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公示

序号 样品编号 被抽样单位名称 食品名称 规格型号 检验结果

1 XC2264052182523000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小加酱油 160ml 合格

2 XC22640521825230002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三利黄豆酱油 300ml 合格

3 XC22640521825230003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红烧酱油 500ml 合格

4 XC22640521825230005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家家食用植物调

和油
1.8L 合格

5 XC2264052182523000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昊裕食用植物调

和油
1.8升 合格

6 XC2264052182523000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胡麻油 1.8L 合格

7 XC2264052182523000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老油翁胡麻油 1.8升 合格

8 XC22640521825230009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三利熏香醋 300ml 合格

9 XC22640521825230010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紫林陈醋 食醋 300mL 合格

10 XC22640521825230011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紫林老陈醋 食

醋
400mL 合格

11 XC22640521825230013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清汤火锅底料 228克 合格

12 XC22640521825230014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麻辣清油（火锅

底料）
220克 合格

13 XC22640521825230015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枸杞清汤（火锅

底料）
180克 合格

14 XC22640521825230016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麻辣烫底料 150克 合格

15 XC22640521825230017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老火锅底料 400g 合格

16 XC22640521825230018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麻辣烫半固态调

味料
150克 合格

17 XC2264052182523004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牛栏山陈酿白酒 500ml 合格



18 XC22640521825230042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牛栏山二锅头白

酒
500ml 合格

19 XC22640521825230043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银府白酒 450ml 合格

20 XC22640521825230055 中宁县小轩包子铺 油条 / 合格

21 XC22640521825230056 中宁县红枫叶面点坊 三月花果 / 合格

22 XC22640521825230057 中宁县红枫叶面点坊 大油饼 / 合格

23 XC22640521825230058 中宁县红枫叶面点坊 麻花 / 合格

24 XC22640521825230059 中宁县红枫叶面点坊 油饼 / 合格

25 XC22640521825230060 中宁县红枫叶面点坊 油条 / 合格

26 XC22640521825230077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猪肉 / 合格

27 XC2264052182523007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猪肉 / 合格

28 XC22640521825230083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羊肉 / 合格

29 XC22640521825230084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羊肉 / 合格

30 XC22640521825230089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红桔 / 合格

31 XC22640521825230090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沃柑 / 合格

32 XC2264052182523009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沙糖桔 / 合格

33 XC22640521825230092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粑粑柑 / 合格

34 XC22640521825230093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红桔 / 合格

35 XC22640521825230094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蜜桔 / 合格

36 XC22640521825230096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鸡蛋 / 合格



37 XC22640521825230097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鸡蛋 / 合格

38 XC22640521825230098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散称精品土鸡蛋 / 合格

39 XC22640521825230099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整盘鸡蛋 / 不合格

40 XC22640521825230100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牧春山鲜鸡蛋30

枚
30枚 合格

41 XC22640521825230050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老式面包 300克 合格

42 XC22640521825230049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老味道鸡蛋糕

（烘烤类糕点）
240g 不合格

43 XC22640521825230030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冰糖雪梨 梨汁

饮品
250mL 合格

44 XC22640521825230080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牛肉 / 合格

45 XC2264052182523008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牛肉 / 合格

46 XC22640521825230032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葡萄汁饮品 / 合格

47 XC2264052182523003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康师傅水蜜桃 
水果饮品

500ml 合格

48 XC22640521825230076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猪肉 / 合格

49 XC22640521825230019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鸡腿 100克 合格

50 XC22640521825230088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鲤鱼 / 合格

51 XC22640521825230020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鸡腿 110克 合格

52 XC22640521825230082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羊肉 / 合格

53 XC22640521825230021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香辣味牛板筋 78克 合格

54 XC22640521825230079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牛肉 / 合格

55 XC22640521825230022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酱香肘大块肉 300克 合格



56 XC22640521825230023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酱香肘大块肉 300克 合格

57 XC22640521825230075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猪肉 / 合格

58 XC22640521825230048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多味葵花籽 210g 合格

59 XC22640521825230044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银川特制白酒 500ml 合格

60 XC22640521825230040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沱牌酒白酒 450ml 合格

61 XC22640521825230038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猪肉大葱水饺 455克 合格

62 XC22640521825230054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面包 300克 合格

63 XC22640521825230053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香醇吐司面包 300g 合格

64 XC22640521825230052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老面包 300g 合格

65 XC22640521825230051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欧咔蛋糕 180克 合格

66 XC22640521825230039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白酒 450ml 合格

67 XC22640521825230037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禾苗水饺 500g 合格

68 XC22640521825230028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塞上牧场纯牛奶 250ml 合格

69 XC22640521825230027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蒙牛纯牛奶 240ML 合格

70 XC22640521825230012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山西陈醋（酿造

食醋）
300ml 合格

71 XC22640521825230004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三利黄豆酱油 300ml 合格

72 XC22640521825230033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猪肉大葱水饺 500克 合格

73 XC22640521825230025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特仑苏纯牛奶 250mL 合格



74 XC22640521825230026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爵品纯牛奶 250mL 合格

75 XC22640521825230034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三全凌汤圆（黑

芝麻）
455克 合格

76 XC22640521825230061 中宁县凯圆熟食店 酱牛肉(自制) / 合格

77 XC22640521825230062 中宁县凯圆熟食店 酱肘子（自制） / 合格

78 XC22640521825230101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陈皮山楂复合果

汁饮料
350ml 合格

79 XC22640521825230063 中宁县凯圆熟食店 酱头肉（自制） / 合格

80 XC22640521825230095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鸡蛋 / 不合格

81 XC22640521825230065 中宁县卤一绝熟食店 酱猪耳（自制） / 合格

82 XC22640521825230064 中宁县卤一绝熟食店 酱头肉（自制） / 合格

83 XC2264052182523008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鲤鱼 / 合格

84 XC22640521825230066 中宁县卤一绝熟食店 酱肘子(自制) / 合格

85 XC2264052182523003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猪肉香菇灌汤水

饺
1千克 合格

86 XC22640521825230067 中宁县小红楼东街店 酱猪耳（自制） / 合格

87 XC22640521825230035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三全凌汤圆 500克 合格

88 XC22640521825230024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白氏八珍亲蛋蛋

牛肉
118克 合格

89 XC22640521825230073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肘子（自制） / 合格

90 XC22640521825230074 中宁县香鸭香鸭脖店 卤鸭脖 / 合格



91 XC22640521825230045 中宁县金森生活超市 开口松子 80克 合格

92 XC22640521825230072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猪耳（自制） / 合格

93 XC22640521825230071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猪手（自制） / 合格

94 XC22640521825230046 中宁县金森生活超市 开心果 80克 合格

95 XC22640521825230070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猪舌（自制） / 合格

96 XC22640521825230047 中宁县金森生活超市 扁桃仁 80克 合格

97 XC22640521825230068 中宁县小红楼东街店 酱牛肉（自制） / 合格

98 XC22640521825230069 中宁县小红楼东街店 酱猪手（自制） / 合格

99 XC22640521825230085 中宁县董辉鸡鱼店 鲢鱼 / 合格

100 XC22640521825230086 中宁县董辉鸡鱼店 草鱼 / 合格

101 XC22640521825230050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老式面包 300克 合格

102 XC22640521825230049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老味道鸡蛋糕

（烘烤类糕点）
240g 不合格

103 XC22640521825230030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冰糖雪梨 梨汁

饮品
250mL 合格

104 XC22640521825230080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开元店
牛肉 / 合格

105 XC2264052182523008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牛肉 / 合格

106 XC22640521825230032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葡萄汁饮品 / 合格

107 XC22640521825230031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康师傅水蜜桃 
水果饮品

500ml 合格

108 XC22640521825230076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猪肉 / 合格

109 XC22640521825230019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鸡腿 100克 合格

110 XC22640521825230088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鲤鱼 / 合格



111 XC22640521825230020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鸡腿 110克 合格

112 XC22640521825230082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羊肉 / 合格

113 XC22640521825230021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香辣味牛板筋 78克 合格

114 XC22640521825230079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牛肉 / 合格

115 XC22640521825230022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酱香肘大块肉 300克 合格

116 XC22640521825230023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酱香肘大块肉 300克 合格

117 XC22640521825230075 中宁县世纪联华生活超市 猪肉 / 合格

118 XC22640521825230048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多味葵花籽 210g 合格

119 XC22640521825230044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银川特制白酒 500ml 合格

120 XC22640521825230040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沱牌酒白酒 450ml 合格

121 XC22640521825230038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猪肉大葱水饺 455克 合格

122 XC22640521825230054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面包 300克 合格

123 XC22640521825230053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香醇吐司面包 300g 合格

124 XC22640521825230052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老面包 300g 合格

125 XC22640521825230051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欧咔蛋糕 180克 合格

126 XC22640521825230039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白酒 450ml 合格

127 XC22640521825230037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禾苗水饺 500g 合格

128 XC22640521825230028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塞上牧场纯牛奶 250ml 合格



129 XC22640521825230027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蒙牛纯牛奶 240ML 合格

130 XC22640521825230012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山西陈醋（酿造

食醋）
300ml 合格

131 XC22640521825230004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三利黄豆酱油 300ml 合格

132 XC22640521825230033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猪肉大葱水饺 500克 合格

133 XC22640521825230025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特仑苏纯牛奶 250mL 合格

134 XC22640521825230026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爵品纯牛奶 250mL 合格

135 XC22640521825230034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平

安东街店
三全凌汤圆（黑

芝麻）
455克 合格

136 XC22640521825230061 中宁县凯圆熟食店 酱牛肉(自制) / 合格

137 XC22640521825230062 中宁县凯圆熟食店 酱肘子（自制） / 合格

138 XC22640521825230101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陈皮山楂复合果

汁饮料
350ml 合格

139 XC22640521825230063 中宁县凯圆熟食店 酱头肉（自制） / 合格

140 XC22640521825230095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鸡蛋 / 不合格

141 XC22640521825230065 中宁县卤一绝熟食店 酱猪耳（自制） / 合格

142 XC22640521825230064 中宁县卤一绝熟食店 酱头肉（自制） / 合格

143 XC2264052182523008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鲤鱼 / 合格

144 XC22640521825230066 中宁县卤一绝熟食店 酱肘子(自制) / 合格

145 XC2264052182523003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猪肉香菇灌汤水

饺
1千克 合格



146 XC22640521825230067 中宁县小红楼东街店 酱猪耳（自制） / 合格

147 XC22640521825230035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三全凌汤圆 500克 合格

148 XC22640521825230024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白氏八珍亲蛋蛋

牛肉
118克 合格

149 XC22640521825230073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肘子（自制） / 合格

150 XC22640521825230074 中宁县香鸭香鸭脖店 卤鸭脖 / 合格

151 XC22640521825230045 中宁县金森生活超市 开口松子 80克 合格

152 XC22640521825230072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猪耳（自制） / 合格

153 XC22640521825230071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猪手（自制） / 合格

154 XC22640521825230046 中宁县金森生活超市 开心果 80克 合格

155 XC22640521825230070 中宁县小雷熟食店 酱猪舌（自制） / 合格

156 XC22640521825230047 中宁县金森生活超市 扁桃仁 80克 合格

157 XC22640521825230068 中宁县小红楼东街店 酱牛肉（自制） / 合格

158 XC22640521825230069 中宁县小红楼东街店 酱猪手（自制） / 合格

159 XC22640521825230085 中宁县董辉鸡鱼店 鲢鱼 / 合格

160 XC22640521825230086 中宁县董辉鸡鱼店 草鱼 /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