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食品快检结果公示（一月份）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

称
快检时间 被检测单位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具体数值
或阴性阳

性）

合格或    

不合格

1 NAS-2201-0001 大碗 2022.1.20 中宁县小红楼逸和名居餐厅 ATP 28 合格

2 NAS-2201-0002 小碟 2022.1.20 中宁县小红楼逸和名居餐厅 ATP 24 合格

3 NAS-2201-0003 盘子 2022.1.20 中宁县小红楼逸和名居餐厅 ATP 18 合格

4 NAS-2201-0004 小勺子 2022.1.20 中宁县小红楼逸和名居餐厅 ATP 26 合格

5 NAS-2201-0005 小碗 2022.1.20 中宁县八里香牛肉面馆 ATP 15 合格

6 NAS-2201-0006 小勺子 2022.1.20 中宁县八里香牛肉面馆 ATP 25 合格

7 NAS-2201-0007 茶水杯 2022.1.20 中宁县八里香牛肉面馆 ATP 14 合格

8 NAS-2201-0008 筷子 2022.1.20 中宁县八里香牛肉面馆 ATP 18 合格

9 NAS-2201-0009 小番茄 2022.1.20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0 NAS-2201-0010 新大蒜 2022.1.20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1 NAS-2201-0011 香菜 2022.1.20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2 NAS-2201-0012 小米椒 2022.1.20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3 NAS-2201-0013 小塘菜 2022.1.20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4 NAS-2201-0014 小芹菜 2022.1.20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5 NAS-2201-0015 小乳瓜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6 NAS-2201-0016 西红柿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7 NAS-2201-0017 大白菜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8 NAS-2201-0018 红米椒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19 NAS-2201-0019 菠菜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0 NAS-2201-0020 小香葱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1 NAS-2201-0021 茭瓜 2022.1.20 中宁县糖豆超市逸和名居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2 NAS-2201-0022 黄瓜 2022.1.20 中宁县高老庄水木兰亭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3 NAS-2201-0023 莲花菜 2022.1.20 中宁县高老庄水木兰亭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4 NAS-2201-0024 油麦菜 2022.1.20 中宁县高老庄水木兰亭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5 NAS-2201-0025 茄子 2022.1.20 中宁县高老庄水木兰亭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6 NAS-2201-0026 小塘菜 2022.1.20 中宁县高老庄水木兰亭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7 NAS-2201-0027 菠菜 2022.1.20 中宁县高老庄水木兰亭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8 NAS-2201-0028 香菜 2022.1.20 中宁县爱家超市金岸娇子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29 NAS-2201-0029 龙椒 2022.1.20 中宁县爱家超市金岸娇子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0 NAS-2201-0030 娃娃菜 2022.1.20 中宁县爱家超市金岸娇子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1 NAS-2201-0031 韭菜 2022.1.20 中宁县爱家超市金岸娇子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2 NAS-2201-0032 蒜苗 2022.1.20 中宁县爱家超市金岸娇子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3 NAS-2201-0033 小乳瓜 2022.1.20 中宁县爱家超市金岸娇子店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4 NAS-2201-0034 西红柿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5 NAS-2201-0035 大白菜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6 NAS-2201-0036 红椒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7 NAS-2201-0037 菠菜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8 NAS-2201-0038 小香葱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39 NAS-2201-0039 茭瓜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40 NAS-2201-0040 茄子 2022.1.20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蓝色 合格

41 DZC-2201-001 菠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42 DZC-2201-002 香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43 DZC-2201-003 油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44 DZC-2201-004 茼蒿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45 DZC-2201-005 油麦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46 DZC-2201-006 芹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47 DZC-2201-007 平菇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甲醛 小余50 合格

48 DZC-2201-008 香菇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甲醛 小余50 合格

49 DZC-2201-009
干木耳

（大）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二氧化硫 0 合格

50 DZC-2201-010
干木耳
（小）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二氧化硫 0 合格

51 DZC-2201-011 青椒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2 DZC-2201-012 红辣椒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3 DZC-2201-013 西蓝花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4 DZC-2201-014 西芹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5 DZC-2201-015 蒜苗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6 DZC-2201-016 白葱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7 DZC-2201-017 茭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8 DZC-2201-018 胡萝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59 DZC-2201-019 生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60 DZC-2201-020 北瓜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61 DZC-2201-021 香蕉 2022.01.10 中宁县学礼商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62 DZC-2201-022 案板 2022.01.10 中宁县熊孩子餐厅 ATP 10 合格

63 DZC-2201-023 碗 2022.01.10 中宁县熊孩子餐厅 ATP 20 合格

64 DZC-2201-024 碟子 2022.01.10 中宁县熊孩子餐厅 ATP 21 合格

65 DZC-2201-025 刀具 2022.01.10 中宁县熊孩子餐厅 ATP 3 合格

66 DZC-2201-026 筷子 2022.01.10 中宁县熊孩子餐厅 ATP 15 合格

67 DZC-2201-027 菜墩 2022.01.10 中宁县熊孩子餐厅 ATP 20 合格

68 DZC-2201-028 绿香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69 DZC-2201-029 油桃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70 DZC-2201-030 鸡腿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亚硝酸盐 1 合格

71 DZC-2201-031 鸡爪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亚硝酸盐 0 合格

72 DZC-2201-032 食用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碘含量 1 合格

73 DZC-2201-033 腌制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碘含量 30mg/kg 合格

74 DZC-2201-034
干炒瓜

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24mg/kg 合格

75 DZC-2201-035
奶油瓜

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76 DZC-2201-036
五香瓜

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77 DZC-2201-037 炒豌豆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78 DZC-2201-038 花生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79 DZC-2201-039
绿茶瓜

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80 DZC-2201-040 西瓜子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81 DZC-2201-041 葵花籽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82 DZC-2201-042 西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3 DZC-2201-043 甜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4 DZC-2201-044 油麦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5 DZC-2201-045 韭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6 DZC-2201-046 菠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7 DZC-2201-047 油菜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8 DZC-2201-048 豆角 2022.01.11 中宁县移民百货商行 农残 变蓝 合格

89 DZC-2201-049 案板 2022.01.11 中宁县旭金汉餐厅 ATP 10 合格

90 DZC-2201-050 碗 2022.01.11 中宁县旭金汉餐厅 ATP 11 合格

91 DZC-2201-051 碟子 2022.01.11 中宁县旭金汉餐厅 ATP 15 合格

92 DZC-2201-052 刀具 2022.01.11 中宁县旭金汉餐厅 ATP 3 合格

93 DZC-2201-053 筷子 2022.01.11 中宁县旭金汉餐厅 ATP 15 合格

94 DZC-2201-054 菜墩 2022.01.11 中宁县旭金汉餐厅 ATP 20 合格

95 XPS-2201-0001 卤牛肉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96 XPS-2201-0002 卤鸡爪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97 XPS-2201-0003 大青虾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98 XPS-2201-0004 小黄鱼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99 XPS-2201-0005 小青虾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00 XPS-2201-0006 小鲤鱼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01 XPS-2201-0007 小红虾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02 XPS-2201-0008 鱼丸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03 XPS-2201-0009 虾丸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04 XPS-2201-0010
食用调
和油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酸价
检测浓度：
<0.22mgKOH

合格

105 XPS-2201-0011 大豆油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酸价
检测浓度：
<0.23mgKOH

合格

106 XPS-2201-0012
麻辣鱼
调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07 XPS-2201-0013
清汤火
锅底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08 XPS-2201-0014
南街村
调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09 XPS-2201-0015
麻婆豆

腐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10 XPS-2201-0016
香辣多

调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11 XPS-2201-0017
清油火

锅底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12 XPS-2201-0018
凉拌调

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13 XPS-2201-0019
大盘鸡
调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14 XPS-2201-0020
蘑菇金
鸡精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谷氨酸钠
检测浓度：  
>25.1  %

合格

115 XPS-2201-0021 辣椒面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苏丹红
检测浓度：
<50.0mg/kg   

合格

116 XPS-2201-0022
名扬火
锅底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苏丹红
检测浓度：
<50.0mg/kg

合格

117 XPS-2201-0023
清水脆
笋1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山梨酸钾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18 XPS-2201-0024
福老三
酸菜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亚硝酸盐
检测浓度：
<10mg/kg

合格

119 XPS-2201-0025
库福盐
花生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亚硝酸盐
检测浓度：
<10mg/kg

合格

120 XPS-2201-0026 盐莲藕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亚硝酸盐
检测浓度：
<10mg/kg

合格

121 XPS-2201-0027 虾皮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甲醛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22 XPS-2201-0028
老妈油
辣椒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苏丹红
检测浓度：
<50.0mg/kg   

合格

123 XPS-2201-0029
香辣脆
油椒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苏丹红
检测浓度：
<50.0mg/kg   

合格



124 XPS-2201-0030 香菜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农残 变蓝 合格

125 XPS-2201-0031 八椒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山梨酸钾
检测浓度：
<100mg/kg   

合格

126 XPS-2201-0032

乐事马

铃薯片
（香辣
小龙虾
味）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27 XPS-2201-0033

乐事马
铃薯片

（辣子
鸡味）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28 XPS-2201-0034

好丽友
呀土豆

（蜂蜜
黄油
味）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29 XPS-2201-0035

好丽友
呀土豆
（里脊

牛排
味）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30 XPS-2201-0036

好丽友

呀土豆
（滋香
烤鸡
味）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31 XPS-2201-0037
奥利奥0
糖薄片

饼干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32 XPS-2201-0038
奥利奥
原味夹

心饼干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33 XPS-2201-0039
奥利奥
醇正酸

奶饼干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134 XPS-2201-0040
石人山
鸡汤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35 XPS-2201-0041
弘扬火
锅底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36 XPS-2201-0042
秋霞小
龙虾底

料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罂粟 阴性 合格

137 XPS-2201-0043
米多奇
雪饼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硼砂 未检出 合格

138 XPS-2201-0044
旺旺米
果饼干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硼砂 未检出 合格

139 XPS-2201-0045
拉面丸

子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硼砂 未检出 合格

140 XPS-2201-0046
米老头
多谷果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硼砂 未检出 合格

141 XPS-2201-0047
双汇王
中王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亚硝酸盐 <10.0mg/kg 合格

142 XPS-2201-0048
香辣香

脆肠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亚硝酸盐 <10.0mg/kg 合格

143 XPS-2201-0049
玉米粒

火腿肠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亚硝酸盐 <10.0mg/kg 合格

144 XPS-2201-0050
伟龙香

葱鸡片
2022.1.28 中宁县爱家超市老南街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https://s.click.taobao.com/t?e=m=2&s=CjSIW7yZ4JUcQipKwQzePOeEDrYVVa64yK8Cckff7TVRAdhuF14FMRQ55m2mYOk1J1gyddu7kN9QGJRg6iVmCquNNJwpiecKj3DSG/d2Xq3aJPra+gfbF+/Bas0tvb4eZz42eVlqqJTf1lozC+SXTPdFsh68tKJtMlDZMkUrvnaI3g3aYx9dRwNdzcFFug+b9iFDG15zEIpQGCEmVh6uRdjQZWj6MiluZIpeBYMomanGJe8N/wNpGw==&union_lens=lensId:TAPI@1594893020@0b0f8c0e_0e0f_17357082e79_a704@01
https://s.click.taobao.com/t?e=m=2&s=JgcuvuNz66QcQipKwQzePOeEDrYVVa64yK8Cckff7TVRAdhuF14FMeYEFu78q+B979/TFaMDK6RQGJRg6iVmCquNNJwpiecKj3DSG/d2Xq3aJPra+gfbF+/Bas0tvb4eZz42eVlqqJTf1lozC+SXTPdFsh68tKJtKtg1h+vhZufvUgiHvOrhiANdzcFFug+b2yZW7G0vZ/c76JV5u7/APei//riNOVq5RkE12P6rkJTGDmntuH4VtA==&union_lens=lensId:TAPI@1594893949@0b847683_0e7a_173571659d6_b50b@01


145 sk-2201-001 青椒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46 sk-2201-002 葱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47 sk-2201-003 莲花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48 sk-2201-004 小白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49 sk-2201-005 菊花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50 sk-2201-006 筷子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51 sk-2201-007 勺子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52 sk-2201-008 盘子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53 sk-2201-009 小碗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54 sk-2201-010 泡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亚硝酸盐 未测出 合格

155 sk-2201-011 香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56 sk-2201-012 青椒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57 sk-2201-013 小白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58 sk-2201-014 莲花菜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59 sk-2201-015 蚕豆 2022.01.11
宁夏味正源餐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0 sk-2201-016 青椒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1 sk-2201-017 乳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2 sk-2201-018 苹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3 sk-2201-019 西红柿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4 sk-2201-020 菠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5 sk-2201-021 筷子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66 sk-2201-022 勺子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67 sk-2201-023 碗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68 sk-2201-024 青椒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69 sk-2201-025 荷兰豆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70 sk-2201-026 韭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71 sk-2201-027 豆角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72 sk-2201-028 香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73 sk-2201-029 小白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74 sk-2201-030 苤莲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75 sk-2201-031 玻璃杯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76 sk-2201-032 小碗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77 sk-2201-033 小盘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78 sk-2201-034 大盘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79 sk-2201-035 筷子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80 sk-2201-036
卤牛肉

（回）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亚硝酸盐 0ppm 合格

181 sk-2201-037 枸杞饼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硼砂 0mg/kg 合格

182 sk-2201-038 大米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吊白块 ≦20mg/Kg 合格

183 sk-2201-039 面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吊白块 ≦20mg/Kg 合格

184 sk-2201-040
油

（回）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过氧化值 ＜0.06g/mg 合格

185 sk-2201-041
油

（汉）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过氧化值 ＜0.06g/mg 合格

186 sk-2201-042 大白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87 sk-2201-043 芹菜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188 sk-2201-044 盘子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89 sk-2201-045 小碗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90 sk-2201-046 小勺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91 sk-2201-047 玻璃杯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表面洁净

度
洁净 合格

192 sk-2201-048 米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吊白块 ≦20mg/Kg 合格

193 sk-2201-049 面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吊白块 ≦20mg/Kg 合格

194 sk-2201-050 油 2022.01.11 中宁县味湘苑餐厅 过氧化值 ＜0.06g/mg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