡荼飲

零式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零次咖啡 零角度

零度冷凍食品 零度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零度冷凍食品專門店

零食之尊有限公司 零食王 零食加油站

零食屋 零食庫 零食誘惑

零零小食 零零美食飲品 零零衫

雷允上國藥堂 雷克斯犬隻訓練 雷均祥-的士-29665

雷金凍肉 雷是芸 雷是芸-攤販-N/2735

雷盾智能家居 雷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雷國平

雷結求 雷華律師事務所 雷雁琼

雷達裝飾工程 雷霆電訊有限公司 電玩小子店

電訊99 電訊99.1 電訊99.2

電訊99.3 電訊通 電通電訊

電腦時代 電腦特區 電腦特區有限公司

電腦廣場 電腦廣場有限公司 電腦鋪

電解生活 電影院 電摩車業

電器達人 電器達人有限公司 頌宜坊

頌果吧 頌果吧II 頌美文化藝術工作室

頌澄珠寶 預視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飽芝味咖啡

飽芝味咖啡 荷蘭園店 飽芝味咖啡荷蘭園店 飽芝味咖啡量販店

飽芝味咖啡瑪菲店 飽島 飾品坊

飾貨水晶珠寶 飾貨珠寶有限公司 飾買識購

馳威物流代收-鏡湖店 鳯王府 鳯城康記

鼎立創藝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鼎成美食 鼎信市集

鼎信控股 鼎信控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鼎品

鼎品藥房 鼎峰攝影錄影制作 鼎泰豐

鼎軒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鼎盛 鼎盛川粵海鮮樓

鼎盛和咖啡茶餐廳 鼎盛旅遊 鼎盛旅遊服務有限公司

鼎源貿易有限公司 鼎達一站式定制 鼎達一站式定制設計

鼎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鼎龍貿易 鼎鴻飲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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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豐美食 鼎豐集團有限公司 鼎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僑光集團有限公司 僑光電器 僑豐美食

劃者工作室有限公司 劃澳一人有限公司 嘆外賣

嘆茶 嘆茶.1 嘆魚

嘆番杯金暉咖啡美食 嘆爆啡 嘈格

嘉仁宮大排檔 嘉仁宮大排檔.1 嘉太有限公司

嘉妃美顏美學 嘉年華 嘉年華投資有限公司

嘉年華酒樓有限公司 嘉利文創 嘉利文創有限公司

嘉利時裝 嘉利貿易有限公司 嘉和地產置業

嘉和美食 嘉和時裝 嘉明洋行有限公司

嘉明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嘉柏(澳門)服飾有限公司 嘉柏誠有限公司

嘉美琪琪美髮屋 嘉美樂食品澳門總經銷 嘉美髮型屋

嘉美髮型設計 嘉美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嘉倫車行

嘉娜美美肌中心 嘉馬汽車有限公司 嘉偉物業管理

嘉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嘉國貿易 嘉彩便利店

嘉盛有限公司 嘉盛網絡印刷有限公司 嘉莉有限公司

嘉勛教育有限公司 嘉華 嘉華茶居

嘉華裝修工程 嘉華燕窩行 嘉隆全人培訓有限公司

嘉雯精品店 嘉業出入口一人有限公司 嘉源食品投資有限公司

嘉源食品廠 嘉源貿易公司 嘉祺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嘉誠大排檔 嘉運小食 嘉嘉紋身:藝術空間

嘉嘉淘寶小屋 嘉嘉飾物精品店 嘉嘉護膚小店

嘉福超市 嘉銘家電 嘉輝行貿易有限公司

嘉輝貿易行 嘉興貿易行 嘉興鋼具傢俬

嘉鴻食品有限公司 嘉豐有限公司 嘉豐時裝

嘉藝教育有限公司 嘉韻琴行 嘉寶

嘉寶代購服務 嘉寶食品 嘉懿美容護膚中心

嘗手作 嘗手作有限公司 嘗蝦宮小龍蝦專門店

嘟嘟美容中心 圖騰影像工作室 圖騰餐飲管理

圖騰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圖靈珠寶有限公司 團有限公司

團源健康輕食 團樂谷 壽司相撲手

夢 朔 夢女皇 夢工場

夢工廠 夢之島百貨 夢之翼工作室

夢之翼手作 夢天堂 夢幻汽車用品II

夢幻島教育中心 夢幻島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夢因你而作

夢‧因你而作 夢妮卡髮廊 夢屋

夢旅程工作室 夢想力量 夢想卡拉OK酒

夢想卡社 夢想卡舍有限公司 夢想汽車服務中心

夢想汽車美容服務 夢想食品一人有限公司 夢想烘焙教育中心

夢想童盟 夢想菲航 夢想館

夢源教育中心 夢源督課中心 奬門人食品

嫲嫲辣辣 嫲嫲辣辣(澳門)有限公司 實力車行

實益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實得汽車美容 實踐補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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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補習中心2 寧安藥房 寧波人餐飲集團有限公司.1

幕寮 廖少容 廖氏裝修工程

廖永昌 廖宏開 廖杏環-的士-22855

廖谷芬 廖炳泉 廖啓明-的士-19331

廖惠英 廖惠桃 廖惠桃-攤販-N/1147

廖燕蘭 廖燕蘭-攤販-N/1145 廖麗梅-攤販-N/1426

彰泉營養快餐 彰楠宮 彰顯蒙氏教育有限公司

慢生活小棧 慢煮工房 慢煮研究所

慢調書旅 慳家一族 旗勝設計概念工程有限公司

旗緣有限公司 旗艦綜合日本料理 旗艦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旗艦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暢發運動用品 暢發運動用品(水坑尾街)

暢發運動用品(利新商業中心) 暢發運動用品(花都大廈) 暢發運動用品(國匯大廈)

暢發運動用品(荷蘭園) 暢發運動用品(豐暢大廈) 暢飲食館

暢飲食館(百利寶花園) 暢樂站補習社 榕城髮廊

榕發環保回收行 榕樹頭雞煲燒烤館 榕興行

榭里一人有限公司 榮禾美食 榮利文具禮品

榮利行 榮利海產 榮利龍祥燒味店

榮拓貿易有限公司 榮昌 榮昌小食

榮昌洋行 榮昌美食 榮城寶

榮威美食 榮茂錶行 榮浩室內裝修工程

榮記 榮記.1 榮記刀剪五金

榮記士多 榮記小食 榮記牛雜

榮記牛雜小食 榮記牛雜小食.1 榮記牛雜小食.2

榮記生果 榮記百貨有限公司 榮記豆腐麵食

榮記豆腐麵食 老虎巷 榮記豆腐麵食 果欄街 榮記豆腐麵食 南新

榮記咖啡室 榮記甜品 榮記菜行

榮記菜欄 榮記燒味 榮記麺飽西餅工場

榮記麵飽西餅工場 榮偉運輸貿易行 榮發

榮發食品貿易行 榮發凍肉食品公司 榮發茶餐廳

榮華洋服 榮順餅店 榮塍沙發翻新

榮暉咖啡美食 榮福珠寶 榮福珠寶有限公司

榮廚茶餐廳 榮廚茶餐廳.1 榮廚茶餐廳.2

榮德鐘錶金行 榮興布拉腸粉 榮興行

榮興行時裝 榮興行時裝(永亨花城） 榮興行時裝(栢盧大廈)

榮興行時裝(泰德中心) 榮興行時裝(臻興大廈) 榮興行時裝(營地大街)

榮興行時裝.1 榮興行時裝.2 榮興玲記鮮魚

榮興紅木 榮興商店 榮興傢俬有限公司

榮興貿易行 榮興隆 榮興隆富記中藥房

榮興腸粉 榮興錶飾市場 榮興鮮魚

榮興藥房 榮興體育用品 榮駿貿易有限公司

榮駿藥材海味 榮豐玉器金飾 榮豐魚翅有限公司

榮豐魚翅有限公司.1 榮豐貿易行 榮耀貿易

榮馨祥 榮譽美味食館 榮譽電業工程維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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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香園 榴香園亞洲食品有限公司 榴蓮王(澳門)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構思髮型 歌謠 歌謠(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歌韻藝術文化培訓中心 滌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滴水坊

滴果林 滴果林咖啡 滴果林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滷二小食 滷友記 滷天爺

滷夫子 滷字號 滷味工房

滷拌 滷俠茶館 滷班大師

滷秘坊 滷游記 滷滋號

滷滋號(氹仔店) 滷撕傅 滺藝術教育中心

滾一滾便利店 滾蛋小食 滾蛋小食.1

滾蛋小食.2 滾蛋小食有限公司 滿分地帶有限公司

滿天星有限公司 滿江春上海菜館 滿利

滿利時裝 滿足小食店 滿咖啡

滿庭芳美容有限公司 滿庭芳美容有限公司II 滿庭軒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滿庭軒餐廳 滿記 滿記東南亞美食

滿記甜品(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滿基五金 滿堂紅飲食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滿貫亞太集團(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滿厨樂 滿意居美容美甲

滿意居美容美甲.1 滿意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滿廚樂

滿輝美食 漁人碼頭-停車場 漁人碼頭燈光夜市

漁大俠 漁之味小屋 漁太郎 氹仔店

漁太郎 華光大廈 漁太郎(華光大廈) 漁夫居有限公司

漁夫葡國餐 漁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漁兵衛

漁兵衛 氹仔店 漁兵衛 東南亞花園 漁兵衛 萬豐花園

漁兵衛 豐裕大廈 漁兵衛(東南亞花園) 漁兵衛(花城)

漁兵衛(萬豐花園) 漁兵衛(鴻業大廈) 漁兵衛(豐裕大廈)

漁兵衛-東望洋街 漁兵衛-皇朝 漁兵衛-渡船台街

漁屋日本美食 漁意食堂 漁歌米線

漁鮮生 漂亮美容中心 漂流木文化集團

演藝音樂培訓中心 演藝琴行有限公司 漢明沙石建材行

漢城蕉葉屋 漢城蕉葉屋.1 漢記五金

漢記咖啡 漢記麵家 漢斯樂美食

漢樂咖啡餐廳有限公司 漢澳科技有限公司 漢諾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漫天香 漫弦音樂及藝術中心 漫畫TEEN地

漫畫館(澳門)有限公司 漫絲時裝店 漫遊蛋澳門有限公司

漫嚐烘焙有限公司 漳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漳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漳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漳寶堂 漾 日式肌研會社

漾.日式肌研會社 漾·日式肌研會社 熊天使有限公司

熊白舍 熊府料理店 熊淑英

熊淑英的攤位 熊野日本料理 熊鉞料理店

熊魁料理 熊貓代收 熊貓先生一人有限公司

熊貓好串 熊貓當家 熊貓葡國餐廳

熊貓綠蔭一人有限公司 熒點教育中心 熙佳日本(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熙佳意大利雪糕 熙記凍肉 熙記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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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記攤位 熙喬家 熙源貿易有限公司

熙熙代收店 爾泰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爾達工作室有限公司

瑤瑤時裝 瑤籃文具精品 瑪利亞美容院

瑪那貿易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瑪奇 瑪尚皇

瑪姬一人有限公司 瑪啡 瑪啡.1

瑪莉亞美容院 瑪莉亞專業美容中心 瑪絲菲爾 素

瑪菲時裝 瑪確斯 瑪確斯澳門有限公司

瑪麗站 瑪麗站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瑪麗莎美容中心

瑪寶名店 瑪寶總匯 瑰麗花藝

甄文強 甄杏珍 甄其記麵家

甄其記麵家 永安街店 甄其記麵家 菜園路店 甄記

甄殿有限公司 甄慶民 甄慶民-的士-25172

甄錦湊 瘋之店一人有限公司 瘋堂新派料理

睽琳坊 睿思教育中心 睿思資訊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睿盈時裝(澳門)有限公司.3 睿泰室內設計 睿泰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睿馬教育中心 睿淘貿易 睿淘貿易有限公司

睿博補習社教育中心 睿博補習班 睿智托兒中心

睿德教育有限公司 睿賢教育中心 碧水釣具

碧奇時裝 碧絲日韓皮膚管理 碧絲日韓皮膚管理美容中心

碧絲美容中心 碧雅斯烘培 碧雅斯烘焙

碧雅綜合髮型屋 碧綠設計工程 碧翠思·玉器

碧翠思有限公司 碧翠思珠寶玉器 碧翠軒

碧蓮天髮廊 碩果教育有限公司 福仁茗茶有限公司

福仁棧鮮肉店 福永國際酒店有限公司 福生堂中藥房

福光五金行 福地咖啡 福安地產

福安堂中藥房 福玖曲奇 福良便利美食店

福昇堂中藥房 福昌煙行 福林行

福信遊樂有限公司 福建粥美食 福建順發

福建順發美食 福建黃家小吃 福建榮興康養中心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福建麵 福星 福星五金行

福星洋貿易行 福星美食 福星電器維修

福泉風味小食 福倡超級市場 福倡超級市場台山店

福倡超級市場筷子基店 福恩玉石專門店 福氣氣球工作室

福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福祐茗茶有限公司 福記小食

福記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福記車行 福記凍肉

福康便利店 福盛祥香莊 福通行

福發皮鞋 福華汽車修理 福隆食堂

福源五金 福源咖啡美食 福源咖啡美食 沙梨頭

福源咖啡美食 筷子基 福源珠寶金行 福溢大特賣場

福溢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福瑞致遠(亞洲)商貿有限公司 福鼠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福榮汽車修理 福滿來 福廚派 別不同

福廚派。別不同 福慧素餅有限公司 福澤(澳門)懷念服務有限公司

福興e時收貨店 福龍食館有限公司 福龍食館有限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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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龍葡國餐 福臨門海鮮火鍋集團有限公司 福臨城海鮮酒家

種子音樂教育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種子藝術教育中心 種志置業有限公司

種明貿易有限公司 種遠科研 種遠集團有限公司

窩心寶貝有限公司 窩婆美食 窩蜂 下環街分店

窩蜂 中星1店 窩蜂 中星店 窩蜂 水坑尾百老匯店

窩蜂 司打口店 窩蜂 氹仔永誠店 窩蜂 氹仔信虹店

窩蜂 氹仔萬暉店 窩蜂 百佳店 窩蜂 沙欄仔店

窩蜂 佳景店 窩蜂 東望洋店 窩蜂 金融中心店

窩蜂 南灣半島店 窩蜂 皇朝分店 窩蜂 紅街市店

窩蜂 美景店 窩蜂 風順堂店 窩蜂 海灣花園店

窩蜂 祐漢店 窩蜂 馬統領店 窩蜂 荷蘭園海濤店

窩蜂 提督馬路分店 窩蜂 渡船店 窩蜂 新口岸中富分店

窩蜂 新城市店 窩蜂 筷子基店 窩蜂 寰宇店

窩蜂 龍嵩街分店 窩蜂 鏡湖店 窩蜂 寶翠店

窩蜂市場推廣服務有限公司 窩蜂物流 窩蜂物流(中星商場)

窩蜂物流(中富大廈) 窩蜂物流(氹仔店) 窩蜂物流(百老匯中心)

窩蜂物流(東成閣) 窩蜂物流(金海山花園) 窩蜂物流(信虹花園)

窩蜂物流(信勝大廈) 窩蜂物流(星海豪庭) 窩蜂物流(勝意樓)

窩蜂物流(富盛大廈) 窩蜂物流(華新大廈) 窩蜂物流(新利大廈)

窩蜂物流(新城市花園) 窩蜂物流(萬暉花園) 窩蜂物流(豐生大廈)

窩蜂物流(豐華大廈) 窩蜂物流有限公司 窩蜂物流有限公司.1

窩蜂黑沙灣金海山分店 端午冒險創意市集 管履員

粽店 精工髮型設計 精心創作

精明媽媽工作室 精品水晶店 精品花店

精思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精思國際集團有限公司.1 精美商標

精英劍擊器材 精英劍擊器材有限公司 精英薈SPB澳門有限公司

精神酒業有限公司 精彩假期(澳門) 精彩假期(澳門)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精準桌球城有限公司 精道語言中心 精藝行

精藝冷氣工程 精藝廣告裝飾有限公司 精靈珠寶

精靈塔有限公司 綠十字有限公司 綠山丘

綠之源茶葉有限公司 綠之源超市 綠加設計

綠加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綠舟藝術教育中心 綠舟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綠色生活美容 綠色設計有限公司 綠色資源有限公司

綠色靈感 綠色靈感一人有限公司 綠宏蔬菜貿易行

綠和裝修工程 綠金集團有限公司 綠星緣生活美學中心

綠星緣花藝培訓中心 綠星緣花藝培訓教育 綠星緣花藝培訓教育中心

綠星緣花藝培訓教育中心II 綠洋城咖啡美食 綠洲咖啡

綠洲按摩 綠洲獸醫診所 綠洲獸醫診所有限公司

綠食品有限公司 綠素貿易有限公司 綠草源

綠草源有限公司 綠軒名茶 綠悠花坊

綠悠花坊.1 綠悠悠 綠悠悠沙拉

綠野沙律 綠創意廚藝教育中心 綠景藥房

綠景藥房II 綠菲花藝 綠菲花藝及禮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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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葉 綠葉生活百貨 綠葉行

綠葉行(獲多利) 綠葉療膚中心 綠飾

綠飾建材行 綠廚房 綠蔭咖啡室

綠機薈 綠營康餐飲有限公司 綠鸚鵡餐廳

綫上花甲 維也納琴行有限公司 維他士多店

維他天地(利瑪竇中學) 維他奶 維他奶(澳門) 有限公司

維尼天地督課中心 維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維多利亞酒店

維多利亞酒店有限公司 維安娜投資有限公司 維米維卡童品商城

維利 維利斯展覽工程 維利斯展覽工程有限公司

維妙有限公司 維辛妮髮廊 維佳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思科技有限公司 維美女士專門店 維美仙髮型設計

維美衣飾生活 維修易 維修易一人有限公司

維恩烘焙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澳門有限公司 維特健靈藥行

維特健靈藥業 維特設計建築有限公司 維納斯美容中心

維納斯鐘錶珠寶行 維記咖啡 維記海鮮火鍋

維記海鮮火鍋酒家 維記海鮮火鍋管理有限公司 維康美食

維景酒店 維智一人有限公司 網天通訊

網天通訊設備有限公司 網淘站(和樂店) 網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網絡電腦有限公司 網路狙擊 網路狙擊網絡系統有限公司

網購大師有限公司 網購易有限公司 綺麗洋服制服

綺麗美容坊 綻花店 綻美容

綽美專業美容 綽美專業美容有限公司 綽達投資有限公司

緊急維修水電 翟氏一人有限公司.3 翟氏一人有限公司.4

翟氏一人有限公司.5 翠玉坊 翠玉坊澳門

翠玉閣 翠旭商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翠旭商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1

翠味舍 翠怡花園-怡暉閣 翠怡花園-翠暉閣

翠怡美髮屋 翠城珠寶 翠紅居

翠華餐廳 翠園酒家 翠園酒家發展有限公司

翠滿堂玉器行 翠廬 翠麗時裝

翠麗園粥品 翡翠珠寶金行 翡翠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翡翠茶餐廳 翡翠綠珠寶玉器行 翡翠銀城

翡翠銀誠 翡翠廣告設計製作 翡翠纖體

聚 聚 花城店 聚 美景店

聚（三盞燈店） 聚(三盞燈店) 聚（永樂店）

聚（保利達店） 聚（信和店） 聚（埃武拉店）

聚(海濱店) 聚（祐漢店） 聚（國華店）

聚（裕華店） 聚（樂駿盈店） 聚一聚

聚一聚有限公司 聚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聚光燈製作一人有限公司

聚妍匯 聚妍滙有限公司 聚佳點咖啡

聚花店 聚星飲食有限公司 聚珍餐飲管理

聚珍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聚盈美 聚美國際美容美甲中心

聚美匯化妝品 聚焦美食坊 聚聚

聚樂教育中心 聚緣行 聚緣佛舍泰國佛牌

第 192 頁，共 265 頁



聚緣軒 聚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聚賢海鮮美食

聚賢補習中心 聚髮軒 聚龍軒服裝店

聚龍軒粵菜酒樓海鮮火鍋 聚龍酒家 聚優庭有限公司

聚薈 聚鮮居(溫洲)美食 聚鮮居(溫洲)美食.1

聚點 聚寶坊 聚寶健康坊

聚寶閣餐廳 聞綺 聞綺一人有限公司

聞雞起舞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臺北1號 臺灣小舖

臺灣古早味蛋糕氹仔店 臺灣古早味蛋糕利澳 臺灣古早味蛋糕店

臺灣古早味蛋糕黑沙環 臺灣古早味蛋糕筷子基 舞伎

舞伎抹茶咖啡館一人有限公司 舞苑藝術國際教育中心 舞動空中

舞動空中及舞蹈 舞動空中及舞蹈工作室有限公司 舞藝坊

舞藝坊一人有限公司 蒙思蒙特梭利托兒所 蒙特梭利教育中心III

蒙健方 蒸神 蒸斬掂

蒸蒸日尚 蒸燉工坊 蒸燉工房

蒼龍國際貿易物流有限公司 蓁凱管理 蓁凱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蓉媽媽 蓉媽媽有限公司 蓋子便利店

蓓媛歐美容 蓓絲肌(BODY SKIN)芳香及有機產品店 蜚鈊摩機車

蜚鈊摩機車代理有限公司 蜜月星球 蜜思烘焙

蜜烤 蜜斯特煎餅果子 蜜絲小姐整體美學

蜜蜂小食 蜜蜂小食.1 蜜蜂快遞

蜜蜂快遞一人有限公司 蜜蜂國際 蜜蜂輕食食品廠

蜜蜜見咖啡館 蜜蜜食 蜜糖冰室

裳時裝 裸沙拉 誘盈美容美甲

誘盈美容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語研教育中心2 語研教育有限公司

語樂有限公司 誥發體育用品(威龍花園) 豪小廚

豪尚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豪舍管理有限公司 豪門桑拿殿

豪帝一人有限公司 豪特國際(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豪記車業

豪偉有限公司 豪傑玩具 豪景髮型

豪華工程有限公司 豪華有限公司 豪華西岸柚梨

豪華別墅 豪逸投資有限公司 豪逹運輸有限公司

豪園美食 豪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豪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1

豪極(澳門)有限公司 豪達壁膜裝飾工程 豪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賓尼酒業國際有限公司 賓利酒世界 賓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赫本水療有限公司 赫里手作珍珠 飲品 赫里手作珍珠饮品

趙丁丁 趙月嬋-攤販-N/2432 趙世培-的士-24536

趙永惠-的士-18012 趙灶坤-的士-25609 趙秀芬

趙松標-的士-19912 趙俊康-的士-22938 趙英權-的士-22660

趙家巷26,d2 趙家巷N/2136 趙家巷N2136

趙家豪-的士-29574 趙偉俊-的士-21307 趙培記

趙堅英-攤販-N/428 趙堅楝 趙善智-的士-24522

趙善衡 趙景培 趙焯安

趙裕榮 趙福容 趙德記

趙德記小食 趙燕棠 趙錦全-的士-2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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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鑑記 輕食 輕食 氹仔

輕食.1 輕食糖有限公司 輕食關前正街

輕營日記 輕營日記有限公司 輕鬆好友

辣上癮 辣台味 辣四方(連勝店)

辣四方新派川菜 辣沙特式料理 辣里小食

辣客 辣喱 辣魂

辣點子 遠日空間有限公司 遠日傳媒有限公司

遠成時裝 遠來餅家有限公司 遠東中藥房

遠東水翼船務有限公司 遠東參茸海味貿易行 遠東教育促進會

遠東貿易行 遠東電訊 遠泓汽車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遠洋嘉園管理處 遠記車行 遠盛影視

遠斌裝修工程 遠景國際貿易 遠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遠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1 遠興花木店 遠興童裝百貨

酷泰有限公司 酷童時裝 酷陽電腦

酷廚 酷寶寵物一人有限公司 酸小七果味酸湯魚

酸得喜 酸辣粉小食 銀河丹桂軒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銀河茶餐廳 銀河通訊 銀河電訊一人有限公司

銀芯投資有限公司 銀城(大都會)家庭電子遊戲專門店 銀城家庭電子遊戲

銀星通訊 銀苑麵食 銀宮公司

銀宮合記公司 銀座皮鞋 銀座櫃GNZ

銀康有限公司 銀捷投資有限公司 銀雅投資有限公司

銀運投資有限公司 銀線工作室 銀髮廊

銀器 銀龍粉麵咖啡 銀龍粉麵咖啡.1

銀龍粉麵咖啡.2 銀龍粉麵咖啡-南新 銀豐

銀鷹咖啡飯店 銀灣水療 銀鑽髮廊

銀鑽髮廊.1 銅馬餐室 銓盈出入口貿易行

銓記生鮮 銘匠建材裝修工程 銘威電單車中心

銘威駕駛學校 銘威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銘威駕駛顧問

銘威駕駛顧問有限公司 銘珍魚翅撈飯 銘珍精食店

銘珍餐飲有限公司 銘記士多 銘記行

銘記食品超級市場 銘記澳葡美食 銘酒居有限公司

銘雅家居 銘達專業 銘達專業健身體育發展有限公司

銘德健身體育發展 銘德健身體育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銘德培訓中心

銘駿汽車服務中心 銘鑽珠寶 鋮淐行

閣樂 閣樓咖啡有限公司 閩南小食

閩南晉發美食 閩南晉發美食.1 韶昌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韶順車行有限公司 韶關車行有限公司 領行教育中心

領宙有限公司 領尚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領域

領域工程 餃子工房 餃子工房(威通閣)

餃子站 餃子站 沙梨頭店 餃子站 廣福安店

餃子教育有限公司 餃子樂 餃子舖

餃作 餃皇 餃滑

餃餃者 餃餃鎮 餃餃鎮(安苑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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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餃鎮(宏信大廈) 餃餃鎮餃子專門店一人有限公司 髪名人

髪城髪廊 髪軒髪廊 髪港

魂太手作料理 鳳姐小食 鳳欣晒圖影印中心

鳳城文苑飯店 鳳城老澳門手信 鳳城利來 大三巴1店

鳳城利來 大三巴2店 鳳城利來氹仔店 鳳城利來食品貿易

鳳城利來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鳳城明發手信 鳳城珍記麵家

鳳城英發餅廠 鳳城珠記麵家 鳳城珠記麵家(天神巷分店)

鳳城珠記麵家(連勝馬路分店) 鳳城珠記麵家大街 鳳城珠記麵家天神巷店

鳳城珠記麵家南灣 鳳城珠記麵家高樓街 鳳城珠記麵家連勝

鳳城軒 美食 鳳城軒美食 鳳城康記

鳳城康記外賣 鳳城黃金手信 鳳城輝記餅家

鳳城輝記餅家(福隆新街) 鳳城燒臘 鳳城禮記魚翅海鮮酒家

鳳城禮記魚翅海鮮酒家.1 鳳城權記手信 鳳凰大排檔

鳳凰大排檔2 鳳凰天空出版社 鳳凰貿易有限公司

鳳凰臺美食坊 鳴昊體育會 鳴泰國際有限公司

鳴詩音樂教育中心 麼麼一人有限公司 麼麼蔬

齊齊買 齊齊買有限公司 齊齊買便利店

齊齊買便利店有限公司 齊歡樂咖啡麵食 價真棧(澳門)

價真棧(澳門)有限公司 價真棧(澳門)南灣店 億和冷氣

億和冷氣電業工程 億昌行貿易有限公司 億隆清潔工程維修

億隆清潔工程維修保養 億隆清潔工程維修保養有限公司 億匯貿易有限公司

億達酒行 億達電器五金 億霖一人有限公司

億豐貿易 億馨美容護髮館 劉子康-的士-27232

劉子傑-的士-22020 劉少理 劉少葵

劉月香 劉月香-攤販-N/2706 劉氏公司

劉氏裝飾工程 劉永新-的士-18248 劉永新-的士-20228

劉玉燕 劉自棉 劉志成

劉志成-攤販-一樓-001 劉志強 劉志豪-的士-28840

劉志遠-的士-23974 劉李和-的士-25234 劉秀華

劉坤 劉坤-攤販-N/2126 劉宗榮-的士-12527

劉東成-的士-17286 劉東華-的士-23316 劉東榮

劉炎成 劉俊傑-的士-24128 劉美蔬菜生果

劉致宏-的士-22179 劉英偉 劉英偉-攤販-1 ANDAR-037

劉迪金 劉倩-的士-28644 劉家駒-的士-24549

劉振福 劉桓記豬仔包 劉桓記豬仔包咖啡麵食

劉偉光 劉健偉-的士-14623 劉啓龍-的士-33241

劉國英 劉國倫-的士-17829 劉基欽-的士-29537

劉敏昭-的士-22414 劉晚景 劉淑玲

劉淑玲-攤販-N/1000 劉蛋小食 劉集迎-的士-28093

劉傳發-的士-16593 劉楊餃子麵 劉煥君律師

劉銀嬌 劉劍濤-的士-15337 劉潔群

劉潤泉 劉蝶珊 劉錦珍

劉錦翠 劉錦翠-攤販-N/47 劉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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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關張運輸 劉麗梅 劉耀文-的士-20179

劍魚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嘩嘩自動化設備一人有限公司 嘩嘩嘩有限公司

嘻盛集團有限公司 墨西哥咖啡美食 墨宴西服有限公司

墨雅設計建築工程 墨墨餸 嫻姐菜檔

嬌小廚 嬌妍美容中心 嬌怩有限公司

寫意站餐飲管理 寫意站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寬盈行

寬窄巷子 寬記豆腐花 寬頻電訊器材

廚加 廚屋餐廳 廚師樂

廚泰 廚泰娛樂有限公司 廚魂冒菜

廚藝天地 廠貨直銷店 廠貨直銷店(義字街)

廠貨直銷店.1 廠貨直銷店.2 廣大工程五金

廣仁堂中藥房 廣元堂中藥房 廣州卓記制麵河粉廠

廣利五金有限公司 廣利海外升學中心 廣利源貿易有限公司

廣告天地 廣告天地有限公司 廣告皇媒體製作

廣告皇媒體製作有限公司 廣告輸出製作中心 廣志

廣汽經銷店 廣來興粉麵食館 廣來興粉麵食館.1

廣昌 廣昌神香神紙 廣昌隆貿易行

廣東的麵 廣東假期旅遊有限公司 廣東寅源餐飲S9

廣東寅源餐飲W11 廣東寅源餐飲W12 廣東寅源餐飲W13

廣東寅源餐飲W14 廣東寅源餐飲W21 廣東寅源餐飲W22

廣東寅源餐飲W23 廣東寅源餐飲W33 廣東寅源餐飲W34
廣東寅源餐飲服務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 廣東順德美食 廣東順德美食.1

廣東順德美食.2 廣東熊貓(澳門) 廣東熊貓(澳門)國際
廣東熊貓(澳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廣星傳訊 廣星傳訊 文化中心

廣星傳訊 台山 廣星傳訊 氹仔 廣星傳訊 高士德

廣星傳訊 荷蘭園 廣星傳訊　奧林匹克 廣星傳訊有限公司

廣海貿易行 廣益便利店 廣益豬肉

廣記凍肉 廣記雞鴨 廣祥行

廣祥行有限公司 廣祥行有限公司.1 廣場葡國餐廳

廣發魚翅海味 廣發裝修工程 廣華超記小食

廣華電單車 廣華電單車一人有限公司 廣萊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廣進咖啡美食 廣進咖啡美食.1 廣新發美食

廣福安花園管理機關.線下 廣福安櫃AYG036 廣福行

廣福興 廣潮福粉麵食館 廣澳貨運

廣興五金 廣興美食 廣興美食 建華店

廣興美食.1 廣興號 廣興號澳門美食

廣鴻行 廣豐咖啡麵食 廣鑫隆貿易有限公司

彈起小食 影音中心 影音拍檔

影樂有限公司 德一人有限公司 德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德大 德仁有限公司 德仁有限公司.1

德仁有限公司.2 德仁藥房 德仔記燒味茶餐廳

德仔記燒味茶餐廳(友邦廣場) 德仔記燒味茶餐廳(太子花城) 德仔記燒味茶餐廳.1

德仔記燒味茶餐廳.2 德生中藥房有限公司 德生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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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肉食有限公司 德生車行 德生藥行

德安車行 德成中藥房 德成五金

德利海味雜貨 德利裝修工程 德利嘉有限公司

德來肉店 德叔雞鴨冰鮮貨品 德和

德和行石油有限公司 德和行石油有限公司.1 德旺葯行

德昌中藥房 德昌公司 德昌超級市場

德信中藥房 德信發展有限公司 德威電單車行

德建小食 德盈車行 德美一人有限公司

德悅軒 德記 德記咖啡麵食

德記美食 德記食品貿易行 德記置業有限公司

德記蔬菜 德記鮮肉店 德記藥材

德健建築材料 德國寶（澳門）有限公司 德國寶(澳門)有限公司

德國寶(寶豐店) 德祥 德祥雜貨貿易行

德勝寵物手作工作室 德勝寵物店 德堡車行

德富小食店 德富中藥房 德富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德普工程有限公司 德智有限公司 德然貿易公司

德發 德發五金行 德發凍肉

德發貿易 德華電器行 德華翡翠玉器

德隆中藥房 德順軒四季海鮮火鍋有限公司 德順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德意寶集團有限公司 德瑜美容有限公司 德誠

德榮電單車行 德福中藥房 德福中藥房分行

德福美食 德慧百貨行 德賢坊

德賢坊龜苓膏 德賢坊龜苓膏康潤涼茶舖 德輝行

德輝超級市場 德輝超級市場(騎士馬路店) 德輝超級市場.1

德魯納時裝 德興 德興16號碼頭海鮮火鍋

德興天天海鮮火鍋有限公司 德興行石油 德興行石油（澳門）有限公司

德興雜貨 德龍貿易有限公司 德聰貿易有限公司

德豐咖啡 德豐咖啡美食 德豐咖啡美食(宏豐大廈)

德豐咖啡美食(鏡興大廈) 德豐咖啡美食.1 德穩貿易行

德寶汽車維修中心 德寶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德寶軒

慕拉士旗艦店 慕拉士櫃MOR 慕斯美容美甲有限公司

慕斯貼膜設計 慧妍化粧用品中心 慧妍美容美髮

慧言教育中心 慧思教育中心 慧研美容美髮

慧食坊有限公司 慧食坊食療養生館 慧能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慧記五金電器家庭用品 慧善素食 慧雅美髮 下環店

慧雅美髮 東望洋店 慧雅美髮 筷子基店 慧雅美髮美容中心

慧雅美髮美容中心(下環店) 慧雅美髮美容中心(東望洋店) 慧雅美髮美容中心(花王堂店)

慧蓉美容中心 慧慧子精品 慶記茶餐廳

慶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慶記鮮肉 慶智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慶華 慶輝堂有限公司 慶餘宥美膳軒

慶豐葡式美食外賣店 慶豐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憤怒鳥娛樂中心

摩卡美食坊 摩芝達 摩珀斯酒店

摩珀斯酒廊 摩根(澳門)有限公司 摩根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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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手作檸檬茶 摩斯探案 摩登佬時裝

摩登街 摩登街II 摩登街時裝

摩登街時裝 II 摩登街時裝II 摩爾咖啡

摩爾咖啡有限公司 摩爾教育中心 摩爾教學輔助中心

摩網電信設備 摩網電信設備有限公司 摩檸手作

摩檸手作（南新店） 摯愛空間 撈

撈十八投資有限公司 撈上癮 撈起手撕雞

撈煮小食 撈撈吧 撈霸

撈囍石鍋飯 播道會澳門使命團 撲克主題咖啡館

數位電腦科技 數碼天地有限公司 數碼王有限公司

數碼王有限公司.1 數碼世界 數碼印有限公司

數碼行星 數碼行星（澳門）有限公司 數碼行星(澳門)有限公司

數碼坊 數碼急救站 數碼急救站一人有限公司

數碼急救站一人有限公司.1 數碼急救站有限公司 數碼站手提電話中心

數碼動力 數碼動力有限公司 數碼動力通訊有限公司

數碼電腦 數碼暴龍有限公司 數碼龍

數碼寳股份有限公司 數學思維氹仔美景 數學思維林茂塘教育

數學思維教育中心 數學思維教育中心II 暴富之椰子

暴搜百貨 暴搜百貨一人有限公司 槴子花美麗有限公司

樂CLUB 樂GO 樂士瑜伽中心

樂士瑜伽中心(澳門)有限公司 樂才有限公司 樂才有限公司.1

樂天桌球會管理有限公司 樂天強記粥粉麵食 樂天電腦科技一人有限

樂天電腦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樂天綠化園藝 樂比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樂丼丼 樂丼丼.1 樂丼丼日式料理店

樂乎餐廳 樂卡拉OK酒 樂民有限公司

樂民商店 樂生活家居 樂生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樂在其中 樂有限公司 樂君參茸手信

樂君參茸手信.1 樂君貿易行 樂豆寵物屋

樂奇shoes 樂宜國際發展教育中心 樂宜國際發展教育中心(6)

樂宜國際發展教育中心(分社) 樂宜教育中心 6 樂宜教育中心7

樂宜教育中心分社 樂宜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樂宜教育發展有限公司.1

樂宜督課補習中心 樂宜督課補習中心 6 樂宜督課補習中心(6)

樂宜督課補習中心(分社) 樂宜督課補習中心7 樂宜督課補習中心分社

樂居建材 樂居設計裝修工程 樂怡軒餐廳

樂怡酒吧 樂所飛設計有限公司 樂林音樂中心

樂林琴行 樂林琴行.1 樂治一人有限公司

樂思富投資有限公司 樂拼美妝 樂施會

樂柏有限公司 樂研茶舍 樂美女仕專賣店

樂風音樂教育中心 樂食食品有限公司 樂宮美食中心

樂宮集團製餅廠 樂家一人有限公司 樂家一所一人有限公司

樂家一所補習中心 樂家咖啡館 樂家居

樂家居傢俬有限公司 樂家珠寶飾物 樂家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樂家綠機薈有機有限公司 樂浩 樂記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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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軒工程 樂高認證專門店 樂高藝術教育中心

樂健坊 樂域車業 樂得百貨

樂得製衣廠 樂悠悠藝術教育中心 樂淘代收

樂淘代收 下環店 樂淘代收 世紀豪庭店 樂淘代收 宏基店

樂淘代收 牡丹花園店 樂淘代收 金利達 樂淘代收 金利達店

樂淘代收 保利達店 樂淘代收 威翠花園店 樂淘代收 美居廣場店

樂淘代收 美景花園店 樂淘代收 海擎天店 樂淘代收 渡船街店

樂淘代收 寰宇天下 樂淘物流 台山店 樂淘物流 宏基店

樂淘物流 昌明店 樂淘物流 新益店 樂淘物流 運順店

樂淘物流有限公司 樂逍遙玩具店 樂陶工作室有限公司

樂陶陶有限公司 樂陶藝術中心 樂揚國際醫藥有限公司

樂斯餐飲有限公司 樂菲澳門 樂陽數碼文具有限公司

樂意居管理處 樂意教育中心 樂群樓停車場

樂詩音樂教育中心 樂詩琴行 樂滿屋

樂滿屋有限公司 樂髪點 樂廚

樂德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樂緣 樂緣文創教育中心

樂緣文創教育中心II 樂髮點 樂澳汽車美容

樂澳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樂澳汽車維修 樂興LED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樂濤娛樂製作發展有限公司.1 樂營小廚 樂駿盈軒旗艦店

樂駿櫃LCL 樂點一人有限公司 樂點咖啡

樂點咖啡有限公司 樂舊時 樂豐汽車有限公司

樂豐藥房 樂藝珠寶鐘錶一人有限公司 樂藝創作

樂藝影音一人有限公司 樂韻氹仔教育中心 樂韻琴行

樂韻琴行音樂中心 樂寶便利商店 樂寶澳門集團

樂寶澳門集團有限公司 樊美恩-攤販-一樓-034 樊健紅

樑記 樑記開心食堂 樓上

樓下咖啡 樓下餐室 樓下檸檬茶室

樓中寶貿易行 樓姑娘 樓計識有限公司

樓華飲食有限公司 樓蘭拉麵館伊斯蘭 樓籣拉面館(伊斯蘭)

標美裝修工程 標記 標記五金裝修材料行

標記生果店 標記咖啡奶茶 標記香燭紙料

標記海味行 標記貿易行 標記飯店

標普環保有限公司 標準電腦 標準電腦有限公司

標緻時裝有限公司 標緻郵社 標寶淨水有限公司

模自由一人有限公司 模玩一人有限公司 模型友

模時裝 模雙玩具 歐巴巴鮮生配送

歐尼飾品 歐志成-的士-27854 歐志輝-的士-23856

歐亞白馬行地鋪 歐亞免稅店(國際)有限公司 歐亞免稅店(國際)有限公司.1

歐亞免稅店(關閘) 歐亞美創有限公司 歐亞美創美容中心

歐亞萬國華庭店 歐亞綠洲餐飲娛樂有限公司 歐的高爾夫咖啡

歐的現代家居生活館 歐施黃有限公司 歐洲名店有限公司

歐洲衣櫃時裝有限公司 歐洲品牌有限公司 歐洲珠寶鐘錶

歐洲街 歐洲街電子商務 歐洲街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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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進口地板有限公司 歐美化妝品 歐美西式美食有限公司

歐家和-的士-22050 歐家能-的士-23678 歐時力(澳門)風尚有限公司

歐偉成-的士-29885 歐陸皮鞋 歐斯龍天花建材

歐陽巧欣 歐陽志強-的士-28802 歐陽明-的士-12528

歐陽振華-的士-22694 歐陽釗 歐陽健-的士-22114

歐陽華盛 歐陽雄 歐陽順清

歐陽愛興 歐陽愛興-攤販-N/1958 歐陽業笑

歐陽麗娟 歐陽麗韶 歐陽艷梅

歐陽艷梅-攤販-N/2604 歐銀玉 歐曉沅-的士-24539

歐羅酒業貿易行 歐麗芳 歐麗設計

歐麗設計一人有限公司 毅里有限公司 毅昇滋補養生堂

毅俊盈 毅俊盈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毅恆補習中心

毅晉廷鼎力 毅晉廷鼎力有限公司 毅高澳門有限公司

毅高澳門有限公司1 毅高澳門有限公司2 毅高澳門有限公司3

毅高澳門有限公司5 毅康電訊有限公司 毅進社有限公司

毅進綜合服務中心 毅嘉貿易行 毅興工程有限公司

毅競運動用品專門店 潔 日式美肌專研 潔妮卡嬰兒用品

潔妮卡嬰兒用品(海上居) 潔妮卡嬰兒用品(逸麗花園) 潔妮卡嬰兒用品有限公司

潔淨生活專業清潔 潔淨生活專業清潔一人有限公司 潔博士有限公司

潔象鞋類洗護 潔象鞋類洗護有限公司 潘小明

潘氏九記冰廳 潘多拉珠寶澳門有限公司 潘伯和-的士-17872

潘志偉 潘威記 潘紀綱

潘振祥 潘記 潘國祥

潘培昆-的士-25567 潘淑平 潘雪霏

潘凱倫-的士-23814 潘毅強-的士-10009 潘銳堅

潘澤平-的士-18536 潘麗容 潘露兒

潘露兒-攤販-地下-025 潘觀炎 潘觀炎小販

潘觀炎-攤販-N/635 潛能乒乓球館 潛能教育中心

潛能電腦 潤美坊專業美容中心 潤高(澳門)有限公司

潤國環球有限公司 潤發超巿 潤發超市

潤德酒業 潤髮城 潤鴻行中藥房

潤豐林記海鮮飯店 潤鑫服裝店 潮

潮人站 潮丸子小食 潮牛名門

潮牛名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潮甲坊美容美甲 潮州城

潮州麒麟閣 潮百吧 潮衣舍時裝

潮利豐食品有限公司 潮味小食 潮味亭(青翠)

潮味亭(青翠花園) 潮味亭（泰榮) 潮味亭(泰榮大廈)

潮味亭(廣福祥) 潮味鮮外賣店 潮品匯品牌服飾店

潮品滙 潮品滙品牌服飾店 潮城百貨有限公司

潮城洋行 潮流工房 潮流生活百貨

潮流坊 潮流快訊 潮流物魚

潮流物魚有限公司 潮流家居有限公司 潮流時裝店

潮流站澳門有限公司 潮流專業髮型 潮流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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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格玩具城 潮格玩具城一人有限公司 潮記果檔

潮記美食 潮牌髮型屋 潮發軒美容美髮

潮發餐飲管理 潮發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潮集舍

潮集舍一人有限公司 潮媽媽貿易有限公司 潮媽薈

潮滙 潮髪廊 潮樓咖啡

潮髮軒美容美髮 潮髮廊 潮髮廊.1

潮燒味 潮興發粉麵店 潮興隆美食

潮興隆粉麵館 潮館 潮館一人有限公司

潮豐麵家 潶啡 潶琲

潼興接送服務中心 澄德中藥房 澋域工程有限公司

澋域科技有限公司 澎思橋補習中心 澎穎化妝有限公司

澎麗培訓中心 澔麟一人有限公司 澕麗時裝大碼店

熱剪髮型 熱愛中古有限公司 熱窩創意一人有限公司

熱潮一人有限公司 熱點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瑩美容中心

瑩彩有限公司 瑩鼎麵館 瑩潔服務

瑩瑩美容中心 瑩瑩美容健美中心 瑩瑩飾物

瑩瑩飾飾 瑩瑩飾飾精品店 璃 咖啡烘焙

璃·咖啡烘焙 璃思日本美容有限公司 璇舞工坊

瘦食澳門 盤磯廣告策劃有限公司 磐石沙龍

禛回味燒臘外賣 稻城小館 緣份天使美甲店

緣來素食 緣來素食有限公司 緣味

緣味古早味現烤蛋糕 緣咖啡有限公司 緣美美容有限公司

緣藝坊外賣店 緥寶有限公司 緩茶

緬 緬華南國小食店 緬僑單車

緬緣有限公司 緻妍舍花藝精品 緻紋身工作室

翩度洋服 膠友玩具 蓬勃雜貨

蓬萊花生糖手信 蓬萊賓館 蓮女仕專門店

蓮花冰室有限公司 蓮花服務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蓮花油站

蓮花紙料行 蓮花路停車場 蓮花餅家有限公司

蓮香麵家 蓮香麵家 (添祥大廈店) 蓮香麵家 (黑沙環店)

蓮香麵家 花城店 蓮記 蓮菇茶檔

蓮華美食 蔓盈美容健體訓練中心 蔓盈集團有限公司

蔓盈會 蔓迪斯設計 蔓蒂時裝店

蔓蕾髮之院 蔚來空間 蔚青文化藝術一人有限公司

蔚青舞蹈團 蔚然課餘接送中心 蔚華時裝

蔚祺教育有限公司 蔚祺補習中心 蔚賢室攝影文化

蔚賢室攝影文化工作室 蔚賢室攝影文化室 蔚賢美容之家

蔚藍音樂工作室 蔚藍補習中心 蔡文禧-的士-30605

蔡氏裝修工程 蔡冬記美食 蔡冬記美食 東望洋店

蔡冬記美食 南華店 蔡冬記美食有限公司 蔡冬記美食有限公司.1

蔡冬記美食有限公司.2 蔡冬記美食慕拉士店 蔡永昌-的士-18396

蔡永鍵 蔡永鍵-的士-22879 蔡兆基-的士-10256

蔡秀閃 蔡良海 蔡佬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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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隆 蔡明-攤販-地下-026 蔡秉棋

蔡秉嚴 蔡炳棠-的士-15801 蔡家昌

蔡桂明 蔡高中小賣部 蔡國仲

蔡強建築商 蔡盛強 蔡景瑜

蔡湧權-的士-28373 蔡瑞平 蔡鳯群

蔡嘉化妝 蔡榮愷 蔡鳳群-攤販-N/2399

蔡麗娟 蔬士 蔬士沙拉氹仔店

蔬士沙拉餐飲 蔬士沙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蔻馳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蝙蝠俠夜神飛馳禮品店 蝦井汸 蝦井汸一人有限公司

蝦兵蟹將 蝦兵蟹將 鮮味麵館 蝦兵蟹將.1

蝦兵蟹將鮮味麵館 蝦咕蝦咕 蝦帽太郎

蝦頭小食 蝴蝶夢有限公司 蝴蝶夢有限公司.1

蝶之島 蝶苑 蝸居小食

衛時尚美髮美容美甲 褔建黃家小吃 課金達人

課金達人.1 誼發 誼發(美信大廈)

調茶局 談勝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請飲咖啡

豬之家 豬之家(青翠花園) 豬仔取貨易

豬肚雞 豬肚雞.1 豬肚雞.2

豬油包咖啡室 豬爺爺姜醋 豬豬玩具

豬雜王 賜福命理精品店 賜霖有限公司

賞心 賞心化妝品貿易 賞心化妝品貿易有限公司

賞心美妝百貨專門店 賞玥 賞面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賞食 賞魚工房水族設計 賞魚工房水族設計有限公司

賞畫廊有限公司 賞買就買 賢仔小食

賢峰投資有限公司 賢記 賢記貨車運輸

賢記蔬菜 賢學教育中心 賢學教育有限公司

賢學補習中心 賢藝有限公司 賣丼飯餐飲有限公司

賣咖啡 賣咖啡有限公司 賣草地里1P

賦月閑居 賦研教育中心 賦格音樂

賦格音樂有限公司 質感髮型屋 趣味軒雜架

趣舍 趣香行 趣眼精釀

趣堡屋 趣趣市集 趣藝坊

趣藝坊澳門有限公司 躺平 輝戈牛掌門

輝王海鮮 輝利行 輝和美食

輝夜有限公司 輝師傅燒味 輝記

輝記小食 輝記五金 輝記生果鋪

輝記汽車服務中心 輝記汽車服務中心分店 輝記海鮮美食

輝記魚枱 輝記魚欄 輝記菜欄

輝記裝修貿易公司 輝記電單車行 輝記膠輪

輝記燒烤 輝記鮮果舖 輝記鮮果鋪

輝記鮮魚 輝記鮮菓蔬菜士多 輝記雜貨

輝彩裝修工程 輝盛食館 輝榮電業有限公司

輝豪餐飲有限公司 輝豪餐飲有限公司.1 輝澕清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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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記乳鴿 適記凍肉 適意洋服

鄧世芳 鄧民力 鄧永生魚鋪

鄧永生-攤販-R/C-093 鄧成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鄧志強-的士-20855

鄧良駒 鄧保賢-的士-13346 鄧建敏

鄧彥懷 鄧美運 鄧焯標

鄧焯標-攤販-N/259 鄧詠賢 鄧貴明

鄧樹強-的士-18505 鄧橋蘭 鄧橋蘭-攤販-N/2794

鄧錦榮-的士-25380 鄧麗清 鄧耀洪

鄧權合 鄭子明 鄭少美

鄭文鐸 鄭月貞 鄭丞恭

鄭仲春 鄭成昌 鄭伯滔-的士-29141

鄭志全-的士-19068 鄭志堅-的士-17782 鄭宗明-的士-25304

鄭忠記海產凍肉 鄭忠記海產凍肉有限公司 鄭忠記海產凍肉有限公司.1

鄭昔良 鄭金海-攤販-R/C-116 鄭金嫻

鄭俊文-的士-24724 鄭俊達-的士-26489 鄭建文-的士-17311

鄭泉記 鄭英龍 鄭家昇

鄭桂燕 鄭笑萍 鄭笑萍-攤販-N/221

鄭偉雄-攤販-N/2594 鄭國蓮 鄭國蓮-攤販-N/2433

鄭彩嬋 鄭彬華 鄭彬華-攤販-N/1364

鄭許超 鄭發強 鄭貴龍-的士-22243

鄭順 鄭敬賢-的士-32885 鄭達雄-的士-23676

鄭榮進-的士-32151 鄭漢權 鄭劍豪

鄭劍豪-的士-21907 鄭慶權-的士-23164 鄭毅峰-的士-27801

鄭穎聰 鄭錫霖-攤販-一樓-021 鄭鍚琪-的士-21121

鄭鎵良 鄭鎵良-攤販-N/321 鄭麗媚

鄭麗萍 鄭繼好 鄭鑑煊

鄭鑑煊-攤販-N/2725 鄰里 鄰里手打檸檬茶

醇享 醇酒庫有限公司 醇與藝教育中心

醇藝學院有限公司 醉月樓 醉月樓潮州酒家

醉月樓潮州酒家有限公司 醉月樓潮州菜館 醉有米

醉怡吧 醉為食 醉紅樓

醉香樓 醉茶居 醉宿一人有限公司

醉強吃貨 醉爲食 醉惹味

醉愛 醉鮮 醉點

醉點酒業有限公司 醉囍鹵鵝來澳美食 醋頭家(提督街)

銳天自動零售機一人有限公司 銳記小食 銳記小食.2

銳基貿易 銳進發展有限公司 鋒車業

閱讀舍 震濠電業有限公司 靚媽日子養生產品專賣店

靚媽月子養生產品 靚媽月子養生產品專賣店 靚媽食堂

靚媽寶貝 靚靚百貨 靚靚時裝

靚靚銀器精品店 靚靚養生美容中心 靚靚養生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鞋文化有限公司 養生茶莊 養生湯 崗陵街店

養生湯 新口岸店 養生湯有限公司 養生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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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妍堂 養妍堂 氹仔分店 養妍堂 黑沙環店

養妍堂 塔石店 養妍堂有限公司 養身食家.素食

養身堂中藥房 養車先生有限公司 養豬工房

養豬工房(大碼頭街店) 養薈古法草本頭療坊 髮G髮

髮之都 髮之網髮型設計 髮世界

髮世界髮廊 髮生機髮型及護理 髮生機髮型及護理有限公司

髮名人 髮名家設計 髮芝緣

髮城髮廊 髮姿廊 髮師髮型屋

髮師髮型屋有限公司 髮軒 髮軒髮廊

髮國髮廊 髮現號 髮廊髮型屋

髮港 髮絲軒 髮源地髮型屋

髮憬 鬧市冬甩 魅力坊

魯肉專家 魯納醫療器材用品有限公司 黎文輝-的士-23819

黎世亮-的士-13766 黎有根-的士-33642 黎志強-的士-16668

黎沛劍 黎明中期滑板 黎泳浩

黎金全-的士-21934 黎朗明-的士-25444 黎浩機

黎浩機-攤販-N/1752 黎國強-的士-26289 黎敏儀

黎淑英 黎淑興 黎惠琼

黎惠琼-攤販-地下-054 黎嘉偉 黎鳳好-攤販-地下-048

黎潤權 黎燕萍 鼐食鼐雙醬咖喱

齒香餅家 齒留香咖啡 齒留香咖啡(下環)

齒留香咖啡外賣 儒利白鐵工程 儒林教育集團

儒林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儒林教育集團有限公司.1 儒林教育集團有限公司.2

儒林教育集團有限公司.3 儒林華輝補習中心 儒林補習中心

儒林補習中心 11 儒林補習中心10 儒林補習中心11

儒林補習中心12 儒林補習中心13 儒林補習中心14

儒林補習中心16 儒林補習中心17 儒林補習中心18

儒林補習中心19 儒林補習中心2 儒林補習中心20

儒林補習中心21 儒林補習中心22 儒林補習中心23

儒林補習中心24 儒林補習中心25 儒林補習中心26

儒林補習中心27 儒林補習中心3 儒林補習中心4

儒林補習中心5 儒林補習中心6 儒林補習中心7

儒林補習中心8 儒林補習中心9 儒林補習中心II

儒林興利補習中心 儒悅補習中心 儒意齋

凝天一人有限公司 凝生活食品及用品貿易有限公司 凝姿閣

凝氧坊有限公司 凝茶 凝樂有限公司

噢有限公司 噢肌兒 噢姆服飾一人有限公司

噹噹代收 噹噹氹仔凱旋居店 噹噹有限公司

噹噹淘寶代收 奮進補習中心 嬴政玉石

嬴通電訊有限公司 嬴無國籍料理一人有限公司 學友冰室

學成教育中心 學而優音樂藝術中心 學而優教育

學而優教育有限公司 學而優教育有限公司.1 學而優教育有限公司.2

學而優教育有限公司.3 學而優教育有限公司.4 學而優教育有限公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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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宜優督課中心 學林式薈智教育中心 學林補習中心

學城教育及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學海補習中心 學智教育中心

學萌教育中心 學進補習中心 學勤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2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3

學德教育中心 學毅教育有限公司 學臻教學輔助中心

學臻教學輔助中心有限公司 學聯旅遊 寰宇天下(B子部分第I座住宅)管理機關

寰宇出口有限公司 寰發洋酒有限公司 戰神電子競技俱樂部

戰神電子競技俱樂部有限公司 戰神網吧 戰神網吧.1

戰痘肌 擇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整咖啡

整咖啡供應一人有限公司 暹羅屋 暹邏象有限公司

曆食 曆食有限公司 曉

曉角話劇研進社 曉姗有限公司 曉姿有限公司

曉彩妝造型工作室 曉都製作有限公司 曉廬一人有限公司

樸美容美甲研舍 樹仁教育中心 樹仁教育國際有限公司

樹仁薈教育中心 樹咖啡 樹屋工坊烘焙

樹屋餐廳 樹洪車行 樹苗教育中心

樹苗教育有限公司 樺發裝修工程 樺達裝修工程

樺潔(澳門)有限公司 樺麗國際有限公司 橋水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橋底炸豆腐 橋林滋味美食 橋記

橋記咖啡美食 橋樑活動及會展策劃 橋樑活動及會展策劃有限公司

橋樑酒館有限公司 橋橋特色美食 橋頭麻辣燙

橘子工作室 橙式生活 機車工房一人有限公司

機車咖啡館有限公司 機車會館 機油屋

機時(澳門)有限公司 機電寶有限公司 機緣廚房

橫町 橫町設計行 澤之居

澤星電訊 澤森工程 澤賢記

澤賢記 氹仔美景 澤賢記 筷子基快盈 澤賢記(天神巷)

澤賢記(氹仔花城) 澤賢記.1 澤賢記.2

澤賢記.3 澤賢記.4 澤賢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澤霖蔬果 澤豐美食有限公司 澤豐珠寶

澪 澪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澳一尚品

澳一美裝飾 澳一美裝飾設計建材有限公司 澳人綜合發展有限公司

澳大 COMEBUY 澳大 S8 G010店 Utech 澳大S8 G011店 EXCEL

澳小牛便利店 澳门的士 16078 澳中旅

澳之匠設計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澳之城有限公司 澳之旅國際旅行社

澳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仁堂 澳天創意有限公司

澳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 澳仕（百惠）汽車用品 澳仕(百惠)汽車用品廣場

澳仕康有限公司 澳仕康教育中心 澳匠製造有限公司

澳米教育有限公司 澳利華有限公司 澳良食品廠

澳車通科技有限公司 澳邦市場策劃一人有限公司 澳邦安全科技

澳邦安全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澳邦藥廠有限公司 澳亞(國際)免稅店

澳協綜合教育中心1 澳協綜合教育中心2 澳昇機械設備

澳明的士 28303 澳迎 澳迎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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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國)鑫坤黃金珠寶 澳門(中國)鑫坤黃金珠寶有限公司 澳門(中國)鑫坤黃金珠寶有限公司.1

澳門「展現真我」協會 澳門016網購超市有限公司 澳門3Q有限公司

澳門853口罩廠 澳門AC冷氣水電工程 澳門C&C髮型屋

澳門ME國際禮服館 澳門S.W.A.T 澳門S.W.A.T.

澳門Tufting 澳門一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一炮通管道疏通

澳門九號電動 澳門二有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人工智能教育中心

澳門人才教育中心 澳門人出版有限公司 澳門力安通科技

澳門力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三角物流有限公司 澳門三角物流有限公司(保利達花園)

澳門三角物流有限公司(墨山街) 澳門三角物流有限公司(廣福安) 澳門三虎教育

澳門三虎教育有限公司 澳門上品攻略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千禾飲品廠

澳門士碌架 澳門士碌架有限公司 澳門大三元酒店

澳門大同文化有限公司 澳門大師工商顧問服務 澳門大學自助機

澳門小哥速運有限公司 澳門小橙都有限公司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工聯筷子基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澳門才智教育有限公司

澳門中信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澳門中國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澳門中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中國國際 廢 澳門中國國際旅行社

澳門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中國國際會展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中博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中華五術文化學會 澳門中華媽祖 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

澳門中源代收 澳門中源貨運 澳門五洲傳奇影視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元亨食品有限公司 澳門元和堂養生館 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培訓中心

澳門公局新市南街18 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 澳門六盒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友利旅遊娛樂 澳門友利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澳門友誼扶輪社

澳門友戀愛 澳門友戀愛有限公司 澳門反洗錢師專業協會

澳門天主教文化協會 澳門天后宮 澳門天使節能環保有限公司

澳門少林武術文化 澳門少林武術文化協會 澳門心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澳門心靈瑜伽、舞蹈協會 澳門手作及創意人協會 澳門手信(咀香園)

澳門手信便利店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文化藝術教育中心

澳門文員網球會 澳門文創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澳門文職人員總會

澳門日報有限公司 澳門木箱子工作室 澳門木箱鼓工作室

澳門木頭奶 澳門水密淘 澳門水密淘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水達人Team 澳門水達人家族 澳門牛奶有限公司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2館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有限公司

澳門世界健康產品 澳門世界通進出口 澳門世界通進出口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II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仔美食 澳門仔茶餐廳 澳門仔茶餐廳.1

澳門出行(10039) 澳門出行(10047) 澳門出行(10055)

澳門出行(10071) 澳門出行(10110) 澳門出行(10163)

澳門出行(10303) 澳門出行(10467) 澳門出行(10478)

澳門出行(10480) 澳門出行(10586) 澳門出行(10719)

澳門出行(10828) 澳門出行(10947) 澳門出行(11007)

澳門出行(11207) 澳門出行(11536) 澳門出行(11570)

澳門出行(11661) 澳門出行(11668) 澳門出行(11718)

澳門出行(11779) 澳門出行(11908) 澳門出行(1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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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行(12088) 澳門出行(12143) 澳門出行(12227)

澳門出行(12273) 澳門出行(12288) 澳門出行(12309)

澳門出行(12319) 澳門出行(12347) 澳門出行(12414)

澳門出行(12582) 澳門出行(12583) 澳門出行(12593)

澳門出行(12694) 澳門出行(12946) 澳門出行(12962)

澳門出行(12986) 澳門出行(13078) 澳門出行(13082)

澳門出行(13123) 澳門出行(13324) 澳門出行(13453)

澳門出行(13463) 澳門出行(13590) 澳門出行(13612)

澳門出行(13622) 澳門出行(13669) 澳門出行(13674)

澳門出行(13687) 澳門出行(13719) 澳門出行(13723)

澳門出行(13725) 澳門出行(13739) 澳門出行(13987)

澳門出行(14295) 澳門出行(14999) 澳門出行(15650)

澳門出行(15657) 澳門出行(16654) 澳門出行(16909)

澳門出行(17030) 澳門出行(17147) 澳門出行(17360)

澳門出行(17368) 澳門出行(17693) 澳門出行(18245)

澳門出行(18314) 澳門出行(18593) 澳門出行(18937)

澳門出行(19008) 澳門出行(19438) 澳門出行(19607)

澳門出行(19738) 澳門出行(19862) 澳門出行(19963)

澳門出行(20049) 澳門出行(20051) 澳門出行(20056)

澳門出行(20110) 澳門出行(20907) 澳門出行(20952)

澳門出行(21428) 澳門出行(22055) 澳門出行(22143)

澳門出行(22598) 澳門出行(22809) 澳門出行(23249)

澳門出行(23512) 澳門出行(23582) 澳門出行(24527)

澳門出行(24767) 澳門出行(25571) 澳門出行(26061)

澳門卡芬詩 澳門卡芬詩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只動健身協會

澳門叮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台灣淡水古早味蛋糕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四季果凍小食店

澳門平安通 澳門未名教育有限公司 澳門永尚有限公司

澳門永盛醫藥有限公司.1 澳門永發申通物流(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永麗美容中心

澳門氹仔林記燒烤 澳門甘肅聯誼會 澳門用品商店

澳門白鴿巢浸信會 澳門禾碩裝修工程 澳門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澳門伊蘭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休閒旅遊服務創新協會 澳門全匯名酒坊

澳門吉品堂健康產業有限公司 澳門名人蠟像館有限公司 澳門地中海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地道葡國餐 澳門多來點信息技術 澳門多來點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澳門好易居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澳門好景飯店 澳門宇宙電腦電業行

澳門宇通代收 澳門有機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有機緣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百合貿易 澳門百老匯酒店有限公司 澳門米格蘭全屋定制有限公司

澳門米高富夢賽車用品店 澳門老茶館有限公司 澳門老酒林有限公司

澳門老牌車厘哥夫 澳門老街小食 澳門老餅家手信店

澳門肌齡驛站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至友協會

澳門艾倫貿易 澳門艾倫貿易.1 澳門西博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伴生活科技 澳門免稅 澳門利民會

澳門孚勒商貿有限公司 澳門宏達貿易行 澳門宏豐冷氣家電維修工程

澳門快捷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 澳門扶康一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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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扶康喜悅 澳門扶康喜悅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扶康會

澳門扶康會(青洲) 澳門扶康會(葡角) 澳門扶康會.1

澳門扶康會.2 澳門扶康會.3 澳門扶康會-悅畔灣南灣雅文湖畔

澳門扶康會寶利中心 澳門扶康會寶翠中心 澳門旳士 23174

澳門芒果國際傳媒有限公司 澳門豆師傅 澳門身心語言程式學培訓中心

澳門車行 澳門里程國際旅行社 澳門里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亞基拉系列美容 澳門京蘭投資 澳門京蘭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佳作有限公司 澳門佳酒有限公司 澳門佳萊有限公司

澳門來宴餐飲管理 澳門來宴餐飲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兒童發展協會

澳門到家有限公司 澳門卓越舞蹈工作室 澳門周圍創意工坊

澳門味力 澳門咖啡立 澳門咖喱製造所

澳門季候風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定位 澳門定位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尚美粵港澳大灣區傳媒工作室 澳門尚攀 澳門尚攀戶外有限公司

澳門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 澳門幸福家庭文化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澳門延晞服裝有限公司

澳門拉闊館有限公司 澳門明記牛什美食 澳門明微貿易

澳門明微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明愛(童玩角) 澳門易達假期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易購站 澳門昕玥工作坊 澳門昕玥工作坊有限公司

澳門服務業總工會 澳門東亞國際勞務 澳門東亞國際勞務公司

澳門東佳源企業 澳門東佳源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板樟堂餅家

澳門欣悅 澳門欣悅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波爾濤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狗九屋專業美容 澳門狗九屋專業美容研習中心 澳門玩具屋

澳門玫瑰花園 澳門的90後廚房(外賣店) 澳門的90後廚房外賣店

澳門的士  25969 澳門的士  29134 澳門的士 10009

澳門的士 10023 澳門的士 10040 澳門的士 10053

澳門的士 10054 澳門的士 10055 澳門的士 10067

澳門的士 10079 澳門的士 10088 澳門的士 10101

澳門的士 10105 澳門的士 10110 澳門的士 10123

澳門的士 10127 澳門的士 10163 澳門的士 10179

澳門的士 10192 澳門的士 10241 澳門的士 10256

澳門的士 10277 澳門的士 10303 澳門的士 10314

澳門的士 10339 澳門的士 10404 澳門的士 10422

澳門的士 10467 澳門的士 10478 澳門的士 10480

澳門的士 10494 澳門的士 10504 澳門的士 10509

澳門的士 10516 澳門的士 10537 澳門的士 10538

澳門的士 10549 澳門的士 10556 澳門的士 10579

澳門的士 10586 澳門的士 10629 澳門的士 10656

澳門的士 10671 澳門的士 10684 澳門的士 10685

澳門的士 10691 澳門的士 10700 澳門的士 10719

澳門的士 10729 澳門的士 10755 澳門的士 10760

澳門的士 10788 澳門的士 10809 澳門的士 10828

澳門的士 10831 澳門的士 10845 澳門的士 10885

澳門的士 10893 澳門的士 10895 澳門的士 10928

澳門的士 10935 澳門的士 10937 澳門的士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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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10964 澳門的士 10983 澳門的士 10984

澳門的士 10986 澳門的士 10989 澳門的士 10993

澳門的士 11007 澳門的士 11010 澳門的士 11050

澳門的士 11055 澳門的士 11064 澳門的士 11078

澳門的士 11147 澳門的士 11162 澳門的士 11171

澳門的士 11183 澳門的士 11207 澳門的士 11215

澳門的士 11253 澳門的士 11278 澳門的士 11287

澳門的士 11298 澳門的士 11364 澳門的士 11375

澳門的士 11389 澳門的士 11395 澳門的士 11416

澳門的士 11423 澳門的士 11433 澳門的士 11437

澳門的士 11438 澳門的士 11440 澳門的士 11451

澳門的士 11491 澳門的士 11510 澳門的士 11536

澳門的士 11570 澳門的士 11593 澳門的士 11599

澳門的士 11615 澳門的士 11635 澳門的士 11654

澳門的士 11660 澳門的士 11679 澳門的士 11685

澳門的士 11690 澳門的士 11694 澳門的士 11703

澳門的士 11717 澳門的士 11718 澳門的士 11722

澳門的士 11724 澳門的士 11744 澳門的士 11773

澳門的士 11780 澳門的士 11794 澳門的士 11802

澳門的士 11814 澳門的士 11829 澳門的士 11832

澳門的士 11892 澳門的士 11902 澳門的士 11944

澳門的士 11950 澳門的士 11955 澳門的士 11961

澳門的士 12003 澳門的士 12026 澳門的士 12036

澳門的士 12050 澳門的士 12070 澳門的士 12111

澳門的士 12134 澳門的士 12143 澳門的士 12144

澳門的士 12185 澳門的士 12189 澳門的士 12227

澳門的士 12231 澳門的士 12273 澳門的士 12288

澳門的士 12309 澳門的士 12324 澳門的士 12325

澳門的士 12326 澳門的士 12336 澳門的士 12345

澳門的士 12352 澳門的士 12355 澳門的士 12356

澳門的士 12357 澳門的士 12365 澳門的士 12376

澳門的士 12378 澳門的士 12400 澳門的士 12414

澳門的士 12464 澳門的士 12465 澳門的士 12483

澳門的士 12490 澳門的士 12505 澳門的士 12527

澳門的士 12536 澳門的士 12547 澳門的士 12591

澳門的士 12628 澳門的士 12635 澳門的士 12636

澳門的士 12641 澳門的士 12656 澳門的士 12678

澳門的士 12694 澳門的士 12699 澳門的士 12706

澳門的士 12721 澳門的士 12732 澳門的士 12741

澳門的士 12779 澳門的士 12786 澳門的士 12815

澳門的士 12836 澳門的士 12845 澳門的士 12849

澳門的士 12867 澳門的士 12875 澳門的士 12891

澳門的士 12961 澳門的士 12962 澳門的士 1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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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12986 澳門的士 12988 澳門的士 12997

澳門的士 12999 澳門的士 13064 澳門的士 13078

澳門的士 13094 澳門的士 13164 澳門的士 13165

澳門的士 13169 澳門的士 13185 澳門的士 13187

澳門的士 13190 澳門的士 13211 澳門的士 13223

澳門的士 13231 澳門的士 13246 澳門的士 13260

澳門的士 13275 澳門的士 13287 澳門的士 13291

澳門的士 13301 澳門的士 13314 澳門的士 13365

澳門的士 13367 澳門的士 13412 澳門的士 13415

澳門的士 13416 澳門的士 13427 澳門的士 13430

澳門的士 13453 澳門的士 13463 澳門的士 13464

澳門的士 13468 澳門的士 13511 澳門的士 13523

澳門的士 13548 澳門的士 13556 澳門的士 13568

澳門的士 13582 澳門的士 13590 澳門的士 13594

澳門的士 13619 澳門的士 13620 澳門的士 13622

澳門的士 13654 澳門的士 13669 澳門的士 13674

澳門的士 13675 澳門的士 13682 澳門的士 13684

澳門的士 13687 澳門的士 13694 澳門的士 13719

澳門的士 13721 澳門的士 13723 澳門的士 13775

澳門的士 13782 澳門的士 13811 澳門的士 13863

澳門的士 13884 澳門的士 13955 澳門的士 13960

澳門的士 13961 澳門的士 13987 澳門的士 13995

澳門的士 14003 澳門的士 14050 澳門的士 14053

澳門的士 14073 澳門的士 14089 澳門的士 14112

澳門的士 14120 澳門的士 14156 澳門的士 14158

澳門的士 14192 澳門的士 14224 澳門的士 14250

澳門的士 14262 澳門的士 14265 澳門的士 14275

澳門的士 14295 澳門的士 14323 澳門的士 14339

澳門的士 14358 澳門的士 14363 澳門的士 14369

澳門的士 14490 澳門的士 14491 澳門的士 14496

澳門的士 14506 澳門的士 14518 澳門的士 14539

澳門的士 14549 澳門的士 14554 澳門的士 14555

澳門的士 14562 澳門的士 14565 澳門的士 14590

澳門的士 14609 澳門的士 14632 澳門的士 14783

澳門的士 14822 澳門的士 14857 澳門的士 14861

澳門的士 14875 澳門的士 14910 澳門的士 14912

澳門的士 14993 澳門的士 15014 澳門的士 15025

澳門的士 15047 澳門的士 15056 澳門的士 15058

澳門的士 15061 澳門的士 15065 澳門的士 15119

澳門的士 15138 澳門的士 15155 澳門的士 15253

澳門的士 15294 澳門的士 15302 澳門的士 15479

澳門的士 15481 澳門的士 15535 澳門的士 15594

澳門的士 15621 澳門的士 15624 澳門的士 1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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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15650 澳門的士 15657 澳門的士 15706

澳門的士 15720 澳門的士 15772 澳門的士 15795

澳門的士 15843 澳門的士 15864 澳門的士 15895

澳門的士 15911 澳門的士 15931 澳門的士 15943

澳門的士 15949 澳門的士 15959 澳門的士 15961

澳門的士 16003 澳門的士 16041 澳門的士 16077

澳門的士 16087 澳門的士 16113 澳門的士 16115

澳門的士 16138 澳門的士 16148 澳門的士 16176

澳門的士 16209 澳門的士 16231 澳門的士 16370

澳門的士 16427 澳門的士 16441 澳門的士 16480

澳門的士 16499 澳門的士 16508 澳門的士 16547

澳門的士 16552 澳門的士 16553 澳門的士 16556

澳門的士 16559 澳門的士 16566 澳門的士 16593

澳門的士 16620 澳門的士 16654 澳門的士 16668

澳門的士 16671 澳門的士 16674 澳門的士 16689

澳門的士 16697 澳門的士 16706 澳門的士 16731

澳門的士 16733 澳門的士 16751 澳門的士 16752

澳門的士 16764 澳門的士 16789 澳門的士 16811

澳門的士 16835 澳門的士 16847 澳門的士 16862

澳門的士 16881 澳門的士 16906 澳門的士 16917

澳門的士 16922 澳門的士 16933 澳門的士 16946

澳門的士 16952 澳門的士 16955 澳門的士 16957

澳門的士 16961 澳門的士 16966 澳門的士 16976

澳門的士 17001 澳門的士 17008 澳門的士 17014

澳門的士 17030 澳門的士 17035 澳門的士 17058

澳門的士 17063 澳門的士 17092 澳門的士 17102

澳門的士 17111 澳門的士 17139 澳門的士 17144

澳門的士 17145 澳門的士 17147 澳門的士 17151

澳門的士 17165 澳門的士 17171 澳門的士 17186

澳門的士 17191 澳門的士 17192 澳門的士 17198

澳門的士 17223 澳門的士 17239 澳門的士 17246

澳門的士 17251 澳門的士 17256 澳門的士 17258

澳門的士 17286 澳門的士 17287 澳門的士 17313

澳門的士 17317 澳門的士 17321 澳門的士 17340

澳門的士 17342 澳門的士 17348 澳門的士 17354

澳門的士 17360 澳門的士 17371 澳門的士 17386

澳門的士 17403 澳門的士 17408 澳門的士 17410

澳門的士 17420 澳門的士 17444 澳門的士 17452

澳門的士 17454 澳門的士 17455 澳門的士 17473

澳門的士 17486 澳門的士 17523 澳門的士 17542

澳門的士 17549 澳門的士 17563 澳門的士 17578

澳門的士 17579 澳門的士 17593 澳門的士 17594

澳門的士 17599 澳門的士 17633 澳門的士 1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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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17643 澳門的士 17657 澳門的士 17661

澳門的士 17709 澳門的士 17714 澳門的士 17725

澳門的士 17726 澳門的士 17738 澳門的士 17740

澳門的士 17761 澳門的士 17775 澳門的士 17796

澳門的士 17802 澳門的士 17815 澳門的士 17838

澳門的士 17844 澳門的士 17857 澳門的士 17861

澳門的士 17863 澳門的士 17889 澳門的士 17902

澳門的士 17911 澳門的士 17927 澳門的士 17943

澳門的士 17984 澳門的士 18012 澳門的士 18017

澳門的士 18026 澳門的士 18027 澳門的士 18029

澳門的士 18035 澳門的士 18036 澳門的士 18050

澳門的士 18054 澳門的士 18058 澳門的士 18070

澳門的士 18077 澳門的士 18103 澳門的士 18107

澳門的士 18109 澳門的士 18124 澳門的士 18131

澳門的士 18142 澳門的士 18168 澳門的士 18173

澳門的士 18176 澳門的士 18178 澳門的士 18182

澳門的士 18183 澳門的士 18191 澳門的士 18192

澳門的士 18202 澳門的士 18215 澳門的士 18216

澳門的士 18220 澳門的士 18227 澳門的士 18229

澳門的士 18233 澳門的士 18245 澳門的士 18308

澳門的士 18314 澳門的士 18336 澳門的士 18338

澳門的士 18355 澳門的士 18357 澳門的士 18379

澳門的士 18386 澳門的士 18394 澳門的士 18395

澳門的士 18396 澳門的士 18400 澳門的士 18433

澳門的士 18439 澳門的士 18452 澳門的士 18455

澳門的士 18488 澳門的士 18493 澳門的士 18499

澳門的士 18507 澳門的士 18522 澳門的士 18532

澳門的士 18534 澳門的士 18550 澳門的士 18552

澳門的士 18562 澳門的士 18569 澳門的士 18570

澳門的士 18579 澳門的士 18593 澳門的士 18595

澳門的士 18599 澳門的士 18606 澳門的士 18607

澳門的士 18611 澳門的士 18613 澳門的士 18674

澳門的士 18677 澳門的士 18678 澳門的士 18688

澳門的士 18691 澳門的士 18703 澳門的士 18729

澳門的士 18731 澳門的士 18746 澳門的士 18775

澳門的士 18780 澳門的士 18789 澳門的士 18795

澳門的士 18803 澳門的士 18812 澳門的士 18832

澳門的士 18834 澳門的士 18854 澳門的士 18856

澳門的士 18860 澳門的士 18867 澳門的士 18871

澳門的士 18881 澳門的士 18891 澳門的士 18897

澳門的士 18899 澳門的士 18908 澳門的士 18914

澳門的士 18930 澳門的士 18937 澳門的士 18941

澳門的士 18948 澳門的士 18958 澳門的士 1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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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18968 澳門的士 18979 澳門的士 18984

澳門的士 18990 澳門的士 18998 澳門的士 19033

澳門的士 19060 澳門的士 19068 澳門的士 19081

澳門的士 19086 澳門的士 19097 澳門的士 19099

澳門的士 19114 澳門的士 19194 澳門的士 19210

澳門的士 19225 澳門的士 19291 澳門的士 19298

澳門的士 19303 澳門的士 19312 澳門的士 19338

澳門的士 19339 澳門的士 19367 澳門的士 19393

澳門的士 19404 澳門的士 19427 澳門的士 19434

澳門的士 19438 澳門的士 19453 澳門的士 19472

澳門的士 19478 澳門的士 19479 澳門的士 19495

澳門的士 19503 澳門的士 19512 澳門的士 19527

澳門的士 19541 澳門的士 19546 澳門的士 19568

澳門的士 19573 澳門的士 19592 澳門的士 19602

澳門的士 19607 澳門的士 19621 澳門的士 19632

澳門的士 19641 澳門的士 19651 澳門的士 19652

澳門的士 19663 澳門的士 19666 澳門的士 19672

澳門的士 19675 澳門的士 19691 澳門的士 19704

澳門的士 19708 澳門的士 19718 澳門的士 19736

澳門的士 19753 澳門的士 19759 澳門的士 19788

澳門的士 19790 澳門的士 19800 澳門的士 19805

澳門的士 19815 澳門的士 19820 澳門的士 19822

澳門的士 19852 澳門的士 19854 澳門的士 19862

澳門的士 19888 澳門的士 19898 澳門的士 19908

澳門的士 19917 澳門的士 19943 澳門的士 19981

澳門的士 20008 澳門的士 20011 澳門的士 20027

澳門的士 20038 澳門的士 20046 澳門的士 20049

澳門的士 20051 澳門的士 20056 澳門的士 20090

澳門的士 20101 澳門的士 20110 澳門的士 20155

澳門的士 20195 澳門的士 20197 澳門的士 20200

澳門的士 20204 澳門的士 20208 澳門的士 20253

澳門的士 20268 澳門的士 20299 澳門的士 20302

澳門的士 20306 澳門的士 20326 澳門的士 20333

澳門的士 20412 澳門的士 20419 澳門的士 20423

澳門的士 20437 澳門的士 20442 澳門的士 20443

澳門的士 20447 澳門的士 20460 澳門的士 20463

澳門的士 20467 澳門的士 20476 澳門的士 20498

澳門的士 20515 澳門的士 20517 澳門的士 20532

澳門的士 20534 澳門的士 20538 澳門的士 20541

澳門的士 20622 澳門的士 20630 澳門的士 20634

澳門的士 20694 澳門的士 20696 澳門的士 20719

澳門的士 20725 澳門的士 20738 澳門的士 20763

澳門的士 20772 澳門的士 20785 澳門的士 2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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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0797 澳門的士 20821 澳門的士 20849

澳門的士 20855 澳門的士 20859 澳門的士 20860

澳門的士 20863 澳門的士 20873 澳門的士 20881

澳門的士 20898 澳門的士 20920 澳門的士 20922

澳門的士 20929 澳門的士 20930 澳門的士 20936

澳門的士 20952 澳門的士 20989 澳門的士 20992

澳門的士 21021 澳門的士 21022 澳門的士 21026

澳門的士 21027 澳門的士 21054 澳門的士 21067

澳門的士 21077 澳門的士 21083 澳門的士 21091

澳門的士 21107 澳門的士 21111 澳門的士 21114

澳門的士 21125 澳門的士 21129 澳門的士 21135

澳門的士 21154 澳門的士 21155 澳門的士 21157

澳門的士 21183 澳門的士 21188 澳門的士 21194

澳門的士 21197 澳門的士 21206 澳門的士 21212

澳門的士 21219 澳門的士 21225 澳門的士 21233

澳門的士 21241 澳門的士 21247 澳門的士 21255

澳門的士 21256 澳門的士 21258 澳門的士 21269

澳門的士 21276 澳門的士 21278 澳門的士 21285

澳門的士 21297 澳門的士 21307 澳門的士 21315

澳門的士 21338 澳門的士 21344 澳門的士 21358

澳門的士 21373 澳門的士 21394 澳門的士 21397

澳門的士 21405 澳門的士 21419 澳門的士 21426

澳門的士 21428 澳門的士 21439 澳門的士 21441

澳門的士 21442 澳門的士 21443 澳門的士 21445

澳門的士 21447 澳門的士 21450 澳門的士 21460

澳門的士 21462 澳門的士 21472 澳門的士 21475

澳門的士 21490 澳門的士 21498 澳門的士 21532

澳門的士 21536 澳門的士 21546 澳門的士 21547

澳門的士 21552 澳門的士 21572 澳門的士 21587

澳門的士 21603 澳門的士 21609 澳門的士 21616

澳門的士 21622 澳門的士 21630 澳門的士 21633

澳門的士 21647 澳門的士 21675 澳門的士 21680

澳門的士 21683 澳門的士 21693 澳門的士 21702

澳門的士 21703 澳門的士 21708 澳門的士 21748

澳門的士 21750 澳門的士 21755 澳門的士 21768

澳門的士 21769 澳門的士 21770 澳門的士 21779

澳門的士 21799 澳門的士 21823 澳門的士 21826

澳門的士 21839 澳門的士 21863 澳門的士 21866

澳門的士 21875 澳門的士 21883 澳門的士 21886

澳門的士 21887 澳門的士 21896 澳門的士 21916

澳門的士 21925 澳門的士 21938 澳門的士 21952

澳門的士 21963 澳門的士 22000 澳門的士 22001

澳門的士 22006 澳門的士 22016 澳門的士 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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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2035 澳門的士 22042 澳門的士 22045

澳門的士 22052 澳門的士 22053 澳門的士 22055

澳門的士 22084 澳門的士 22135 澳門的士 22143

澳門的士 22179 澳門的士 22208 澳門的士 22212

澳門的士 22252 澳門的士 22255 澳門的士 22256

澳門的士 22272 澳門的士 22273 澳門的士 22275

澳門的士 22279 澳門的士 22288 澳門的士 22290

澳門的士 22293 澳門的士 22306 澳門的士 22307

澳門的士 22316 澳門的士 22326 澳門的士 22365

澳門的士 22368 澳門的士 22380 澳門的士 22381

澳門的士 22384 澳門的士 22388 澳門的士 22393

澳門的士 22398 澳門的士 22405 澳門的士 22418

澳門的士 22449 澳門的士 22460 澳門的士 22472

澳門的士 22475 澳門的士 22476 澳門的士 22482

澳門的士 22489 澳門的士 22509 澳門的士 22510

澳門的士 22515 澳門的士 22536 澳門的士 22542

澳門的士 22544 澳門的士 22563 澳門的士 22573

澳門的士 22595 澳門的士 22598 澳門的士 22628

澳門的士 22640 澳門的士 22641 澳門的士 22653

澳門的士 22654 澳門的士 22667 澳門的士 22673

澳門的士 22679 澳門的士 22694 澳門的士 22701

澳門的士 22730 澳門的士 22735 澳門的士 22743

澳門的士 22744 澳門的士 22781 澳門的士 22801

澳門的士 22804 澳門的士 22809 澳門的士 22830

澳門的士 22898 澳門的士 22899 澳門的士 22906

澳門的士 22938 澳門的士 22948 澳門的士 22949

澳門的士 22969 澳門的士 23002 澳門的士 23018

澳門的士 23020 澳門的士 23023 澳門的士 23033

澳門的士 23035 澳門的士 23057 澳門的士 23065

澳門的士 23067 澳門的士 23068 澳門的士 23087

澳門的士 23095 澳門的士 23100 澳門的士 23106

澳門的士 23107 澳門的士 23117 澳門的士 23139

澳門的士 23148 澳門的士 23150 澳門的士 23182

澳門的士 23185 澳門的士 23210 澳門的士 23219

澳門的士 23221 澳門的士 23223 澳門的士 23242

澳門的士 23249 澳門的士 23253 澳門的士 23271

澳門的士 23288 澳門的士 23292 澳門的士 23293

澳門的士 23296 澳門的士 23297 澳門的士 23329

澳門的士 23332 澳門的士 23348 澳門的士 23355

澳門的士 23365 澳門的士 23419 澳門的士 23462

澳門的士 23468 澳門的士 23469 澳門的士 23474

澳門的士 23476 澳門的士 23483 澳門的士 23484

澳門的士 23485 澳門的士 23501 澳門的士 2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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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3532 澳門的士 23546 澳門的士 23566

澳門的士 23580 澳門的士 23582 澳門的士 23586

澳門的士 23594 澳門的士 23601 澳門的士 23603

澳門的士 23606 澳門的士 23607 澳門的士 23610

澳門的士 23611 澳門的士 23614 澳門的士 23616

澳門的士 23618 澳門的士 23625 澳門的士 23636

澳門的士 23650 澳門的士 23657 澳門的士 23658

澳門的士 23681 澳門的士 23705 澳門的士 23711

澳門的士 23734 澳門的士 23768 澳門的士 23779

澳門的士 23785 澳門的士 23817 澳門的士 23819

澳門的士 23839 澳門的士 23840 澳門的士 23850

澳門的士 23856 澳門的士 23863 澳門的士 23865

澳門的士 23873 澳門的士 23878 澳門的士 23881

澳門的士 23897 澳門的士 23910 澳門的士 23925

澳門的士 23940 澳門的士 23949 澳門的士 23951

澳門的士 23952 澳門的士 23954 澳門的士 23956

澳門的士 23962 澳門的士 23966 澳門的士 23971

澳門的士 23979 澳門的士 23994 澳門的士 23996

澳門的士 23998 澳門的士 24000 澳門的士 24006

澳門的士 24007 澳門的士 24009 澳門的士 24015

澳門的士 24024 澳門的士 24032 澳門的士 24036

澳門的士 24041 澳門的士 24052 澳門的士 24056

澳門的士 24058 澳門的士 24060 澳門的士 24062

澳門的士 24067 澳門的士 24071 澳門的士 24080

澳門的士 24084 澳門的士 24099 澳門的士 24103

澳門的士 24129 澳門的士 24140 澳門的士 24152

澳門的士 24154 澳門的士 24156 澳門的士 24158

澳門的士 24166 澳門的士 24175 澳門的士 24189

澳門的士 24191 澳門的士 24203 澳門的士 24209

澳門的士 24213 澳門的士 24217 澳門的士 24251

澳門的士 24266 澳門的士 24272 澳門的士 24286

澳門的士 24288 澳門的士 24298 澳門的士 24312

澳門的士 24317 澳門的士 24320 澳門的士 24321

澳門的士 24323 澳門的士 24325 澳門的士 24330

澳門的士 24340 澳門的士 24345 澳門的士 24353

澳門的士 24360 澳門的士 24364 澳門的士 24372

澳門的士 24374 澳門的士 24390 澳門的士 24398

澳門的士 24403 澳門的士 24406 澳門的士 24416

澳門的士 24447 澳門的士 24449 澳門的士 24452

澳門的士 24463 澳門的士 24474 澳門的士 24477

澳門的士 24481 澳門的士 24487 澳門的士 24489

澳門的士 24501 澳門的士 24506 澳門的士 24508

澳門的士 24513 澳門的士 24515 澳門的士 2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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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4522 澳門的士 24527 澳門的士 24536

澳門的士 24539 澳門的士 24540 澳門的士 24549

澳門的士 24553 澳門的士 24554 澳門的士 24558

澳門的士 24565 澳門的士 24573 澳門的士 24577

澳門的士 24578 澳門的士 24597 澳門的士 24607

澳門的士 24608 澳門的士 24626 澳門的士 24639

澳門的士 24643 澳門的士 24645 澳門的士 24648

澳門的士 24649 澳門的士 24658 澳門的士 24698

澳門的士 24700 澳門的士 24704 澳門的士 24705

澳門的士 24711 澳門的士 24730 澳門的士 24737

澳門的士 24745 澳門的士 24762 澳門的士 24770

澳門的士 24774 澳門的士 24776 澳門的士 24799

澳門的士 24802 澳門的士 24824 澳門的士 24831

澳門的士 24833 澳門的士 24834 澳門的士 24837

澳門的士 24846 澳門的士 24856 澳門的士 24875

澳門的士 24879 澳門的士 24898 澳門的士 24922

澳門的士 24928 澳門的士 24932 澳門的士 24939

澳門的士 24940 澳門的士 24948 澳門的士 24950

澳門的士 24958 澳門的士 24960 澳門的士 24963

澳門的士 24964 澳門的士 24965 澳門的士 24966

澳門的士 24968 澳門的士 24969 澳門的士 24976

澳門的士 24978 澳門的士 24980 澳門的士 24985

澳門的士 24986 澳門的士 24995 澳門的士 25001

澳門的士 25002 澳門的士 25015 澳門的士 25020

澳門的士 25028 澳門的士 25030 澳門的士 25032

澳門的士 25038 澳門的士 25053 澳門的士 25061

澳門的士 25063 澳門的士 25076 澳門的士 25098

澳門的士 25104 澳門的士 25107 澳門的士 25111

澳門的士 25112 澳門的士 25118 澳門的士 25119

澳門的士 25128 澳門的士 25146 澳門的士 25148

澳門的士 25174 澳門的士 25186 澳門的士 25189

澳門的士 25191 澳門的士 25195 澳門的士 25204

澳門的士 25207 澳門的士 25229 澳門的士 25232

澳門的士 25234 澳門的士 25241 澳門的士 25244

澳門的士 25255 澳門的士 25271 澳門的士 25274

澳門的士 25275 澳門的士 25280 澳門的士 25289

澳門的士 25293 澳門的士 25301 澳門的士 25313

澳門的士 25324 澳門的士 25330 澳門的士 25346

澳門的士 25356 澳門的士 25358 澳門的士 25368

澳門的士 25376 澳門的士 25378 澳門的士 25382

澳門的士 25389 澳門的士 25392 澳門的士 25407

澳門的士 25419 澳門的士 25455 澳門的士 25468

澳門的士 25482 澳門的士 25487 澳門的士 2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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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5490 澳門的士 25497 澳門的士 25502

澳門的士 25505 澳門的士 25527 澳門的士 25528

澳門的士 25529 澳門的士 25535 澳門的士 25540

澳門的士 25543 澳門的士 25548 澳門的士 25558

澳門的士 25559 澳門的士 25571 澳門的士 25577

澳門的士 25578 澳門的士 25583 澳門的士 25609

澳門的士 25616 澳門的士 25634 澳門的士 25635

澳門的士 25641 澳門的士 25663 澳門的士 25704

澳門的士 25705 澳門的士 25710 澳門的士 25715

澳門的士 25721 澳門的士 25730 澳門的士 25733

澳門的士 25753 澳門的士 25758 澳門的士 25765

澳門的士 25769 澳門的士 25770 澳門的士 25782

澳門的士 25801 澳門的士 25805 澳門的士 25819

澳門的士 25820 澳門的士 25879 澳門的士 25905

澳門的士 25911 澳門的士 25914 澳門的士 25924

澳門的士 25929 澳門的士 25939 澳門的士 25940

澳門的士 25964 澳門的士 25965 澳門的士 25985

澳門的士 25987 澳門的士 25989 澳門的士 25994

澳門的士 25999 澳門的士 26000 澳門的士 26007

澳門的士 26021 澳門的士 26061 澳門的士 26067

澳門的士 26069 澳門的士 26073 澳門的士 26074

澳門的士 26077 澳門的士 26080 澳門的士 26101

澳門的士 26115 澳門的士 26116 澳門的士 26117

澳門的士 26123 澳門的士 26127 澳門的士 26144

澳門的士 26150 澳門的士 26154 澳門的士 26157

澳門的士 26193 澳門的士 26215 澳門的士 26221

澳門的士 26224 澳門的士 26225 澳門的士 26243

澳門的士 26245 澳門的士 26268 澳門的士 26274

澳門的士 26282 澳門的士 26285 澳門的士 26289

澳門的士 26293 澳門的士 26306 澳門的士 26311

澳門的士 26335 澳門的士 26356 澳門的士 26357

澳門的士 26375 澳門的士 26378 澳門的士 26381

澳門的士 26384 澳門的士 26399 澳門的士 26426

澳門的士 26439 澳門的士 26451 澳門的士 26467

澳門的士 26478 澳門的士 26489 澳門的士 26500

澳門的士 26507 澳門的士 26516 澳門的士 26533

澳門的士 26538 澳門的士 26545 澳門的士 26563

澳門的士 26569 澳門的士 26597 澳門的士 26617

澳門的士 26624 澳門的士 26625 澳門的士 26639

澳門的士 26640 澳門的士 26643 澳門的士 26645

澳門的士 26651 澳門的士 26662 澳門的士 26666

澳門的士 26669 澳門的士 26671 澳門的士 26672

澳門的士 26683 澳門的士 26685 澳門的士 2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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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6715 澳門的士 26731 澳門的士 26737

澳門的士 26742 澳門的士 26765 澳門的士 26766

澳門的士 26773 澳門的士 26776 澳門的士 26779

澳門的士 26814 澳門的士 26827 澳門的士 26828

澳門的士 26830 澳門的士 26834 澳門的士 26844

澳門的士 26867 澳門的士 26868 澳門的士 26869

澳門的士 26877 澳門的士 26883 澳門的士 26886

澳門的士 26891 澳門的士 26899 澳門的士 26908

澳門的士 26915 澳門的士 26916 澳門的士 26919

澳門的士 26932 澳門的士 26940 澳門的士 26955

澳門的士 26957 澳門的士 26970 澳門的士 26974

澳門的士 27002 澳門的士 27003 澳門的士 27018

澳門的士 27019 澳門的士 27032 澳門的士 27035

澳門的士 27046 澳門的士 27072 澳門的士 27078

澳門的士 27080 澳門的士 27084 澳門的士 27086

澳門的士 27096 澳門的士 27097 澳門的士 27102

澳門的士 27114 澳門的士 27125 澳門的士 27135

澳門的士 27141 澳門的士 27143 澳門的士 27151

澳門的士 27168 澳門的士 27173 澳門的士 27185

澳門的士 27193 澳門的士 27199 澳門的士 27202

澳門的士 27245 澳門的士 27258 澳門的士 27260

澳門的士 27267 澳門的士 27274 澳門的士 27290

澳門的士 27297 澳門的士 27304 澳門的士 27311

澳門的士 27315 澳門的士 27320 澳門的士 27326

澳門的士 27327 澳門的士 27334 澳門的士 27341

澳門的士 27348 澳門的士 27355 澳門的士 27359

澳門的士 27360 澳門的士 27361 澳門的士 27369

澳門的士 27381 澳門的士 27383 澳門的士 27396

澳門的士 27397 澳門的士 27402 澳門的士 27411

澳門的士 27437 澳門的士 27440 澳門的士 27470

澳門的士 27480 澳門的士 27482 澳門的士 27493

澳門的士 27495 澳門的士 27517 澳門的士 27519

澳門的士 27529 澳門的士 27543 澳門的士 27544

澳門的士 27559 澳門的士 27565 澳門的士 27567

澳門的士 27579 澳門的士 27581 澳門的士 27583

澳門的士 27584 澳門的士 27586 澳門的士 27591

澳門的士 27593 澳門的士 27599 澳門的士 27605

澳門的士 27607 澳門的士 27624 澳門的士 27630

澳門的士 27635 澳門的士 27638 澳門的士 27652

澳門的士 27667 澳門的士 27671 澳門的士 27673

澳門的士 27674 澳門的士 27677 澳門的士 27684

澳門的士 27688 澳門的士 27702 澳門的士 27706

澳門的士 27728 澳門的士 27745 澳門的士 2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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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7758 澳門的士 27760 澳門的士 27770

澳門的士 27782 澳門的士 27783 澳門的士 27791

澳門的士 27795 澳門的士 27798 澳門的士 27806

澳門的士 27807 澳門的士 27827 澳門的士 27829

澳門的士 27846 澳門的士 27847 澳門的士 27853

澳門的士 27860 澳門的士 27864 澳門的士 27866

澳門的士 27875 澳門的士 27878 澳門的士 27879

澳門的士 27890 澳門的士 27892 澳門的士 27903

澳門的士 27919 澳門的士 27937 澳門的士 27938

澳門的士 27946 澳門的士 27962 澳門的士 27967

澳門的士 27978 澳門的士 27984 澳門的士 27992

澳門的士 27993 澳門的士 28002 澳門的士 28035

澳門的士 28062 澳門的士 28070 澳門的士 28082

澳門的士 28093 澳門的士 28102 澳門的士 28106

澳門的士 28111 澳門的士 28120 澳門的士 28123

澳門的士 28143 澳門的士 28174 澳門的士 28180

澳門的士 28190 澳門的士 28215 澳門的士 28253

澳門的士 28259 澳門的士 28261 澳門的士 28276

澳門的士 28295 澳門的士 28296 澳門的士 28315

澳門的士 28322 澳門的士 28327 澳門的士 28347

澳門的士 28349 澳門的士 28358 澳門的士 28367

澳門的士 28377 澳門的士 28384 澳門的士 28393

澳門的士 28406 澳門的士 28423 澳門的士 28435

澳門的士 28444 澳門的士 28487 澳門的士 28488

澳門的士 28489 澳門的士 28491 澳門的士 28501

澳門的士 28502 澳門的士 28506 澳門的士 28524

澳門的士 28553 澳門的士 28558 澳門的士 28573

澳門的士 28575 澳門的士 28612 澳門的士 28643

澳門的士 28644 澳門的士 28646 澳門的士 28648

澳門的士 28659 澳門的士 28661 澳門的士 28662

澳門的士 28685 澳門的士 28687 澳門的士 28690

澳門的士 28696 澳門的士 28702 澳門的士 28707

澳門的士 28711 澳門的士 28724 澳門的士 28740

澳門的士 28742 澳門的士 28745 澳門的士 28747

澳門的士 28756 澳門的士 28759 澳門的士 28761

澳門的士 28763 澳門的士 28774 澳門的士 28780

澳門的士 28788 澳門的士 28797 澳門的士 28804

澳門的士 28805 澳門的士 28806 澳門的士 28843

澳門的士 28846 澳門的士 28864 澳門的士 28867

澳門的士 28878 澳門的士 28884 澳門的士 28907

澳門的士 28914 澳門的士 28923 澳門的士 28937

澳門的士 28951 澳門的士 28963 澳門的士 28984

澳門的士 28985 澳門的士 28998 澳門的士 2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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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29007 澳門的士 29018 澳門的士 29022

澳門的士 29041 澳門的士 29044 澳門的士 29055

澳門的士 29076 澳門的士 29088 澳門的士 29099

澳門的士 29105 澳門的士 29107 澳門的士 29115

澳門的士 29116 澳門的士 29125 澳門的士 29141

澳門的士 29145 澳門的士 29149 澳門的士 29151

澳門的士 29160 澳門的士 29172 澳門的士 29185

澳門的士 29193 澳門的士 29197 澳門的士 29199

澳門的士 29209 澳門的士 29218 澳門的士 29228

澳門的士 29246 澳門的士 29248 澳門的士 29258

澳門的士 29259 澳門的士 29267 澳門的士 29274

澳門的士 29279 澳門的士 29289 澳門的士 29293

澳門的士 29300 澳門的士 29301 澳門的士 29314

澳門的士 29328 澳門的士 29348 澳門的士 29357

澳門的士 29361 澳門的士 29380 澳門的士 29415

澳門的士 29423 澳門的士 29462 澳門的士 29474

澳門的士 29477 澳門的士 29493 澳門的士 29495

澳門的士 29502 澳門的士 29528 澳門的士 29540

澳門的士 29558 澳門的士 29562 澳門的士 29563

澳門的士 29564 澳門的士 29577 澳門的士 29591

澳門的士 29593 澳門的士 29594 澳門的士 29600

澳門的士 29619 澳門的士 29633 澳門的士 29646

澳門的士 29648 澳門的士 29658 澳門的士 29659

澳門的士 29663 澳門的士 29673 澳門的士 29685

澳門的士 29686 澳門的士 29688 澳門的士 29703

澳門的士 29704 澳門的士 29705 澳門的士 29717

澳門的士 29738 澳門的士 29739 澳門的士 29745

澳門的士 29752 澳門的士 29753 澳門的士 29762

澳門的士 29778 澳門的士 29799 澳門的士 29802

澳門的士 29839 澳門的士 29846 澳門的士 29857

澳門的士 29919 澳門的士 29991 澳門的士 29998

澳門的士 30000 澳門的士 30025 澳門的士 30026

澳門的士 30095 澳門的士 30100 澳門的士 30108

澳門的士 30141 澳門的士 30149 澳門的士 30161

澳門的士 30176 澳門的士 30198 澳門的士 30223

澳門的士 30247 澳門的士 30345 澳門的士 30347

澳門的士 30486 澳門的士 30572 澳門的士 30660

澳門的士 30665 澳門的士 30671 澳門的士 30764

澳門的士 30985 澳門的士 30998 澳門的士 31007

澳門的士 31086 澳門的士 31097 澳門的士 31236

澳門的士 31279 澳門的士 31331 澳門的士 31332

澳門的士 31379 澳門的士 31446 澳門的士 31449

澳門的士 31450 澳門的士 31495 澳門的士 3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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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31528 澳門的士 31532 澳門的士 31562

澳門的士 31579 澳門的士 31663 澳門的士 31715

澳門的士 31752 澳門的士 31766 澳門的士 31767

澳門的士 31795 澳門的士 31806 澳門的士 31811

澳門的士 31815 澳門的士 31817 澳門的士 31856

澳門的士 31859 澳門的士 31860 澳門的士 31864

澳門的士 31868 澳門的士 31899 澳門的士 31904

澳門的士 31942 澳門的士 32003 澳門的士 32027

澳門的士 32051 澳門的士 32100 澳門的士 32122

澳門的士 32179 澳門的士 32201 澳門的士 32211

澳門的士 32325 澳門的士 32469 澳門的士 32498

澳門的士 32509 澳門的士 32645 澳門的士 32724

澳門的士 32764 澳門的士 32811 澳門的士 32816

澳門的士 32864 澳門的士 32872 澳門的士 32879

澳門的士 32884 澳門的士 32890 澳門的士 32891

澳門的士 32892 澳門的士 32893 澳門的士 32913

澳門的士 32920 澳門的士 32921 澳門的士 32926

澳門的士 32944 澳門的士 32946 澳門的士 32951

澳門的士 32953 澳門的士 32956 澳門的士 32959

澳門的士 32972 澳門的士 32980 澳門的士 32988

澳門的士 32991 澳門的士 32996 澳門的士 33009

澳門的士 33015 澳門的士 33023 澳門的士 33031

澳門的士 33034 澳門的士 33036 澳門的士 33073

澳門的士 33075 澳門的士 33081 澳門的士 33086

澳門的士 33087 澳門的士 33096 澳門的士 33117

澳門的士 33126 澳門的士 33132 澳門的士 33145

澳門的士 33146 澳門的士 33154 澳門的士 33156

澳門的士 33165 澳門的士 33172 澳門的士 33198

澳門的士 33206 澳門的士 33223 澳門的士 33240

澳門的士 33242 澳門的士 33260 澳門的士 33279

澳門的士 33286 澳門的士 33302 澳門的士 33321

澳門的士 33348 澳門的士 33355 澳門的士 33357

澳門的士 33370 澳門的士 33371 澳門的士 33373

澳門的士 33391 澳門的士 33410 澳門的士 33417

澳門的士 33422 澳門的士 33428 澳門的士 33442

澳門的士 33445 澳門的士 33446 澳門的士 33448

澳門的士 33464 澳門的士 33468 澳門的士 33478

澳門的士 33488 澳門的士 33490 澳門的士 33521

澳門的士 33523 澳門的士 33527 澳門的士 33528

澳門的士 33529 澳門的士 33534 澳門的士 33535

澳門的士 33536 澳門的士 33548 澳門的士 33549

澳門的士 33553 澳門的士 33563 澳門的士 33576

澳門的士 33577 澳門的士 33600 澳門的士 3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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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 33607 澳門的士 33616 澳門的士 33627

澳門的士 33628 澳門的士 33630 澳門的士 33631

澳門的士 33634 澳門的士 33643 澳門的士 33654

澳門的士 33655 澳門的士 33665 澳門的士 33668

澳門的士 33670 澳門的士 33711 澳門的士 33722

澳門的士 33731 澳門的士 33733 澳門的士 33750

澳門的士 33763 澳門的士 33794 澳門的士 33795

澳門的士 33814 澳門的士 33817 澳門的士 33818

澳門的士 33820 澳門的士 33830 澳門的士 33835

澳門的士 33840 澳門的士 33842 澳門的士 33854

澳門的士 33863 澳門的士 33864 澳門的士 33865

澳門的士 33891 澳門的士 33903 澳門的士 33915

澳門的士 33921 澳門的士 33922 澳門的士 33929

澳門的士 33930 澳門的士 33931 澳門的士 33936

澳門的士 33938 澳門的士 33940 澳門的士 33943

澳門的士 33945 澳門的士 33948 澳門的士 33949

澳門的士 33954 澳門的士 33955 澳門的士 33960

澳門的士 33963 澳門的士 33966 澳門的士 33970

澳門的士 33974 澳門的士 33975 澳門的士 33988

澳門的士 33994 澳門的士 33995 澳門的士 34000

澳門的士 34002 澳門的士 34007 澳門的士 34008

澳門的士 34013 澳門的士 34019 澳門的士 34024

澳門的士 34031 澳門的士 34046 澳門的士 34048

澳門的士 34049 澳門的士 34055 澳門的士 34056

澳門的士 34061 澳門的士 34063 澳門的士 34068

澳門的士 34070 澳門的士 34076 澳門的士 34083

澳門的士 34096 澳門的士 34101 澳門的士 34102

澳門的士 34107 澳門的士 34117 澳門的士 34120

澳門的士 34123 澳門的士 34125 澳門的士 34141

澳門的士 34143 澳門的士 34144 澳門的士 34148

澳門的士 34156 澳門的士 34157 澳門的士 34166

澳門的士 34173 澳門的士 34185 澳門的士 34194

澳門的士 34195 澳門的士 34201 澳門的士 34212

澳門的士 34217 澳門的士 34220 澳門的士 34222

澳門的士 34233 澳門的士 34237 澳門的士 34238

澳門的士 34242 澳門的士 34249 澳門的士 34250

澳門的士 34264 澳門的士 34278 澳門的士 34282

澳門的士 34295 澳門的士 34298 澳門的士 34306

澳門的士 34309 澳門的士 34313 澳門的士 34325

澳門的士 34328 澳門的士 34330 澳門的士 34331

澳門的士 34336 澳門的士 34342 澳門的士 34352

澳門的士 34353 澳門的士 34369 澳門的士 34370

澳門的士 34376 澳門的士 34380 澳門的士 34385

第 223 頁，共 265 頁



澳門的士 34391 澳門的士 34392 澳門的士 34397

澳門的士 34398 澳門的士 34409 澳門的士 34410

澳門的士 34411 澳門的士 34433 澳門的士 ME 76 81

澳門的士 MR 27 26 澳門的士 MR 46 06 澳門的士 MT 73 91

澳門的士 MU 84 04 澳門的士 MU 90 05 澳門的士 編號29113

澳門的士10084 澳門的士10150 澳門的士10622

澳門的士10656 澳門的士10739 澳門的士10759

澳門的士10810 澳門的士11036 澳門的士11550

澳門的士11817 澳門的士11957 澳門的士12390

澳門的士12634 澳門的士12852 澳門的士12901

澳門的士12972 澳門的士12980 澳門的士13027

澳門的士13143 澳門的士13372 澳門的士13398

澳門的士13676 澳門的士14045 澳門的士14071

澳門的士14675 澳門的士14803 澳門的士14863

澳門的士14999 澳門的士15245 澳門的士15801

澳門的士16815 澳門的士16929 澳門的士16949

澳門的士17177 澳門的士17211 澳門的士17603

澳門的士17778 澳門的士17945 澳門的士18353

澳門的士18356 澳門的士18440 澳門的士18483

澳門的士18578 澳門的士18664 澳門的士18838

澳門的士19410 澳門的士19430 澳門的士19535

澳門的士19861 澳門的士20417 澳門的士20588

澳門的士20813 澳門的士20857 澳門的士20911

澳門的士20924 澳門的士20927 澳門的士21147

澳門的士21288 澳門的士21406 澳門的士21506

澳門的士21628 澳門的士21710 澳門的士21805

澳門的士21965 澳門的士22078 澳門的士22822

澳門的士22896 澳門的士23061 澳門的士23263

澳門的士23316 澳門的士23418 澳門的士23433

澳門的士23524 澳門的士23638 澳門的士23656

澳門的士23851 澳門的士23981 澳門的士23982

澳門的士24443 澳門的士24453 澳門的士24511

澳門的士24584 澳門的士24665 澳門的士24718

澳門的士24816 澳門的士24887 澳門的士24959

澳門的士25314 澳門的士25456 澳門的士25560

澳門的士25629 澳門的士25685 澳門的士25951

澳門的士26081 澳門的士26143 澳門的士26385

澳門的士26465 澳門的士26476 澳門的士26592

澳門的士26813 澳門的士26863 澳門的士27041

澳門的士27162 澳門的士27393 澳門的士27426

澳門的士27462 澳門的士27545 澳門的士27750

澳門的士27839 澳門的士27861 澳門的士27954

澳門的士28059 澳門的士28077 澳門的士2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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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士28180 澳門的士28461 澳門的士28622

澳門的士28635 澳門的士28786 澳門的士28870

澳門的士28909 澳門的士28949 澳門的士29285

澳門的士29332 澳門的士29465 澳門的士29506

澳門的士29608 澳門的士30063 澳門的士30739

澳門的士30863 澳門的士32633 澳門的士32851

澳門的士33287 澳門的士33647 澳門的士33990

澳門的士34014 澳門的士34140 澳門的士34341

澳門的士M2213 澳門的士M2317 澳門的士M2612

澳門的士MA1677 澳門的士ME7681 澳門的士MG2336

澳門的士MG7516 澳門的士MN8206 澳門的士MO5161

澳門的士MT6586 澳門的士MT7307 澳門的士MT7391

澳門的士MT9610 澳門的士MU7401 澳門的士MU8424

澳門的士MU8804 澳門的士MU9764 澳門的士MW5002

澳門的士MW5576 澳門的士MW6071 澳門的士MW6119

澳門的士MW6445 澳門的士MY3791 澳門的士MY6132

澳門的士編號 17467 澳門的士編號 24916 澳門空中藝術教育中心

澳門花店 澳門花店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花驊鮮花

澳門花驊鮮花有限公司 澳門金沙西遊記營運有限公司 澳門金非有限公司

澳門金非豬潤麵 澳門金海馬地毯有限公司 澳門金融學會

澳門金屬工房健身會 澳門長洲糯米糍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

澳門青島啤酒文化節 澳門青旅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保益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澳門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澳門冠環球 澳門勇士健身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城市大學 澳門城市大學（氹仔城大） 澳門城市大學（金龍中心）

澳門城市大學（保怡中心） 澳門城市大學學生會 澳門复一堂科技藥業有限公司

澳門威豐味餐飲有限公司 澳門威豐味餐廳 澳門宣道堂慈善會

澳門宣道堂慈善會.1 澳門宣道堂慈善會.2 澳門建造業總工會

澳門建築師協會 澳門弈學圍棋會 澳門思源飲料廠

澳門拱北旅遊發展 澳門拱北旅遊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星娛樂

澳門星娛樂製作 澳門星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澳門星華集團(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洗之達人皮具維修專門店 澳門派克 澳門流行歌舞協會

澳門流浪狗暨動物 澳門皇冠假日酒店 澳門皇室纖體美容有限公司

澳門皇家芭蕾舞蹈中心 澳門皇茶餐飲有限公司 澳門皇朝

澳門皇朝木業 澳門盈冠有限公司 澳門盈南有限公司

澳門祈創藝術工作室 澳門祈創藝術工作室有限公司 澳門秋田電子商貿有限公司

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 澳門科技大學總務處 澳門紅十字會

澳門紅樹林國際 澳門紅樹林國際跨境電子商務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美沙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美味好麵食 澳門美食博客有限公司 澳門美食節

澳門美食廣場餐飲有限公司 澳門美術協會 澳門美誠禮品文具

澳門美飾鋁質工程 澳門美福福裝修工程 澳門美麗紀念品精品店

澳門英記 十月初五 澳門英記 外港碼頭 澳門英記 氹仔碼頭

澳門英記 新濠影匯 澳門英記餅家 澳門英記餅家 大三巴

澳門英記餅家 百老匯 澳門英記餅家 官也街 澳門英記餅家 金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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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英記餅家 威尼斯 澳門英記餅家 高尾巷 澳門英記餅家 會展

澳門英記餅家 葉家圍 澳門英記餅家 機場店 澳門英記餅家（百老匯）

澳門英記餅家（官也街） 澳門英記餅家（金沙城中心） 澳門英記餅家（葉家圍）

澳門英記餅家（葡京人店） 澳門英國商會 澳門韋華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音樂培訓中心 澳門音樂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澳門飛林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飛揚國際舞蹈團 澳門飛龍餐飲管理 澳門飛龍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飛躍健舞會 澳門食品安全管理學會 澳門香凌貿易行

澳門唐心兒協會 澳門容記粥粉麵 澳門展智服務協會

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 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澳門恩信物業及設施

澳門拳藝俱樂部 澳門旅行社協會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澳門晉升教育有限公司 澳門格雷斯生物技術 澳門格雷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澳門泰佛門 澳門泰佛門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泰佛堂

澳門泰拳總會 澳門海外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海外莊園歐洲特惠

澳門海外莊園歐洲特惠超級市場 澳門海外莊園歐洲特惠超級市場.1 澳門海華有限公司

澳門特殊奧運會 澳門特速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益生寵物醫院

澳門真美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祐記龍鬚糖 澳門祐記龍鬚糖有限公司

澳門祐漢二街小販區28 澳門祐漢街市一樓014 澳門祐漢塘魚貿易行

澳門站二手皮具店 澳門純淨 澳門純淨 (泉亮店)

澳門純淨(世紀豪庭店) 澳門茶故事 澳門茶故事有限公司

澳門茶話濃文化 澳門茶話濃文化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草根雜貨店

澳門草堆街97 E 澳門財經專業進修中心 澳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恤金人士協會飯堂

澳門配車匙網店 澳門酒薈有限公司 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澳門乾坤珠寶有限公司 澳門假日酒店 澳門假期旅行社

澳門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健力士健身會 澳門健力仕健身會

澳門健身會 澳門健康水之家有限公司 澳門唯真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商業僱員總會 澳門商業管理教育中心 澳門商聚

澳門商機有限公司 澳門國旅會展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國際東方舞協會

澳門國際青少年體育舞蹈協會 澳門國際研究所 澳門國際科技產業發展栛會

澳門國際教學輔助中心 澳門國際標準舞總會 澳門國際潛水中心

澳門國際學校 澳門國濠衣櫃行 澳門培正中學

澳門基督少年軍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澳門基督教聯會

澳門婦女體育總會 澳門密碼國際超模演藝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專業汽車服務中心

澳門專業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崇德社 澳門康健食品

澳門康健食品有限公司 澳門康普茶有限公司 澳門康寶萊有限公司

澳門御甜品 澳門御隆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御隆國際有限公司.1

澳門教育創新中心 澳門淨水管家清潔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清清紋身

澳門牽手一生婚戀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現代芭蕾舞團 澳門現代芭蕾舞團有限公司

澳門理想假期(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澳門理髮店有限公司 澳門盛世酒店有限公司

澳門第一家鹽酥雞 澳門第一浸信會 澳門第二美人

澳門第二美人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荼弄茶原小食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莉雅斯時裝貿易行

澳門袋鼠代收 澳門都市農場管理 澳門陳記

澳門陸軍俱樂部（前台） 澳門陸軍俱樂部（餐飲部） 澳門頂級體育用品

澳門魚翅撈飯專門店 澳門魚翅撈飯專門店.1 澳門創意藝廚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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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勝盈體育服裝及用品專門店 澳門勝麵牛肉麵 澳門勝麵牛肉麵專門店有限公司

澳門博物館咖啡店 澳門博彩企業員工協會 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

澳門博覽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喜悅電子商務 澳門喜悅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澳門壹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澳門富田菜籃子實業 澳門富田菜籃子實業有限公司

澳門富華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富豪酒店有限公司 澳門富豪酒店有限公司.1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澳門愉學坊補習中心有限公司 澳門普拉提之家

澳門普拉提之家協會 澳門景鏵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朝海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森海源納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淼淼國際集團 澳門淼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港珠澳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滋元堂參茸行 澳門滋味滿屋餐飲

澳門滋味滿屋餐飲有限公司 澳門滋優堂飲料 澳門滋優堂飲料有限公司

澳門琴行 澳門琴行.1 澳門發財豬扒包

澳門童軍總會 澳門華星冰室有限公司 澳門華洛藝術文化

澳門華洛藝術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澳門華盛食品超級市場 澳門華德企業有限公司

澳門華輝國際中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華聯茶葉有限公司 澳門菲拉格慕零售有限公司

澳門著數網購有限公司 澳門街小專櫃貿易行 澳門街坊總會藝駿中心

澳門街南北乾貨中華店 澳門街南北乾貨世紀店 澳門街南北乾貨有限公司

澳門街南北乾貨南嶺倉 澳門街南北乾貨泉華店 澳門街南北乾貨樂駿店

澳門街南北乾貨濠尚店 澳門街南北貨 澳門街南北貨花城店

澳門街南北貨義字街店 澳門街南北貨樂富店 澳門街南北貨營地街店

澳門街舞製作 澳門街薑糖專賣店 澳門視力有限公司

澳門視藝文化 澳門視藝文化有限公司 澳門詠春黐手學會

澳門超記腸粉店 澳門郵票錢幣社 澳門開運金蓮花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雅媛有限公司 澳門雲竹連文化教育中心 澳門順客隆

澳門順客隆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黃光記五金有限公司 澳門黑熊籃球俱樂部有限公司

澳門匯心餐飲管理 澳門匯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叠記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奧比斯 澳門奧特萊斯免稅店有限公司 澳門奧特萊斯國際免稅店
澳門微舞國際超模公關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微醺回憶 澳門愛唯林負離子油漆

澳門愛康頌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新天際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澳門新里程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新信和康體設備有限公司 澳門新時代大翁中澳貨運有限公司 澳門新國際發展

澳門新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新龍記美食 澳門極用空間

澳門極用空間全屋定製有限公司 澳門爺門串串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獅子會

澳門瑜伽中心 澳門瑜珈中心 澳門瑞希卡

澳門瑞希卡有限公司 澳門瑞芝軒養生文化中心 澳門瑞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筷子基小販區54號 澳門義字街4C E4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

澳門萬國旅遊 澳門葡人之家協會 澳門葡式辣魚店

澳門葡京旅行社 澳門葡京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葡京廣告印刷設計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葡語系國家產品展銷中心 澳門蜂鳥有限公司 澳門蜂躍運動協會

澳門裕民食品 澳門農業優品 澳門鉅興胤手信

澳門零食大王 澳門電力.線下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澳門電召0001 澳門電召0002

澳門電召0003 澳門電召0004 澳門電召0005

澳門電召0006 澳門電召0007 澳門電召0008

澳門電召0009 澳門電召0010 澳門電召0011

第 227 頁，共 265 頁



澳門電召0012 澳門電召0013 澳門電召0014

澳門電召0015 澳門電召0016 澳門電召0017

澳門電召0018 澳門電召0019 澳門電召0020

澳門電召0021 澳門電召0022 澳門電召0023

澳門電召0024 澳門電召0025 澳門電召0026

澳門電召0027 澳門電召0028 澳門電召0029

澳門電召0030 澳門電召0031 澳門電召0032

澳門電召0033 澳門電召0034 澳門電召0035

澳門電召0036 澳門電召0037 澳門電召0038

澳門電召0039 澳門電召0040 澳門電召0041

澳門電召0042 澳門電召0043 澳門電召0044

澳門電召0045 澳門電召0046 澳門電召0047

澳門電召0048 澳門電召0049 澳門電召0050

澳門電召0051 澳門電召0052 澳門電召0053

澳門電召0054 澳門電召0055 澳門電召0056

澳門電召0057 澳門電召0058 澳門電召0059

澳門電召0060 澳門電召0061 澳門電召0062

澳門電召0063 澳門電召0064 澳門電召0065

澳門電召0066 澳門電召0067 澳門電召0068

澳門電召0069 澳門電召0070 澳門電召0071

澳門電召0072 澳門電召0073 澳門電召0074

澳門電召0075 澳門電召0076 澳門電召0077

澳門電召0078 澳門電召0079 澳門電召0080

澳門電召0081 澳門電召0082 澳門電召0083

澳門電召0084 澳門電召0085 澳門電召0086

澳門電召0087 澳門電召0088 澳門電召0089

澳門電召0090 澳門電召0091 澳門電召0092

澳門電召0093 澳門電召0094 澳門電召0095

澳門電召0096 澳門電召0097 澳門電召0098

澳門電召0099 澳門電召0100 澳門電召0101

澳門電召0102 澳門電召0103 澳門電召0104

澳門電召0105 澳門電召0106 澳門電召0107

澳門電召0108 澳門電召0109 澳門電召0110

澳門電召0111 澳門電召0112 澳門電召0113

澳門電召0114 澳門電召0115 澳門電召0116

澳門電召0117 澳門電召0118 澳門電召0119

澳門電召0120 澳門電召0121 澳門電召0122

澳門電召0123 澳門電召0124 澳門電召0125

澳門電召0126 澳門電召0127 澳門電召0128

澳門電召0129 澳門電召0130 澳門電召0131

澳門電召0132 澳門電召0133 澳門電召0134

澳門電召0135 澳門電召0136 澳門電召0137

澳門電召0138 澳門電召0139 澳門電召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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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0141 澳門電召0142 澳門電召0143

澳門電召0144 澳門電召0145 澳門電召0146

澳門電召0147 澳門電召0148 澳門電召0149

澳門電召0150 澳門電召0151 澳門電召0152

澳門電召0153 澳門電召0154 澳門電召0155

澳門電召0156 澳門電召0157 澳門電召0158

澳門電召0159 澳門電召0160 澳門電召0161

澳門電召0162 澳門電召0163 澳門電召0164

澳門電召0165 澳門電召0166 澳門電召0167

澳門電召0168 澳門電召0169 澳門電召0170

澳門電召0171 澳門電召0172 澳門電召0173

澳門電召0174 澳門電召0175 澳門電召0176

澳門電召0177 澳門電召0178 澳門電召0179

澳門電召0180 澳門電召0181 澳門電召0182

澳門電召0183 澳門電召0184 澳門電召0185

澳門電召0186 澳門電召0187 澳門電召0188

澳門電召0189 澳門電召0190 澳門電召0191

澳門電召0192 澳門電召0193 澳門電召0194

澳門電召0195 澳門電召0196 澳門電召0197

澳門電召0198 澳門電召0199 澳門電召0200

澳門電召0201 澳門電召0202 澳門電召0203

澳門電召0204 澳門電召0205 澳門電召0206

澳門電召0207 澳門電召0208 澳門電召0209

澳門電召0210 澳門電召0211 澳門電召0212

澳門電召0213 澳門電召0214 澳門電召0215

澳門電召0216 澳門電召0217 澳門電召0218

澳門電召0219 澳門電召0220 澳門電召0221

澳門電召0222 澳門電召0223 澳門電召0224

澳門電召0225 澳門電召0226 澳門電召0227

澳門電召0228 澳門電召0229 澳門電召0230

澳門電召0231 澳門電召0232 澳門電召0233

澳門電召0234 澳門電召0235 澳門電召0236

澳門電召0237 澳門電召0238 澳門電召0239

澳門電召0240 澳門電召0241 澳門電召0242

澳門電召0243 澳門電召0244 澳門電召0245

澳門電召0246 澳門電召0247 澳門電召0248

澳門電召0249 澳門電召0250 澳門電召0251

澳門電召0252 澳門電召0253 澳門電召0254

澳門電召0255 澳門電召0256 澳門電召0257

澳門電召0258 澳門電召0259 澳門電召0260

澳門電召0261 澳門電召0262 澳門電召0263

澳門電召0264 澳門電召0265 澳門電召0266

澳門電召0267 澳門電召0268 澳門電召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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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0270 澳門電召0271 澳門電召0272

澳門電召0273 澳門電召0274 澳門電召0275

澳門電召0276 澳門電召0277 澳門電召0278

澳門電召0279 澳門電召0280 澳門電召0281

澳門電召0282 澳門電召0283 澳門電召0284

澳門電召0285 澳門電召0286 澳門電召0287

澳門電召0288 澳門電召0289 澳門電召0290

澳門電召0291 澳門電召0292 澳門電召0293

澳門電召0294 澳門電召0295 澳門電召0296

澳門電召0297 澳門電召0298 澳門電召0299

澳門電召0300 澳門電召0301 澳門電召0302

澳門電召0303 澳門電召0304 澳門電召0305

澳門電召0306 澳門電召0307 澳門電召0308

澳門電召0309 澳門電召0310 澳門電召0311

澳門電召0312 澳門電召0313 澳門電召0314

澳門電召0315 澳門電召0316 澳門電召0317

澳門電召0318 澳門電召0319 澳門電召0320

澳門電召0321 澳門電召0322 澳門電召0323

澳門電召0324 澳門電召0325 澳門電召0326

澳門電召0327 澳門電召0328 澳門電召0329

澳門電召0330 澳門電召0331 澳門電召0332

澳門電召0333 澳門電召0334 澳門電召0335

澳門電召0336 澳門電召0337 澳門電召0338

澳門電召0339 澳門電召0340 澳門電召0341

澳門電召0342 澳門電召0343 澳門電召0344

澳門電召0345 澳門電召0346 澳門電召0347

澳門電召0348 澳門電召0349 澳門電召0350

澳門電召0351 澳門電召0352 澳門電召0353

澳門電召0354 澳門電召0355 澳門電召0356

澳門電召0357 澳門電召0358 澳門電召0359

澳門電召0360 澳門電召0361 澳門電召0362

澳門電召0363 澳門電召0364 澳門電召0365

澳門電召0366 澳門電召0367 澳門電召0368

澳門電召0369 澳門電召0370 澳門電召0371

澳門電召0372 澳門電召0373 澳門電召0374

澳門電召0375 澳門電召0376 澳門電召0377

澳門電召0378 澳門電召0379 澳門電召0380

澳門電召0381 澳門電召0382 澳門電召0383

澳門電召0384 澳門電召0385 澳門電召0386

澳門電召0387 澳門電召0388 澳門電召0389

澳門電召0390 澳門電召0391 澳門電召0392

澳門電召0393 澳門電召0394 澳門電召0395

澳門電召0396 澳門電召0397 澳門電召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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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0399 澳門電召0400 澳門電召0401

澳門電召0402 澳門電召0403 澳門電召0404

澳門電召0405 澳門電召0406 澳門電召0407

澳門電召0408 澳門電召0409 澳門電召0410

澳門電召0411 澳門電召0412 澳門電召0413

澳門電召0414 澳門電召0415 澳門電召0416

澳門電召0417 澳門電召0418 澳門電召0419

澳門電召0420 澳門電召0421 澳門電召0422

澳門電召0423 澳門電召0424 澳門電召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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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1705 澳門電召1706 澳門電召1707

澳門電召1708 澳門電召1709 澳門電召1710

澳門電召1711 澳門電召1712 澳門電召1713

澳門電召1714 澳門電召1715 澳門電召1716

澳門電召1717 澳門電召1718 澳門電召1719

澳門電召1720 澳門電召1721 澳門電召1722

澳門電召1723 澳門電召1724 澳門電召1725

澳門電召1726 澳門電召1727 澳門電召1728

澳門電召1729 澳門電召1730 澳門電召1731

澳門電召1732 澳門電召1733 澳門電召1734

澳門電召1735 澳門電召1736 澳門電召1737

澳門電召1738 澳門電召1739 澳門電召1740

澳門電召1741 澳門電召1742 澳門電召1743

澳門電召1744 澳門電召1745 澳門電召1746

澳門電召1747 澳門電召1748 澳門電召1749

澳門電召1750 澳門電召1751 澳門電召1752

澳門電召1753 澳門電召1754 澳門電召1755

澳門電召1756 澳門電召1757 澳門電召1758

澳門電召1759 澳門電召1760 澳門電召1761

澳門電召1762 澳門電召1763 澳門電召1764

澳門電召1765 澳門電召1766 澳門電召1767

澳門電召1768 澳門電召1769 澳門電召1770

澳門電召1771 澳門電召1772 澳門電召1773

澳門電召1774 澳門電召1775 澳門電召1776

澳門電召1777 澳門電召1778 澳門電召1779

澳門電召1780 澳門電召1781 澳門電召1782

澳門電召1783 澳門電召1784 澳門電召1785

澳門電召1786 澳門電召1787 澳門電召1788

澳門電召1789 澳門電召1790 澳門電召1791

澳門電召1792 澳門電召1793 澳門電召1794

澳門電召1795 澳門電召1796 澳門電召1797

澳門電召1798 澳門電召1799 澳門電召1800

澳門電召934 澳門電召MW7549 澳門電召MW7554

澳門電召MW7599 澳門電召MW7686 澳門電召MW7740

澳門電召MW7746 澳門電召MW7857 澳門電召MW7941

澳門電召MW7965 澳門電召MW7978 澳門電召MW7986

澳門電召MW8109 澳門電召MW8132 澳門電召MW8133

澳門電召MW8135 澳門電召MW8191 澳門電召MW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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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召MW8275 澳門電召MW8312 澳門電召MW8324

澳門電召MW8343 澳門電召MW8348 澳門電召MW8350

澳門電召MW8352 澳門電召MW8364 澳門電召MW8407

澳門電召MW8410 澳門電召MW8444 澳門電召MW8455

澳門電召MW8472 澳門電召MW8490 澳門電召MW8505

澳門電召MW8530 澳門電召MW8536 澳門電召MW8538

澳門電召MW8545 澳門電召MW8564 澳門電召MW8597

澳門電召MW8599 澳門電召MW8605 澳門電召MW8635

澳門電召MW8637 澳門電召MW8658 澳門電召MW8669

澳門電召MW8680 澳門電召MW8700 澳門電召MW8713

澳門電召MW8790 澳門電召MW8827 澳門電召MW8870

澳門電召MW8973 澳門電召MW9054 澳門電召MW9116

澳門電召MW9193 澳門電召MW9215 澳門電召MW9246

澳門電召MW9254 澳門電召MW9262 澳門電召MW9270

澳門電召MW9278 澳門電召MW9286 澳門電召MW9291

澳門電召MW9348 澳門電召MW9358 澳門電召MW9397

澳門電召MW9431 澳門電召MW9442 澳門電召MW9475

澳門電召MW9518 澳門電召MW9578 澳門電召MW9603

澳門電召MW9609 澳門電召的士 澳門電召的士服務

澳門電的汽車服務中心 澳門電訊 台山 澳門電訊 氹仔

澳門電訊 南灣 澳門電訊 皇朝 澳門電訊 海擎天

澳門電訊 祐漢 澳門電訊 高地烏街 澳門電訊 黑沙環

澳門電腦進修中心 澳門電器有限公司 澳門電競館

澳門馳威物流 澳門馳威物流有限公司 澳門鼎盛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鼎福食品有限公司 澳門榮威貿易行 澳門滷友記

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 澳門漁民互助會 澳門演藝

澳門福永軒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福昇玩具 澳門管樂協會

澳門精武禪修養生協會 澳門精品咖啡推廣協會 澳門綜合健身會

澳門綜合電競館 澳門綜合電競館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綠宏果蔬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綠星緣生活美學 澳門綠星緣生活美學中心 澳門綠星緣生活美學中心有限公司

澳門維意有限公司 澳門網絡商城店(海洋店) 澳門網絡傳媒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網絡傳媒發展有限公司(充電寶) 澳門網絡傳媒發展有限公司(快遞代收) 澳門緊急維修水電裝修工程

澳門舞蹈天地教育中心 澳門蒙特梭利教育中心 澳門蒙特梭利教育中心II

澳門蒙特梭利教育中心III 澳門蒙學世家教育中心 澳門蓓蕾藝術團

澳門製衣工會 澳門製造業總工會 澳門酷特製衣有限公司

澳門銓記食品貿易行 澳門領先教育中心 澳門餅坊

澳門儂飲食有限公司 澳門儂飲食有限公司.1 澳門儂飲食有限公司.2

澳門劍擊學校 澳門劍擊學校有限公司 澳門劍擊學校有限公司.1

澳門廣場分店 澳門德立建材裝飾 澳門德揚傢俬建材

澳門德揚傢俬建材有限公司 澳門德寶貿易行 澳門慧朗教育有限公司

澳門撈金魚 澳門數碼通流動通訊 澳門樂施會

澳門熱血演藝協會 澳門熱爆有限公司 澳門蔡氏教育文化基金會

澳門褔永軒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豎琴音樂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輝記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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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鋅空氣電池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靚媽養生湯 澳門養生宮殿

澳門養生宮殿飲品 澳門養生宮殿飲品有限公司 澳門養車有限公司

澳門駕駛學校 澳門駟馳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髮現號有限公司

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 澳門澳大利亞商會 澳門澳滋美有限公司

澳門燒餅店 澳門盧九街22A 1 澳門親子教具站

澳門諾森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諾森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澳門諾意國際有限公司

澳門諾意國際有限公司.2 澳門諾意國際有限公司.4 澳門諾意國際有限公司.5

澳門諾意國際有限公司.6 澳門貓宅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澳門貓婆小麵

澳門錦倫旅行社 澳門錦倫旅行社有限公司 澳門錦潤有限公司

澳門頭號玩具 澳門頭號玩具有限公司 澳門龍園百佳TASTY小花小甲

澳門龍鑾國際 澳門龍鑾國際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戲夢人文化創作
澳門濠江春天然食品出入口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環世鑽石有限公司 澳門環球匯品貿易行

澳門環球優越商貿有限公司 澳門繁榮眼鏡 澳門聯科信息產業(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澳門聯盟五金 澳門購物網 澳門賽馬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醞釀有限公司 澳門駿森車行 澳門駿瓏有限公司

澳門鴻有限公司 澳門濼滋味外賣店 澳門濾芯專賣

澳門職業生涯發展 澳門職業生涯發展學會 澳門藍眼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澳門醫鉌堂月子餐及湯品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雙妹燕窩甜品 澳門雜貨市場

澳門鯉魚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澳門寵物醫院有限公司 澳門寵物醫院有限公司(慈善)

澳門懷夢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懷夢進出口 澳門懷夢進出口貿易

澳門懷夢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澳門繩閣跳繩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澳門羅斯福酒店

澳門羅斯福酒店有限公司.1 澳門藝文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澳門藝風娛樂有限公司

澳門藝海音樂藝術中心 澳門藝術薈教育中心 澳門藝燃空間藝術教育中心

澳門藝聲汽車音響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澳門麗欣生活館

澳門寶貝節能環保有限公司 澳門寶龍酒業有限公司 澳門鐘錶博物館

澳門魔力運動有限公司 澳門聽力聽覺中心 澳門纖指天使美容美甲服務中心

澳門纖指天使美容美甲服務中心(2店) 澳門纖指天使美容美甲服務中心.1 澳門麟記燒烤

澳門鑫宏益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澳門鑫龍策劃傳媒 澳門靈感之茶有限公司

澳青集團有限公司 澳青補習社 澳信教育中心

澳冠物業 澳冠物業 幸運閣A座 澳冠物業 幸運閣B座

澳冠物業 雅景花園1 澳冠物業 雅景花園2 澳冠物業 廣福祥花園

澳冠物業(東華 1) 澳冠物業(東華 10) 澳冠物業(東華 11)

澳冠物業(東華 12) 澳冠物業(東華 13) 澳冠物業(東華 14)

澳冠物業(東華 2) 澳冠物業(東華 3) 澳冠物業(東華 4)

澳冠物業(東華 5) 澳冠物業(東華 6) 澳冠物業(東華 7)

澳冠物業(東華 8) 澳冠物業(東華 9) 澳冠物業(廣福祥 1)

澳冠物業(廣福祥 2) 澳冠物業(廣福祥 3) 澳冠物業(廣福祥 4)

澳冠物業(廣福祥 5) 澳冠物業(廣福祥 6) 澳冠物業(廣福祥 7)

澳冠物業(廣福祥 8) 澳冠物業(寶利閣) 澳冠物業(寶發閣)

澳冠物業(寶豐閣) 澳冠物業管理 澳冠物業管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澳品專賣店 澳品薈 澳度國際有限公司

澳思瑩商貿國際有限公司 澳思瑩商貿國際有限公司(白馬行) 澳思瑩商貿國際有限公司(新馬路)

澳思營商貿國際有限公司 澳柏獸醫診所 澳洋藥房(菜園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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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洋藥房(菜園新街分店) 澳洲皇 澳洲皇進出口有限公司

澳洲皇進出口有限公司.1 澳洲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澳洲優質產品集團有限公司

澳派對有限公司 澳科世紀有限公司 澳美加有限公司

澳美好生活有限公司 澳美怡有限公司 澳美食

澳美家具有限公司 澳美傢俱廣場 澳美雅浴廚設備中心

澳美廣告設計(澳門) 澳迪柏文百貨有限公司 澳迪時裝

澳飛空氣淨化製品 澳飛飲食外賣 澳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澳峰工程 澳栢物業設施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澳栢獸醫診所

澳格電器銷售有限公司 澳泰 澳泰餐廳一人有限公司

澳紐寵物復康中心 澳記拖車一人有限公司 澳馬貿易行

澳高行 澳高行(德寶大廈) 澳高行（德寶大廈）

澳高行.1 澳高行2 澳域教育中心

澳域電腦科技 澳域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澳基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澳專國際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澳專教育中心 澳專教育集團

澳悠貿易有限公司 澳捷電腦有限公司 澳淇貿易行

澳淘代收有限公司 澳淘跨境電商供應鏈有限公司 澳清一人有公司

澳清一人有公司.1 澳設體育服(南嶺) 澳設體育服及制服

澳設體育服及制服有限公司 澳頂尖製作有限公司 澳傑冷凍食品零售批發

澳創先貿易 澳創先貿易有限公司 澳創室內設計

澳創匯 澳創匯集團有限公司 澳創會展顧問

澳博卓越員工中心 澳富貿易 澳滋美

澳滋美食品專營店 澳發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菁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澳萊大三元酒店 澳萌影業有限公司.1 澳視眼鏡

澳雅美 澳雅美美容連鎖中心 澳匯行企業有限公司

澳匯投資及管理有限公司 澳匯展覽 澳匯展覽中心

澳匯展覽有限公司 澳新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澳新鮮金海山店

澳新鮮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澳新鮮凍肉雜貨食品有限公司 澳新鮮凍庫

澳新鮮超級市場 澳新鮮燒腊店 澳新鮮燒臘店

澳楹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澳義 澳葡

澳葡之星 澳葡之星手信店 澳葡之家

澳葡坊 澳葡投資推廣有限公司 澳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澳葡美食 澳葡茶餐廳 澳葡茶餐廳.1

澳裕冷凍食品專賣店 澳裕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澳裕凍肉食品專賣店

澳資私恆星玩具精品 澳遊文坊有限公司 澳運

澳運國際 澳運國際有限公司 澳運國際寫字樓

澳運會遊戲中心 澳達瀾玩具 澳電寶科技發展

澳電寶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澳夢咖啡 澳熊一人有限公司

澳網易行 澳豪科技 澳豪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澳閣 澳廚管理有限公司 澳標建築材料

澳標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澳潔力有限公司 澳衛設施物業管理

澳衛設施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澳衛設施物業管理有限公司.1 澳衛單車租賃廣場店

澳賣饍傳媒 澳賣饍傳媒有限公司 澳龍集團有限公司

澳聯電腦 澳豐裝飾設計工程 澳麗月子集團有限公司

第 244 頁，共 265 頁



澳寶貝貿易 澳寶貝貿易有限公司 澳寶寶購物中心

澳騰速遞有限公司 澳儷美容中心 澳儷美容中心一人有限公司

澳攝攝影器材店 澳譽設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熾念有限公司

燁峰裝修工程 燁輝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燈塔-99

燊安達汽車服務中心 燊亨元有限公司 燊昇娛樂有限公司.1

燊記一人有限公司.1 燊記牛雜 燊記金行

燊暉(集團) 燊暉(集團)有限公司 燊榮行

燊豐集團有限公司 燒一燒美食 燒一燒燒烤美食

燒上癮 燒肉食館 燒邦1926

燒邦1926餐飲 燒邦1926餐飲有限公司 燒味KING

燒味爸爸 燒味哥 燒烤之神外賣店

燒野王 燒就燒 燕美軒專業美容

燕窩莊 燕窩莊中藥房 燕窩莊中藥房分行

燕窩莊集團有限公司 獨角獸科技有限公司 獨角獸燒烤

獨食 獨特時裝 獨酌

璞 妃絲美容中心 璞妃絲美容中心 璞身心靈療癒顧問

璟文教育中心 璟文教育中心II 璟文教育中心III

璟隆有限公司 璟瓏工程有限公司 盧九街1A檔

盧九街1F 盧九街1G 盧九街2 C

盧九街21A 盧九街2I D3 盧九街2I D4

盧九街2I D5 盧九街小販檔2C 盧九街門2c

盧九街門牌:2I,d3 盧九櫃AYG052 盧二女

盧三妹 盧永康-的士-25107 盧玉婉

盧玉婉-攤販-N/2482 盧成 盧奀妹

盧志明 盧志明-攤販-R/C-066 盧志堂-的士-14045

盧志雄-的士-21018 盧志榮 盧志維-的士-27846

盧金鳳 盧美怡 盧美怡-攤販-N/686

盧國平-的士-22619 盧梅珍-攤販-R/C-068 盧梅清-攤販-R/C-055

盧添 盧惠妮 盧惠妮-攤販-N/2655

盧智飛-的士-29981 盧華貿易行 盧嘉怡

盧嘉敏-攤販-一樓NO42 盧榮記園林 盧潔蓮

盧養權 盧錦華 盧麗容

盧麗容-攤販-N/513 盧耀垣 禤豪傑-的士-20723

積臣外賣店 積臣咖啡 積臣咖啡.1

積西加百貨店 積其桑拿泳池設備 積其桑拿泳池設備有限公司

積浩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積高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積雪草有限公司

積極健身有限公司 穎希顧問一人有限公司 穎華布行

穎新時裝 穎源 穎源內衣•頸巾•毛線專門店

穎裳時裝 穎製作 穎儀時裝

穎儀時裝.1 穎濤活動策劃及製作有限公司 穎聰海味

穎藝廊 築木策劃設計有限公司 築地食品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築舍裝飾設計工程 築鳥日本料理 築夢集團有限公司

築樂居裝修設計工程 篤篤小食 篤篤小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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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篤小食.2 篤篤先生 糕司

糕調 糖人街 糖不甩

糖之城 糖仁世家甜點 糖仁世家甜點有限公司

糖心 糖心甜品 糖心甜品有限公司

糖水譜 糖主 糖主 (氹仔店)

糖主（氹仔店） 糖主(薈萃坊) 糖主（鏡湖馬路店）

糖主有限公司 糖主有限公司(濠景花園) 糖主有限公司.1

糖主有限公司.2 糖老太 糖老太-澳門芋圓專門店

糖老太-澳門芋圓專門店.1 糖里甜品 糖果活動製作工程

糖果美眉美甲美容 糖果美眉美甲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糖記美食外賣

糖魚 糖朝盛世.1 糖朝盛世.2

糖朝盛世信託店 糖朝盛世渡船店 糖朝盛世筷子基店

糖朝盛世墨山店 糖朝盛世廣福祥店 糖貴妃

糖貴妃有限公司 糖媽媽有限公司 糖閣

糖閣 氹仔店 糖閣 總店 糖閣甜品有限公司

糖閣甜品有限公司.1 糖閨蜜 糖潮

糖糍糍 縉億食品超級市場 翰晴教育中心

翰晴補習 翰晴補習中心 翱翔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翱翔國際旅遊有限公司.1 翱翔精品家具 膳心養生坊

臻林會籍有限公司 臻品文具店 臻品名薈

臻品源 臻美國際有限公司 臻美眼鏡

臻美眼鏡 永發店 臻美眼鏡 黑沙環店 臻美眼鏡.1

臻栩樂餐飲 臻栩樂餐飲有限公司 臻域投資有限公司

臻匯有限公司 臻新集團有限公司 臻煒餐飲有限公司

臻睿培訓中心 臻薈會籍有限公司 臻薈養生體驗有限公司

興二小食 興同咖啡美食 興同㗎啡美食

興行車行 興利 興利制麵家

興利美食 興利時裝 興旺咖啡美食

興旺發大排檔 興昌五金雜貨 興昌貿易行

興威煙酒行 興盈鮮果 興盈鮮果有限公司

興致小廚 興記 興記手袋鞋業

興記牛欄 興記帆布 興記咖啡室

興記凍肉食品店 興記魚仔店 興記酸辣粉

興記鮮肉枱 興記雞鴨 興盛小食

興盛凍肉食品 興盛珠寶 興盛珠寶金行

興盛鮮果 興盛鮮菓士多 興祥汽車檢測中心

興富士多 興發 興發(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興發(集團)管理有限公司.3 興發(集團)管理有限公司.4 興發士多

興發咖啡美食 興發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興發傢俬

興發隆 興發隆五金 興發環保冷氣

興發糧油士多 興發體育用品 興發體育用品(寶興大廈)

興發體育用品.1 興華小食 興華冷凍廚具行

興華洗衣 興隆 興隆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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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隆安記紙料文具 興隆行 興隆行2

興隆汽車音響防盜 興隆貿易行 興隆雜貨

興隆麵店 興匯時裝百貨 興業冷氣水電裝修工程

興業律師事務所 興業律師事務所管理有限公司 興源美食

興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興運櫃HEW 蕃茄屋美食

蕃茄屋美食  總店 蕃茄屋美食 大三巴店 蕃茄屋美食 鏡湖分店

蕃茄屋美食.1 蕃茄屋美食.2 蕃茄屋澳式葡菜

蕃茄美食 蕃茄湯外賣店 蕉蕉百貨.1

蕊霖軒美容中心 蕭子文 蕭月洪

蕭氏集團有限公司 蕭四妹 蕭永樂-的士-18854

蕭邦澳門有限公司 蕭社貴 蕭社貴-攤販-N/1386

蕭酌強-的士-22212 蕭健明-的士-22122 蕭健雄-的士-29673

蕭國威 蕭媽媽食堂 蕭達偉

蕭樹陽 蕭衞洪-的士-14539 蕭錫瑜

蕭錫瑜-攤販-R/C-008 蕭燦華-的士-13511 螄聊

螄廚 融和飲食發展有限公司 融和靜樂文化空間

融舍一人有限公司 融記小食 融鑫集團有限公司

融鑫集團有限公司.1 螞蟻代收 螞蟻代收(加盟店)

螞蟻代收(林茂塘店) 螞蟻代收(泉亮廣場店) 螞蟻代收(美居店)

螞蟻代收.1 螞蟻代收.2 螞蟻代收泉亮廣場店

衡昇珠寶 衡康 衡康一人有限公司

衡輝鮮果士多 親子坊 親子星有限公司

親親小鹿服飾店 親親寶寶 諾米

諾研有限公司 諾悠翩雅(澳門)有限公司 諾塔里意大利廚房

諾榙里海鮮居酒總本店 諾億通訊 貓工場

貓工場生活用品店 貓言貓語 貓狗食堂

貓巷子老火鍋 貓洞咖啡 貓哥小店

貓哥小店咖啡 貓哥小店咖啡一人有限公司 貓婆婆小麵

貓塢 貓搬家有限公司 貓貓工房

貓頭鷹代收 貓爐食堂 賴皮小食

賴家健-的士-23960 賴燕輝-的士-25705 賴寶珍

賴艷紅 選手一人有限公司 醒目仔茶餐廳

醒目仔督課中心(1) 鋼之玩具店 鋼打姆玩具

鋼藝裝飾工程 錢納利咖啡 錢納利咖啡有限公司

錢媽媽生鮮蔬果 錢媽媽生鮮蔬果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錢媽媽蔬果市場宏信店

錢媽媽蔬果市場昌明店 錢媽媽蔬果市場順得店 錢媽媽蔬果市場裕華店

錢媽媽蔬果市場嘉應店 錢媽媽蔬果廣福祥店 錢觀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錦田五金建材行 錦江之星 錦彤進出口貿易公司

錦泉電器公司 錦洪車行 錦記

錦記小廚 錦記牛雜小食 錦記魚欄

錦富(羅記) 錦華小食 錦華小食 大堂巷10號

錦華小食 大堂巷14號 錦華小食 天通街店 錦華小食 官也街店

錦華小食 筷子基店 錦華小食(分店) 錦華小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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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華堂雕刻精品 錦華貿易行 錦源小食

錦榮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錦蓮時裝 錦興五金漆油行

錦興商行 錦龍冷氣設備工程 錦龍冷氣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錦繡粥品美食 錦繡粥檔小食 錦繡萬畝水果蔬菜

錦繡萬畝水果蔬菜有限公司 錫蘭有機 錶之都

錶之都.1 隨意一人有限公司 隨意門

隨意門運輸行 隨緣咖啡 隨購有限公司

霍杏嫦 霍炳華 霍炳華-的士-19385

霍匯強-的士-16912 霍嘉琪 霏霏貿易

霖霖手作工房 靜仁堂健康館 靜水療

靜研美舍有限公司 靜逸有限公司 靜膳坊

靜膳坊一人有限公司 靜繪角落 頤菁教育中心

頴天(澳門)有限公司 餐桌上的小確幸 餐餐好

駱馬斯有限公司 駱國輝-的士-23625 駱匯輝

駱碧盤 駱潤梅 駱蔚敏

駱蔚敏-攤販-N/1404 鮑永前-的士-17239 鮑思高青年村機構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鮑魚十足(粥) 鮑滋味

鮑撈喜 鴨子也也 鴨巷醫院橫街 2A,f

鴨巷醫院橫街2A,f 默 默咖啡

默廚房 默默菓子屋 龍一屋

龍一屋汽車音響 龍之都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龍天美食有限公司

龍天燒臘 龍天燒臘有限公司 龍天燒臘美食

龍叭叭 龍本先生壽喜燒牛肉丼外賣店 龍生珠寶金飾維修專門店

龍成汽車服務中心 龍舟人燒烤美食 龍卷堂

龍昇發展有限公司 龍昌行 龍昌行 會展

龍昌行(珠光大廈) 龍昌行.1 龍昌行.2

龍昌行十月初五街店 龍昌行振鴻大廈店 龍昌行廣福祥店

龍昌汽車用品中心 龍昌集團有限公司 龍門飲食有限公司

龍門辣雞美食 龍信一人有限公司 龍皇

龍皇餐飲(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龍飛鳳舞 龍哥大茶飯

龍哥廚房 茶餐廳 龍哥廚房茶餐廳 龍家慶-的士-27239

龍悅軒花店 龍海電子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龍記搬運

龍軒 龍軒餐飲 龍軒餐飲有限公司

龍馬車行 龍涎居飲食澳門有限公司 龍涯門貿易有限公司

龍祥洋服 龍祥茶餐廳 龍蛋小食

龍野有限公司 龍傑工程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龍堡

龍發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龍發鐵器裝修工程 龍華茶樓

龍華國際(澳門)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龍華國際（澳門）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龍華電腦洗車美容中心

龍華製餅廠 龍鈞一人有限公司 龍雲髮舍

龍義汽車維修站 龍裔東方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 龍鳳餅家

龍廚美食 龍影數碼 龍蝦皇

龍輝參茸海味行 龍貓仔寵物美容中心 龍環葡韻-綠色小賣亭

龍豐藥房 龍藝生果雜貨店 龍藝軒工藝古玩

第 248 頁，共 265 頁



龍韻音響 龍騰 龍騰代收

龍騰代收 連勝街店 龍騰代收(鏡湖店) 龍騰代收.1

龍騰代收.2 龍騰代收.3 龍騰代收.4

龍騰代收.5 龍騰代收.6 龍騰代收建富店

龍騰瑞士澳門有限公司 龍騰餐飲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龍權貿易

龜盅補 龜霸 優之品國際貿易

優之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優之選一人有限公司 優化補習中心I

優化補習中心III 優及買 優及買咖啡

優加凍肉食品專門店 優生活美妝 優皮店

優米 優而特食品 優而特食品.1

優秀物業設施管理 優秀食品有限公司 優良誠品百貨

優兒補習中心 優卓（澳門）有限公司 優果屋

優果屋一人有限公司 優的概念 優的概念美容中心

優的概念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優冠貿易行 優品360

優品360澳門有限公司 優品先生 優品凍肉專門店

優品網有限公司 優活媒體設計 優美環球

優革細工 優食家 優娑照相館

優悅友庭 優悅友庭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優悅友庭澳門俄羅斯餐

優悅眼鏡 優悅眼鏡 中星商場 優悅眼鏡 雅廉訪

優悅眼鏡 筷子基 優悅眼鏡 輝煌商場 優悅眼鏡(中星商場)

優悅眼鏡(宏豐大廈) 優悅眼鏡(輝煌大廈) 優格甜品

優格補習中心 優格補習中心II 優格補習中心IV

優剪 優創教育中心 優博酒業一人有限公司

優買貿易有限公司 優越敎育中心 優越傢俱有限公司

優越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優越飲食管理有限公司.1 優越補習中心

優雅天然美一人有限公司 優雅卡拉OK 優雅卡拉OK一人有限公司

優雅浴廚設備有限公司 優溢鮮 優瑞貨運有限公司

優達 優達快運 優達快運 板樟堂分店

優達快運(史山) 優達快運.1 優達快運一人有限公司

優廚有限公司 優樂有限公司 優質安(下環店)

優質安(水坑尾店) 優質安(氹仔店) 優質安(利民店)

優質安(宏昌店) 優質安(保利達店) 優質安(泉鴻店)

優質安(紅窗門店) 優質安(臺山店) 優質安(廣福祥店)

優質安生鮮蔬菜 優質安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優質安蔬菜配送有限公司.1

優質教育進修中心(二社) 優質教育進修中心二社 優質教育進修中心三社

優質教育督課中心 優質教育督課中心(二社) 優質教育督課中心(三社)

優質教育督課中心(四社) 優質教育督課中心四社 優質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優質飲品 優質飲品一人有限公司 優曇鉢華

優積木有限公司 優選茶舍 優購

優鮮果蔬有限公司 優鮮薈 優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儲存易集團有限公司 儲存易集團有限公司.1 勵皇軒

勵研教育中心 勵宮 勵宮娛樂場

勵庭海景酒店 勵得燒味食品廠 勵德鐘錶珠寶有限公司

第 249 頁，共 265 頁



勵德鐘錶珠寶有限公司-時光天地 勵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嚐本道

嚐在 嚐味美食 嚐鮮

嚐鮮外賣小食 嬰之泳幼兒游泳館 嬰之泳嬰幼兒游泳館

嬰兒屋貿易有限公司 嬰兒屋貿易有限公司.1 嬰兒衫

嶺南茶室 嶺濠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幫到您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幫緊你美容 幫緊你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幫襯

徽源食品有限公司 徽源食品有限公司.1 應盛時裝

懋林有限公司 懋林有限公司.1 戴伍妹

戴伍妹-攤販-N/305 戴安娜 戴安娜美甲一人有限公司

戴振龍涼茶小食 戴偉杰-的士-18803 戴煥燐

戴煥燐-的士-19821 戴潔芳 戴潔梅

戴潔梅-攤販-三樓-017 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擎天匯

擎天匯櫃(第12座)AYG047 擎天匯櫃(第1座)AYG046 擎天匯櫃(第3座)AYG048

檀香山 檀香山咖啡 檔號A-12

檔號A-13 檔號A-14 濛茶茶

濟仁生活 濟仁生活藥房 濟世生活館（大三巴Ⅱ店）

濟世藥房 彩虹苑店 濟世藥房(大三巴店) 濟世藥房(怡南店)

濟世藥房（怡南店） 濟世藥房(彩虹苑店) 濟世藥房怡南店

濟生集團有限公司 濟生藥業 濟州島韓國料理

濠友(澳門)有限公司 濠友(澳門)有限公司.1 濠日飲食貿易有限公司

濠安餐廳 濠成行 濠成行有限公司

濠江 濠江小食外賣店 濠江中學(正校)飯堂

濠江手信 濠江志記小食 濠江花店

濠江春 濠江春天然食品 濠江旅行社有限公司

濠江晒圖影印中心 濠江酒店 濠江動物用品及健康服務有限公司

濠江傢俬城 濠江游艇服務有限公司 濠江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濠尚　NOVA GRAND 濠尚星皓廣場停車場 濠尚櫃(一至二座)AYG056

濠尚櫃(七至八座)AYG059 濠尚櫃(三至四座)AYG057 濠尚櫃(五至六座)AYG058

濠珀NOVA PARK 濠珀櫃(第1座)AYG019 濠珀櫃(第2座)AYG020

濠珀櫃(第3座)AYG021 濠盈 濠苑麵家

濠庭都會　NOVA CITY 濠庭粥麵美食 濠庭櫃(第11座)AYG016

濠庭櫃(第12座)AYG018 濠庭櫃(第7座)AYG015 濠庭櫃(第8座)AYG017

濠記 濠記小食 濠健康國際有限公司

濠揚有限公司 濠景新康麵家 濠概醫療用品

濠概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濠樂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濠璟酒店

濠豐美食 濠豐集團有限公司 濠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濤岸 濤慧屋 濤濤船麵

濰浲補習社 濱味 濱味一人有限公司

營上有限公司 營上米線 營之舍

營份 營地小販N1368 營地街小食

營地街市 10VQ 營地街市 36VQ 營地街市 47VQ

營地街市 RC 014 營地街市010 營地街市054

營地街市57VQ號檔 營地街市RC 026 營地街市RC 0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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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街市RC 043 營地街市RC 050 營地街市RC-051

營地街市T 10 營地街市一樓005 營地街市一樓012

營地街市二樓006 營地街市二樓027 營地街市三樓 002

營地街市三樓003 營地街市三樓005 營地街市三樓007檔

營地街市三樓013 營地街市三樓017 營地街市三樓018檔

營地街市三樓022 營地街市三樓024檔 營地街市三樓025

營地街市大樓035 營地街市大樓一樓19 營地街市大樓三樓23

營地街市大樓地下37 營地街市小販16VQ 營地街市小販32VQ

營地街市小販33VQ 營地街市小販38VQ 營地街市小販41VQ

營地街市小販N/1368 營地街市小販T-02 營地街市小販區02

營地街市小販區21號 營地街市小販區34VQ 營地街市小販區44號

營地街市小販區45VQ 營地街市小販區46VQ 營地街市小販區56VQ

營地街市小販區T 04 營地街市小販區T 06 營地街市小販區T09

營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010 營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三樓022 營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006

營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04 營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地下R/C-051 營地街市地下 010

營地街市地下 044 營地街市地下 051 營地街市地下 052

營地街市地下016 營地街市地下032 營地街市地下057-A

營地街市地下57 B 營地街市成衣12號檔 營地街市周邊檔19號

營地街市偉記咖啡 營地街市販區16VQ 營地街市週邊小販區08VQ

營地街市週邊小販區09VQ 營地街市週邊小販區-45VQ 營地街市週邊小販區49VQ

營地街市熟食中心62 營地街茶餐廳 營多果便利店

營多便利店 營動力 營菜花

營菜花餐飲 營菜花餐飲有限公司 營新國際-中銀

營新國際有限公司 營新國際-新益 營聚勝咖啡美食

營樂居 營養家 營養家貿易有限公司

燦記鮮果 爵士酒窖有限公司 爵茶

爵酩酒業有限公司 獲多利傢俬廣場 獲多利櫃AYG043

環世鑽石 環宇國際旅運有限公司 環宇國際貨運有限公司

環宇國際進出口有限公司 環宇專業攝影 環亞小廚

環亞投資發展 環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環亞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環亞藥房 環保站有限公司 環保彩色沖印公司

環保養生館 環星傢俬中心 環科製衣服飾有限公司

環海號 環球小橙有限公司 環球互聯網有限公司

環球生活館 環球百貨 環球海外僱傭服務有限公司

環球海產 環球海產（澳門）有限公司 環球國際旅遊

環球藥房 環球藥房II 環創國際有限公司

瞭望顧問有限公司 瞳光眼鏡有限公司 瞳亮眼鏡

瞳亮眼鏡(黑沙環店) 瞳亮眼鏡（黑沙環店） 瞳亮眼鏡(媽閣店)

瞳亮眼鏡（媽閣店） 瞳亮眼鏡有限公司 瞳亮眼鏡有限公司.1

瞳感有限公司 瞳感有限公司.1 磯燒水產

禧記車行 禧發運動用品 禪廚房

禪潺 禪潺 2 總售票處

總統酒店 績絲小屋 績絲小屋一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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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美髮店 繁花美髮店.1 繁花美髮美甲店

繁榮眼鏡 繁榮眼鏡有限公司 繆思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聯大超級市場 聯大藥房 聯大藥房 III

聯大藥房.1 聯大藥房III 聯大藥房IV

聯大藥房V 聯手策劃顧問 聯生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石油(南方店) 聯合石油(威翠店) 聯合石油(裕華店)

聯合石油有限公司 聯合好友餐飲有限公司 聯合洋行

聯合茶葉公司 聯合健身會 聯合清潔

聯合魚蝦欄 聯合數碼一人有限公司 聯合機車用品

聯安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聯成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聯邦大酒樓

聯邦有限公司 聯昇酒行 聯昇貿易（澳門）有限公司

聯昇機械設備 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聯品企業集團

聯品企業集團（澳門） 聯品企業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聯盈有限公司

聯盈汽車服務 聯盈制服校服公司 聯英行有限公司

聯英行有限公司.1 聯泰機器修理工廠 聯益行

聯記士多 聯記士多.1 聯國學校.1

聯盛五金行 聯勝發電訊 聯發

聯發.1 聯發行 聯發行有限公司

聯發電訊 聯發電業行 聯盟工程有限公司

聯盟代收 聯誠有限公司 聯達珠寶錶飾有限公司

聯網通訊 聯德快餐 聯輝行汽車服務中心

聯輝電業行 聯興五金漆油有限公司 聯興洋傘

聯興玻璃鏡業 聯興粥品 聯興貿易行

聯興雜貨 聯營貿易有限公司 聯薪分店

聯薪櫃LUF 聯豐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聯豐食品超級市場

聯豐泰工程有限公司 聯豐超市(三盞燈) 聯豐超市(下環街)

聯豐超市(平安大廈) 聯豐超市(永益樓) 聯豐超市(保利達)

聯豐超市(信託大廈) 聯豐超市(南岸花園) 聯豐超市(南貴花園)

聯豐超市(南澳花園) 聯豐超市(威苑花園) 聯豐超市(威翠花園)

聯豐超市(美居廣場) 聯豐超市(祐添大廈) 聯豐超市(祐漢店)

聯豐超市(高士德) 聯豐超市(唯徳花園) 聯豐超市(連勝街)

聯豐超市(華輝大廈) 聯豐超市(華禧閣) 聯豐超市(逸麗花園)

聯豐超市(雄昌花園) 聯豐超市(源發大廈) 聯豐超市(運順新村)

聯豐超市(福來大廈) 聯豐超市(廣華新村) 聯豐超市(德業大廈)

聯豐超市(樂駿店) 聯豐超市(澳大橫琴) 聯豐超市(寶翠花園)

聯豐超市三盏灯店 聯豐超市下環街店 聯豐超市广华店

聯豐超市乐骏店 聯豐超市平安店 聯豐超市永益店

聯豐超市华禧店 聯豐超市连胜店 聯豐超市保利達店

聯豐超市信托店 聯豐超市南岸店 聯豐超市南贵店

聯豐超市南澳店 聯豐超市威苑店 聯豐超市威翠店

聯豐超市美居店 聯豐超市祐添店 聯豐超市祐漢店

聯豐超市高士德店 聯豐超市唯德店 聯豐超市華輝店

聯豐超市逸麗店 聯豐超市雄昌店 聯豐超市運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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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豐超市福來店 聯豐超市廣福安店 聯豐超市德業店

聯豐超市澳大店 聯豐超市營地大街店 聯豐超市寳翠店

聯豐超市鏡湖店 聰少(澳門)星級甜品有限公司 聰明出口成衣

聰銘督課中心(第一所) 聰銘督課中心（第一所） 聰穎補習中心2

聲記外賣 聲髮廊 聲髮廊美容中心

聲凝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聲凝音樂藝術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聲韻音樂教育中心

臨時提督街市一樓02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03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10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11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14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22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23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24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32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34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3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37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38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4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49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50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53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54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5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59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60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63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66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68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70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74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74檔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7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76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80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81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8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86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92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93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95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099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43號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69號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70號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80 臨時提督街市地下97號

舉杯餐廳文化有限公司 蕾花汝美容中心 蕾思

蕾莉有限公司 薄餅站和蘇亞雷斯餅店 薇匠美容

薇匠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薇設計 現代傢俱 薇設計, 現代傢俱

薇設計‧現代傢俱 薈真集 薈聚有限公司

薈趣英語教育中心 薑中補 薪傳教育中心

薯仔美食 薯先生 螺味螺美食

螺味螺螺獅粉 螺螄世家有限公司 謎魚

謙記 謙記  謙雅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謙遜教育中心 謙寶貝 謝少英-的士-24828

謝文浩-的士-24567 謝永誼-的士-18873 謝利星-的士-13185

謝利源 謝利源金舖 謝利源金鋪

謝利源珠寶1867 謝利源珠寶1867(金沙城) 謝利源珠寶1867(勵庭海景)

謝利源珠寶1867.1 謝利源漁人碼頭店 謝杏怡工作室

謝杏怡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 謝念女 謝東方

謝金葵 謝容蓮 謝振雄

謝偉業-的士-21358 謝健飛 謝健飛-攤販-N/2475

謝敏華 謝勝汝 謝勝鮮魚

謝順醒 謝銘養 謝毅誠

謝毅誠-的士-24355 謝寶雯 賺到笑有限公司

購物太太 購物太太有限公司 購物家

賽比安澳門會所 賽光南貿易行 賽百味

賽百味(平安大廈) 賽百味(祐欣大廈) 邁創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邁進 邁雋專業教育中心 鍊鏢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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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太泰泰式海鮮火鍋 鍋太泰餐飲有限公司 鍋心(澳門)有限公司

鍋吧 鍋說話 鍋鍋生活百貨

鍋鍋生活百貨有限公司 鍋鍋掂 鍵豐中藥房

鍶手作 鍾子毅 鍾玉嬋

鍾光明 鍾家里門牌36F 鍾家里門牌7 F

鍾振威 鍾記 鍾健龍-的士-25848

鍾添-攤販-地下-070 鍾意布丁 鍾嘉俊-的士-28809

鍾榮照 鍾潤佳-的士-24966 鍾錦明

闊少男裝有限公司 隱世專送 隱盒子有限公司

霜冰雪創作實驗劇團 霞姨燒味 霞客麵菜館有限公司

鞠智繪本屋 鞠智繪本屋CUCHI CUCHI 韓日180

韓式天使髮型設計 韓式天使髮廊 韓式半永久皮膚管理

韓怡美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韓舍 韓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韓洋教育中心 韓流百貨 韓流國際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韓流館 韓炸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韓美專業美容中心

韓家得 韓悅教育中心 韓特賣場

韓茶 韓國OK美食 韓國風時裝店

韓國食品店 韓國時尚店鋪 韓國新文化有限公司

韓國新文化有限公司.1 韓國慕絲髪型美容屋 韓國慕絲髮型美容屋

韓國燒烤館有限公司 韓國頭髮護理舍 韓國頭髮護理舍有限公司

韓國護膚小舖 韓國護膚小鋪 韓愛珍

韓愛珍-攤販-N/2231 韓蜜小食 韓澳發展一人有限公司

韓積祥 韓積祥-的士-24266 韓豐料理

韓麗 韓麗貿易 韓攝館

颶風汽車服務 駿之螢玉器精品 駿天有限公司

駿天置業投資 駿天置業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駿安一人有限公司

駿安一人有限公司.1 駿佳出口成衣 駿協貿易有限公司

駿怡有限公司 駿昇汽車美容 駿昇控股有限公司

駿昇貿易行 駿昇補習中心 駿昇補習中心II

駿昌駕駛學校 駿思教育資源有限公司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10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11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12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13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2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3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8

駿盈餐飲有限公司.9 駿峰物業管理 駿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駿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駿馬汽車有限公司 駿偉貿易園藝

駿偉貿易園藝有限公司 駿富珠寶一人有限公司 駿富黃金

駿揚貿易 駿揚貿易有限公司 駿華行

駿華餐飲設備供應 駿華餐飲設備供應有限公司 駿隆有限公司

駿暉珠寶錶飾 駿業行 駿業金筆有限公司

駿業教育中心II 駿業鋼門有限公司 駿滔建築材料

駿煌 澳門 商業 駿煌(澳門)商業有限公司 駿誠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駿達車行 駿達海產凍肉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1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2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3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4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5 駿達海產凍肉有限公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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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輝藥房 駿輝藥房有限公司 駿興生活館

駿興汽車 駿興汽車服務中心 駿興車行

駿興貿易行 駿興燒臘美食 駿興藥房

駿興藥房(花城店) 駿龍酒店(澳門)有限公司 駿濠音樂樂器集團有限公司

駿濠澳門鋼琴倉 駿聯汽車用品服務中心 駿謙車行

駿鴻有限公司 駿騏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駿瓏工程有限公司

駿騰工程有限公司 鮨川 鮨之佐

鮨正有限公司 鮨米 鮨幸日本料理

鮨玥 鮫鯊烯 鮮之美粥粉面美食

鮮多多 (白朗古店) 鮮多多水果 鮮多多超級市場

鮮多多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鮮芋仙 鮮芋仙(海濱店)

鮮味王 鮮味王（大明閣店） 鮮味王（昌明店）

鮮味王（金海山店） 鮮味王（新城市店） 鮮味王（激成店）

鮮味王.1 鮮味王.2 鮮味王.3

鮮味仔外賣店 鮮果毛箱有限公司 鮮果王水果專門店

鮮果王便利店 鮮果奶茶 鮮果坊

鮮果店 鮮果店.1 鮮果店.2

鮮果鄉雜貨 鮮果匯水果甜品店 鮮果椰爺

鮮果檔 鮮虹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鮮虹餐飲集團有限公司.1

鮮菓奇園 鮮菓屋 鮮菓熱點

鮮菓熱點貿易有限公司 鮮道超級市場 鴻

鴻天國際汽車中心 鴻天國際汽車中心有限公司 鴻合古董店

鴻利天花裝飾材料行 鴻利行(紙料店) 鴻利車行

鴻利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鴻利廢舊回收店 鴻昇貿易行

鴻昌咖啡美食 鴻門宴餐飲有限公司 鴻威車行

鴻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鴻英集團有限公司 鴻泰科技一人有限公司

鴻記 多寶店 鴻記 青翠花園H店 鴻記小食

鴻記咖啡麺食 鴻記咖啡麵食 鴻記食品有限公司

鴻記凍肉 鴻記燒腊 鴻記燒臘

鴻記雞鴨 鴻基車行 鴻盛

鴻盛美食 鴻盛速遞物流 鴻盛速遞物流一人有限公司

鴻祥貿易行 鴻棧豬肉 鴻發行

鴻發咖啡美食 鴻發咖啡麵食 鴻發洋服行

鴻發裝修工程 鴻發麵飽小食 鴻發體育用品

鴻業車行 鴻源貿易行 鴻滙軒燒味

鴻蜂源玉器 鴻裕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鴻裕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鴻運木工 鴻運車行 鴻運來美食

鴻運來美食.1 鴻運珠寶金行 鴻運茶餐室

鴻運軒海鮮火鍋 鴻運貿易行 鴻運餅店

鴻運麵包店 鴻圖麵家 鴻實貿易有限公司

鴻實貿易有限公司.1 鴻福行食物供應 鴻福物業

鴻福食店 鴻福參茸海味超級市場 鴻福參茸貿易行

鴻福參茸貿易行.1 鴻銳電子科技 鴻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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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興行時裝 鴻興酒店餐廚設備貿易 鴻濤酒業

鴻濤國際 鴻濤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鴻豐燕窩海味一人有限公司

鴻耀車業 點一點教育中心 點子(澳門)商業顧問

點子（澳門）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點子化妝有限公司 點子空間教育中心

點子創意工程 點生活 點生活格仔商店

點先有限公司 點辰品牌管理 點辰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點指 buy buy 點指冰冰 點都德

點晶緣 點睛品 點睛品 x V&A

點睛品 上葡京店 點睛品 威尼斯人店 點睛品 凱旋門店

點睛品 新馬路店 點睛品 新葡京店 點睛品（新馬路店）

點睛品珠寶有限公司 點滴咖啡 點綴創意空間有限公司

點綴餐飲有限公司 點綴餐飲有限公司.1 點賣布

點賣布一人有限公司 點點工房 點點中古有限公司

點點日式面包 點點生活 點點金

叢林 叢林沙律 叢林極尚餐飲

叢林極尚餐飲一人有限公司 曜星有限公司 曜楷汽車美容

曜楷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曜獅 檳城髮屋

檸檬大王 檸檬車露 檸檬車露.1

檸檬車露.2 檸檬車露.3 檸檬車露.5

檸檬車露.6 檸檬咖啡室 瀅造貿易有限公司

瀋陽努爾王國際（澳門）有限公司 獵人市集 獵鷹補習中心

禮仁教育中心 禮仁教學輔助中心 禮生裝修工程

禮享集海味雜貨店 禮尚高級水果專門店 禮泉鮮果

禮泉鮮果	 禮記雪糕 禮記電單車租賃

禮記電單車租賃有限公司 禮頓有限公司 禮興車行

禮耀輝電器 簡一人有限公司 簡易購有限公司

簡約 簡約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簡約優品

簡美容美甲有限公司 簡食 簡娥

簡單小食 簡單咖啡小館 簡買

簡買貿易有限公司 簡綠花藝 糧記雜貨有限公司

織美毛冷 翹時裝 翹霖貿易有限公司

聶人王食品一人有限公司 職人 舊金山

舊金山國際貿易 舊金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舊洋酒珍藏

薩曼沙塔巴薩 薰風花屋 薰禮店

藍山有限公司 藍山咖啡 藍川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藍天地(澳門)有限公司 藍天地澳門有限公司 藍天冷氣電業工程

藍天快運福海店 藍天使髮型屋 藍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藍天食品產品 藍天食品產品有限公司 藍天教育中心

藍天速運 藍天貿易行 藍天電訊

藍玉和 藍色小店 藍色小店.1

藍屋時裝 藍屋時裝店 藍星麵粉花藝社

藍科智能有限公司 藍紅休閒站 藍迪娛樂系統

藍迪娛樂系統一人有限公司 藍海(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藍海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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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海馬時裝有限公司 藍茶 藍茶 & 爆蛋吐司

藍茶&爆蛋吐司 藍茶有限公司 藍軒美食

藍圖貿易行 藍潤森 藍潤森-攤販-J-015

藍髮軒美髮貿易 藍橘子貿易 藍澳動物醫院

藍澳動物醫院賈伯樂店 藍澳動物醫院羅利老店 藍靛時裝

藍靛時裝有限公司 藍濤設計有限公司 藍點小食

藍藍有限公司 藍鯊能源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藍寶石控股有限公司

藍寶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藍籃有限公司.1 藍籃便利店有限公司

藍鰭海鮮餐廳 藍鰭海鮮餐廳有限公司 藍鰭海鮮餐廳有限公司.1

藍灣餐廳 藏卡王 藏卡王有限公司

藏錶家數字化科技網絡 藏錶家數字化科技網絡(澳門)有限公司 藏寶圖

襌廚房 豐日本料理 豐吉宇遊戲機中心

豐吉泰游戲機中心 豐收小食 豐收台

豐收貨運一人有限公司 豐衣足食澳門有限公司 豐足海鮮火鍋

豐足燒味美食 豐足餐飲有限公司 豐味丸子

豐味小食 豐味燒烤小食 豐洲

豐盈美食 豐泰中藥房 豐記小食

豐記小食.1 豐彩窗簾布藝商行 豐御一人有限公司

豐御酒事 豐盛 豐盛物資回收有限公司

豐盛花木店 豐盛食品 豐盛食品有限公司

豐盛時裝貿易行 豐盛軒 豐盛蔬菜

豐盛糧食士多 豐勝 豐勝羽毛球專門店

豐勝羽毛球專門店有限公司 豐粥麵 豐逹汽車膠輪電池用品中心

豐雅建材有限公司 豐順美食 豐業貿易有限公司

豐源貿易行 豐裕咖啡粉麵 豐裕科技通訊

豐裕貿易 豐運驛棧一人有限公司 豐達內衣專門店

豐達内衣專門店 豐達汽車膠輪電池用品中心 豐達車業

豐達食品貿易商行 豐榮發投資 豐榮發投資有限公司

豐蜜便利店一人有限公司 豐澤(澳門)沙縣小吃管理有限公司 豐澤世界

豐澤裝修工程 豐澳食品有限公司 豐優一人有限公司

豐豐 豐鑫教育有限公司 豐鑫教育有限公司.1

轉角泰廚房 轉捩點督課中心 邃曉攝影

鄺兆麟 鄺合長 鄺社湛

鄺秋群 鄺家誠-的士-29166 鄺家榮-的士-21269

鄺級 鄺記美食 鄺偉成-的士-25571

鄺群香 鄺達興 鄺錦甜

鄺錦甜-攤販-一樓-046 醫之美醫學美容有限公司 醫尚有限公司

醫鉌堂 醫鉌堂月子餐及湯品 醫諾有限公司

醬心手製坊一人有限公司 鎧妤晶瑩 鎧暉國際有限公司

鎬翔文化傳播 鎬翔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鎬鋒創作

鎮店廚房 鎮林室內裝飾工程 鎮興賓館

鎮興餐廳 鎵焌壹 鎵焌壹有限公司

雙H時裝 雙丸兄弟雜貨店（童年小時光） 雙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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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星有限公司 雙子星美容護膚百貨中心 雙紅炸雞

雙胞胎美食 雙記小食 雙馬貿易行

雙盛一人有限公司 雙魚媽媽 雙喜珠寶金行

雙喜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雙喜記 雙醬鼐食鼐咖哩

雙贏名店 雙囍小食 雙鑽

雙鑽住宅第一座 雙鑽住宅第二座 雙鑽和食

雙鑽食府 雙鑽食府餐飲管理 雙鑽食府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雙鑽海鮮嚐 雙鑽停車場 雜柒集捌寵物雜貨店

雜貨屋 雜貨鋪 雞仔之茶

雞仔饅頭專門店 雞立美食 雞房重地有限公司

雞明小食 雞明美食 雞明燒味

雞記 雞堡海南雞 雞堡海南雞外賣專門店

雞超燒味 雞煲棧 雞道樂

題名御饍集團有限公司 顏色名妝貿易行 顏伯琳-攤販-1 ANDAR-008

顔伯琳 馥 馥怡纖體美客中心

馥怡纖體美容中心 騎士城有限公司 騎士酒吧

騎士專業汽車美容 騎士廊有限公司 騎師日本料理

魏宜璋-的士-17822 魏宜臻-的士-18971 魏東興-的士-29055

魏勇琦 魏雪峰 魏蘭英

魏蘭英-攤販-N/1899 鯉魚門 鯉魚龍

寵 寵之情緣 寵物工房

寵物天堂 寵物王國有限公司 寵物形點

寵物美容 寵物俱樂部 寵物森林

寵物精靈 寵物誌 寵物誌有限公司

寵物澡堂 寵物寶堡 寵悅貿易有限公司

寵動動寵物用品 寵動動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寵愛物語健康零食

寵寵寵寵物店 懶得煮 懷素貿易行

懷舊小食 懷舊點心 瀚記燒味

瀛B坊有限公司 瀛工房一人有限公司 瀛工房電單車行

瀛手信 瀛方夜總會 瀛匠國際有限公司

瀛尚品 瀛革文化創作有限公司 瀛海文化有限公司

瀛海汽車MJ-60-00 瀛海汽車MN-23-28 瀛海汽車MP-60-60

瀛海汽車MQ-98-99 瀛海汽車MS-63-69 瀛海汽車MS-85-58

瀛海汽車MT-11-11 瀛海汽車MT-11-81 瀛海汽車MT-85-58

瀛海汽車MW-85-58 瀛海汽車MX-45-65 瀛海汽車MX-50-41

瀛海汽車MX-55-20 瀛海汽車MX-60-45 瀛海汽車MX-60-89

瀛海汽車MX-62-39 瀛海汽車MX-63-64 瀛海汽車MX-65-28

瀛海汽車MX-66-89 瀛海汽車MX-67-38 瀛海汽車MX-88-59

瀛海汽車MX-91-21 瀛海汽車MX-97-26 瀛海汽車MX-99-35

瀛海汽車MY-12-25 瀛海汽車MY-12-31 瀛海汽車租賃服務

瀛海旅遊有限公司 瀛盛餐飲 瀛盛餐飲.1

瀛富貴日本料理 瀛‧富貴日本料理 瀛進一人有限公司

瀛飲食投資有限公司 瀛匯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瀛聚美美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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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聚美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瀛寰投資有限公司 瀛澳集運

瀧濡一人有限公司 瀧瀧時裝 爆丸小廚

爆打檸檬茶 爆打檸檬茶官也店 爆格

爆喜咖喱屋 繩樂花式跳繩 繩樂花式跳繩工作室

繪 繪味集團有限公司 羅文律

羅四妹 羅白沙街-2A 羅伯圖卡維里

羅伯圖卡維里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羅利老馬路18 D F 羅利老馬路N/1987

羅志友 羅志友-攤販-一樓-013 羅灼科

羅良記 羅良記.1 羅佩君-的士-31010

羅明釗-的士-21107 羅杰-的士-26789 羅杰雜貨

羅建德-攤販-N/1487 羅容娣 羅馬假期商店

羅偉華 羅健文 羅健雄-的士-22727

羅連卿 羅連帶 羅連帶-攤販-地下-006

羅棟漢 羅貴明 羅貴明-的士-11200

羅逸星-的士-28077 羅嘉豪 羅榮記快餐店

羅榮記快餐店(工匠街) 羅賓漢一人有限公司 羅德禮繼承有限公司

羅橋勝 羅霖偉 羅鵲璇

藝之寶傢俬 藝文青藝術教育中心 藝文書局

藝文軒 藝良車行 藝良旅遊有限公司

藝享空間 藝佳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藝和美甲有限公司

藝房子有限公司 藝林寵物廣場 藝舍

藝采陽篷布藝 藝珍文化教育中心 藝研教育中心

藝研教育有限公司 藝苑禮品屋 藝海藝術有限公司

藝海攝影沖印 藝真攝影沖印室 藝能西裝時裝

藝能美髮培訓中心II 藝剪坊 藝绽創意文化

藝绽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藝術與生活–精品 藝創(集團)有限公司

藝廊髮型設計 藝登裝修工程 藝萌創飲

藝想角落一人有限公司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 藝嘉公關廣告推廣.1

藝嘉國際 藝粹一人有限公司 藝廚有限公司

藝廚有限公司.1 藝廚有限公司.2 藝廚有限公司.4

藝廚有限公司.5 藝廚餐飲 藝廚餐飲(CACAO)

藝廚餐飲(黑桂華) 藝膠堂 藝質創作工作室

藝髮軒 藝髮廊 藝龍企業有限公司 

藝駿髮型屋 藝鴻時裝 藝鴻時裝洋服

藝豐茶餐廳 藝豐茶餐廳 多寶店 藝豐茶餐廳 黑沙環店

藝豐茶餐廳(黑沙環店) 藝豐茶餐廳（黑沙環店） 蟹后

蟹老闆 蟹掌門貿易行 襟撈小食

識食小店 識食來 識食記

識貨時裝 譚小龍-的士-18779 譚文龍

譚立民 譚志記報社 譚志軒-的士-28786

譚志偉 譚志偉-的士-27253 譚沛文-攤販-地下-032

譚明開 譚冠幸 譚勁峰

譚勁峰-的士-18072 譚家魚翅 譚家魚翅(柴船尾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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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家魚翅(華通閣店) 譚家魚翅(輝利大廈店) 譚家魚翅.1

譚家魚翅.2 譚家魚翅.3 譚家魚翅海味貿易行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 (獲多利大廈)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大三巴）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施督憲正街)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茵景園)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喜來登廣場)

譚家魚翅海鮮飯店.1 譚振輝-的士-24846 譚海麟-的士-25509

譚偉業-的士-22371 譚啓民 譚啓民-攤販-N/174

譚國偉-的士-23055 譚淑貞-的士-20325 譚連喜

譚惠珍 譚朝暉 譚鳯萍

譚翠珍 譚德輝 譚銳均

譚曉紅-律師-511 譚麗影 譚耀邦-的士-22234

譚耀強-的士-24395 譜揚藝術國際有限公司 贊洛緹貿易

邊度有書、邊度有音樂 邊度有書有音樂 邊度有書書籍有限公司

鏗佳有限公司 鏗泰藥房 鏗泰藥房有限公司

鏟屎官寵物用品 鏡子形象 鏡子形象 2

鏡子形象2 鏡子形象美容1 鏡子形象美容2

鏡記雜貨 鏡湖醫院禮品部 鏡榮有限公司

鏢有限公司 關文豪-的士-26127 關有明

關朵華 關汝勳 關池潤-的士-14925

關志生 關朋魚枱 關東煮小食

關東煮手作坊 關林安-的士-10909 關柏成-的士-24916

關偉銘 關啟健-攤販-R/C-022 關渝樺

關華有-的士-22255 關愛督課中心 關愛督課中心2

關愛督課中心3 關愛鐵騎用品有限公司 關楚芬

關楚芬-攤販-地下-088 關閘 COMEBUY 關閘分店

關閘天地 關閘新寶櫃SAP 關漪琳-的士-24782

關毅文 關毅文-的士-29048 關震宇-的士-20412

關頻卿 霧雷空間策劃工作室 霧鮮茶飲店

霧鮮餐飲管理 霧鮮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韻弦音樂中心

韻星 韻達快遞 願景活動策劃中心

願景活動策劃中心.1 騛達一人有限公司 鬍鬚煮廚

鯤鵬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鵬暉貿易行 鵬達超級市場

鵬蟹裝修工程 麒仁國際有限公司 麒哥精品

麒麟 麗18髮型設計 麗人坊

麗比(澳門)有限公司 麗甲 麗光攝影冲印

麗光攝影沖印 麗妃專業美容中心 麗妍坊

麗沙咖啡室有限公司 麗奇精致改衫 麗俊有限公司

麗専業美容有限公司 麗紅小食店 麗軒餐飲有限公司

麗健坊 麗彩陽篷布藝 麗莎國際

麗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麗斯專業美容中心 麗斯數碼

麗斯數碼有限公司 麗斯攝影器材行 麗景花園

麗景軒 麗景灣藝術酒店 麗晴一人有限公司

麗晶餅屋 麗湖軒酒家 麗絲教育有限公司

麗華小食 麗華美食 麗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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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新行服裝用品 麗新時裝 麗詩髮型屋

麗達窗簾百貨 麗達窗簾百貨（祐漢店） 麗達窗簾百貨（羅若翰街店）

麗裳時裝 麗豪貿易行 麗影時裝

麗髮廊 麗濠閣 麗濠閣海鮮酒家

麗濠閣海鮮酒家有限公司 麗濤軒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麗駿物業(裕華)

麗駿物業(麗駿軒) 麗駿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麗麗

麗麗時裝百貨 麗鑽小食 龐德志-的士-24370

嚴惠賢-的士-17386 嚴華 嚴漢生

嚴輝業-的士-31409 嚴耀鴻-攤販-N/1027 寶之果貿易有限公司.1

寶月產後護理用品 寶月產後護理用品	 寶奴髮型屋

寶生堂中藥房 寶生貿易有限公司 寶光文創中心

寶利牙科器材製作中心 寶利萊(澳門)有限公司 寶利煲仔飯

寶利廚房 寶貝美容美甲 寶貝時裝

寶貝時裝店 寶貝時裝貿易有限公司 寶貝秘寶有限公司

寶貝嫣 寶貝學堂 寶貝學堂教育中心

寶來珍品店 寶來貿易行 寶兒美食

寶怡時裝 寶明時裝有限公司 寶姿澳門有限公司

寶美斯集團有限公司 寶栢餐飲管理 寶栢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寶格麗亞太區(澳門分行)有限公司 寶特餐飲集團有限公司 寶珠首飾

寶記麺食 寶記雜貨 寶記麵食

寶馬汽車（澳門）有限公司 寶健醫藥有限公司 寶健醫藥有限公司.1

寶健藥房 寶健藥房（沙梨頭新街店） 寶健藥房(皇朝店)

寶健藥房（皇朝店） 寶徠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寶莉琴行有限公司

寶莉琴行有限公司.1 寶勝駕駛學校有限公司 寶堡王國

寶堡王國有限公司 寶嵐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寶湖亞洲風味

寶湖廚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 寶湖廚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 寶湖廚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3

寶湖廚莊餐飲管理有限公司.4 寶湖燒味大王 寶湖燒味大王有限公司

寶發貿易行 寶華鮮果 寶華藥房

寶華藥房II 寶萊時裝 寶萊納澳門

寶萊飾物精品店 寶隆珠寶金行 寶隆珠寶金行.1

寶雅座 寶雯錦記 寶雯錦記咖啡泰式

寶雯錦記咖啡泰式美食 寶雯錦記咖啡泰式美食.1 寶雯錦記咖啡泰式美食.2

寶源珠寶金行 寶葉 寶葉什貨小食外賣

寶詩雅蓮(澳門)美髮美容有限公司 寶詩雅蓮澳門 寶誠裝修工程

寶榮裝修工程 寶福軒食館 寶福軒食館有限公司

寶翠 寶翠車行 寶翠葡式咖啡美食

寶翠葡式咖啡美食.1 寶翠櫃AYG035 寶閣有限公司

寶德國際有限公司 寶毅國際貿易 寶輪車業

寶霖小食 寶龍洗衣舖 寶龍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寶豐行 寶豐策劃有限公司 寶豐融創集團有限公司

寶豐融創集團有限公司.1 寶藝製作 寶藝製作有限公司

寶藝餐飲 寶藝餐飲咖啡室 寶鏢代收

寶鏢代收III 寶鏢物流 寶鏢物流倉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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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鏢物流倉儲發展有限公司 寶麗美容中心 寶寶代收

寶寶花園托兒所 寶寶美妍舍化妝有限公司 寶寶雜貨鋪

寶寶懷舊雜玩 懸緣餐飲管理 懸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曦鐙記 曦鐙記冰鮮家禽零售批發 櫪恆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爐石塘巷 22,d1 爐石塘巷22,d1 瓏驤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競速汽車服務中心 競速車行 籃子咖啡

糰緣 繽紛果甜品水果屋 繽紛新時尚

繽繽美容院 繽繽美容院有限公司 耀光髪型工作室

耀光髮型工作室 耀光髮型工作室.1 耀邦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耀昌 耀明華有限公司.1 耀俊裝修設計工程有限

耀星服裝有限公司 耀星教育中心 耀晉健美體育會

耀記 耀記五金貿易行 耀記油漆裝修

耀強電業行 耀發冷氣水電工程 耀發美食

耀華大藥房 耀隆餐飲拓展有限公司 耀隆餐飲拓展有限公司.1

耀隆餐飲拓展有限公司.2 耀輝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耀輝物業投資有限公司.1

耀輝物業投資有限公司.2 耀駿膠輪行 耀豐外賣店

耀豐冷氣家電維修工程 耀豐汽車服務 耀豐汽車服務有限公司

耀鎮行有限公司 耀鵬貿易有限公司 耀躍有限公司

耀躍教育中心 蘇人傑-的士-17690 蘇小龍-的士-29314

蘇尚兒家居生活 蘇杭小廚 蘇東斗

蘇東瀚-的士-28377 蘇枝梅 蘇芳

蘇威有限公司 蘇炳華 蘇炳權

蘇炳權下環街市1樓08 蘇眉藝術教育中心 蘇庭璋-的士-28723

蘇浙匯 蘇浙滙 蘇浙滙實業（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蘇浙滙實業(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蘇海暉 蘇海輝-攤販-地下-010

蘇記 蘇偉麒-的士-28897 蘇國泉

蘇國英 蘇國瑾 蘇國權

蘇國權-攤販-N/560 蘇莎美業 蘇煥志

蘇群玉-的士-23270 蘇榮梓-的士-21143 蘇爾花藝設計

蘇爾貿易有限公司 蘇豪一人有限公司 蘇豪汽車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蘇豪汽車美容一人有限公司.1 蘇豪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蘇閣鮮茶

蘇鳳清-攤販-N/2615 蘇燕梅 蘇燕梅-攤販-N/1057

蘇錦萍 蘇麗貞 蘇麗影-攤販-地下-049

蘋果屋 蘋菓屋 蠔不留酲

蠔宴 蠔宴有限公司 蠔場

覺香 觸動味蕾 觸動味蕾	

議事亭前地21f 議事亭前地售賣亭 贏小食

贏到爽甜品屋 贏到粥 贏到粥有限公司

贏記陳皮堂 醴泉鮮果屋 醴然莊

鏵譽金行 鐘有財-的士-21708 鐘英華-的士-24984

鐘健龍-的士-27814 鐘銘賢-的士-22307 鐡餅號

飄亭 飄亭鰆駅 飄逸髪秀美髮美容

飄逸髮秀美髮美容 馨悅坊 馨悅坊美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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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悅健康 馨悅集團有限公司 馨曼時裝

馨雅天然芳香坊 騰昇建築設計 騰昇茶餐廳

騰昇國際有限公司 騰記電業裝修工程 騰進補習社

騰匯林品牌發展 騰匯林品牌發展有限公司 騰達行

騰達物流搬運行 騰駿車行 鹹魚里/鹹魚圍N/1886

麵工房美食 麵仔美食 麵包妹

麵包店 麵包站 麵佬

麵佬有限公司 麵佬雀仔園陳記 麵店王麺家(廣華)

麵店王麺家(廣福祥) 麵店王麵家 麵店王麵家 下環店

麵店王麵家.1 麵屋小勝軒 麵屋武一

麵屋武一 美麗街店 麵屋武一 環宇豪庭店 麵食堂

麵食堂一人有限公司 麵尊 儷人屋時裝店

儷容坊美容護膚中心 儷容坊美容纖體中心 儷影時裝店

儷凝美聚美容中心 櫻之果 下環店 櫻之果 氹仔南新店

櫻之果（下環店） 櫻之果（氹仔店） 櫻之果高級水果

櫻之果高級水果.1 櫻之果高級水果專門店 櫻之果高級水果專門店（南新店）

櫻之花 櫻玥居 櫻花小屋

櫻花外帶壽司 櫻花壽司 櫻姿·日式輕奢美顏館

櫻桃子一人有限公司 櫻桃咖啡·西點 櫻桃樹英語教育中心

櫻鮨 灃收火鍋 灃參堂中藥房

灃參堂參茸燕窩中藥有限公司 灃薈饍 爛鬼1869

爛鬼樓小食 瓔珞珠寶 蘭犬居酒屋

蘭州1915牛肉面 蘭州拉麵館 蘭姐小食

蘭姐甜品 蘭枝手作坊 蘭舍硅藻泥

蘭美芮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蘭美芮美容中心 蘭香閣

蘭家居飾品一人有限公司 護視眼鏡 譽一品養生堂

譽一裝修工程 譽一鐘錶澳門有限公司 譽天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譽品殿堂 譽倩集團有限公司 譽浚貿易

譽聲音樂藝術教育中心 譽聲教育一人有限公司 贑湘王

躍男仕時裝店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 躍動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鐫天一人有限公司 鐵人代收 鐵工房24健身會

鐵板神蒜子街頭鐵板燒 鐵指陳白蟻蟲鼠防治所 鐵飯碗

鐵飯碗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鐵餅號 鐵餅號 輕甜

鐵餅號	 鐵餅號一人有限公司 鐵餅號輕甜

露依莎美容健美中心 露芝小食店 露娜2時尚美容中心

露娜時尚美容中心 露娜時尚美容有限公司 露娜時尚美容金海山店

露娜時尚美容德群店 露娜時尚美容寶財店 露露廚房

露露樂蒙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霸王(澳門)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霸王花參茸行

霸王餐中西美食 霸龍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響鈴

顥龍貿易有限公司 饗食一人有限公司 饗樂食間一人有限公司

驁映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驁匯有限公司 魔女屋

魔女雪花冰 魔之咖喱 魔之咖喱有限公司

魔幻衣櫥 魔托幫機車美容及騎士用品專門店 魔法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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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術卡拉OK 魔鈴 魔髮屋

魔髮屋（渡船街店） 魔髮屋（筷子基店） 魔髮屋.1

魔髮屋II 魔檸 鶴習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鶴習教育集團有限公司.1 鷄宴 孋妍美容

孋妍美容集團有限公司 懿花店 懿恩美容中心

懿恩美容中心有限公司 攞淘寶 權仔鮮魚

權昌新順發火鍋飯店 權記車行 權記車行有限公司

權記海味有限公司 權記骨粥 權記魚欄

權記煎炸小食 權記裝修工程公司 權記雜貨

權輝飲食之家 權幫有限公司 歡悅車行

歡記車行 歡跑 歡跑有限公司

歡樂OK 歡樂今燒 歡樂今燒有限公司

歡樂遊戲 歡樂窩咖啡 歡樂窩咖啡有限公司

歡樂舞台有限公司 歡樂舞台表演廳 歡樂餅店

疊玉美容護膚中心 籠町茶番 籠點精

聽故仔餐飲有限公司 聽海 饕客

饕客日本食品市場 饕饕 驕客絲澳門一人有限公司

驕陽投資有限公司 驕陽教育中心 鰲隆發展有限公司

龔偉雄 龔淑芬 龔麥三妹

龔嘉明-的士-27347 龔樹根中葯行有限公司 龔樹根中藥行有限公司

龔錦財 戀物吧 戀愛七號有限公司

戀愛七號旅館 曬生活百貨 纖之美專業美容一人有限公司

纖之美專業美容中心 纖姿美療坊 纖娜美容美髮

纖娜美容美髮有限公司 蘿拉 變咩有限公司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 顯意會議展覽顧問有限公司 驚安殿堂

驛站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體健坊 麟記海鮮凍肉

囍來美食 囍逸婚禮一人有限公司 囍嫁婚禮策劃

囍嫁結婚用品店 囍滙置業 囍糖

囍鍋自助火鍋城 囍鍋國際貿易投資 囍鍋國際貿易投資有限公司

囍歡 囍歡里婚禮策劃有限公司 囍囍珠寶金行

囍囍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囍囍茶餐廳 囍囍集團

囍囍集團有限公司 囍囍集團有限公司.1 囍囍集團有限公司.2

灝利建築設計顧問 灝利建築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灝君投資有限公司

灝宏集團有限公司 灝尚國際貿易 灝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灝欣美髮美容店 灝研冷氣工程 灝景峰收費停車場

灝景粥麵咖啡美食 灝溋(澳門)有限公司 灝琳有限公司

灝翔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灝逸有限公司 灝概念

灝龍汽車美容服務中心 灝瀚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灝韻貿易一人有限公司

艷 贛浙私房菜 贛湘王

鑫玉飲食一人有限公司 鑫玉髮廊 鑫坤珠寶

鑫坤黃金珠寶 鑫旺洋服 鑫旺美食

鑫軒裝修設計工程 鑫軒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鑫隆裝修工程

鑫裕投資置業有限公司 鑫誠裝修工程 鑫輝冷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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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髮源養髮護膚 鑫髮源養髮護膚中心 鑫豐物流

鑫豐物流(永樂店) 鑫豐物流(海富店) 鑫豐物流萬事發總店

靈均有限公司 靈峰教育中心 靈峰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靈記飯店 靈記飯店(趙家巷店) 靈記飯店(營地大街店)

靈通電訊(澳門)有限公司 靈創汽車美容(澳門)有限公司 靈達策劃有限公司

靈夢空間 靈夢空間瑜伽工作室 靈夢空間瑜珈工作室

靈夢瑜伽有限公司 靈瓏閣纖體美容中心 鷹濠一人有限公司

鷺環海天度假酒店 鹽屋 觀光廊

觀盈貿易有限公司 觀音岩 觀音堂 K1

觀音堂 K2 觀音像海濱休憩區內小食店 觀湖閣

顱影像文化 灦龍汽車美容服務中心 讚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讚歎 驣駿家電 鑽石汽車服務中心

鑽石貿易 鑽石電業行 鑽石髮廊

鑽葡咖啡美食 鑽葡餐飲管理 鑽葡餐飲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鑽飾寶一人有限公司 鑽豐珠寶 鑽豐珠寶金行

鸚鵡大王 鬱金香西餅麵包店 麷酥

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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