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食品快检结果公示（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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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2207-001 食用盐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食盐中碘 25mg/Kg 合格

2 sk-2207-002 大圆盘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洁净度 洁净 合格

3 sk-2207-003 玻璃杯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洁净度 洁净 合格

4 sk-2207-004 小碗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ATP 7 合格

5 sk-2207-005 方盘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ATP 2 合格

6 sk-2207-006 筷子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ATP 112 不合格

7 sk-2207-007 勺子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ATP 19 合格

8 sk-2207-008 汤碗 2022.7.20 丰安屯生态餐厅 ATP 60 不合格

9 sk-2207-009 猪头肉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亚硝酸盐 ≦10 合格

10 sk-2207-010 鸭脖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亚硝酸盐 ≦10 合格

11 sk-2207-011 鸡胗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亚硝酸盐 ≦10 合格

12 sk-2207-012 筷子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3 合格



13 sk-2207-013 木筷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3 合格

14 sk-2207-014 小蘸碟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111 不合格

15 sk-2207-015 铁盘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6 sk-2207-016 蘸碟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7 sk-2207-017 塑料碗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8 sk-2207-018 食用盐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食盐中碘 25mg/Kg 合格

19 sk-2207-019 小碗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103 不合格

20 sk-2207-020 玻璃杯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51 不合格

21 sk-2207-021 筷子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10 合格

22 sk-2207-022 盘子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14 合格

23 sk-2207-023 小酒杯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ATP 29 合格

24 sk-2207-024 猪耳朵 2022.7.20 中宁县石空卤香店 亚硝酸盐 ≦10 合格

25 sk-2207-025 青椒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26 sk-2207-026 蒜苔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27 sk-2207-027 土豆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28 sk-2207-028 韭菜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29 sk-2207-029 莲花菜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0 sk-2207-030 红葱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1 sk-2207-031 西红柿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2 sk-2207-032 油桃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3 sk-2207-033 荔枝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4 sk-2207-034 小番茄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5 sk-2207-035 豆角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6 sk-2207-036 白葱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7 sk-2207-037 芹菜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8 sk-2207-038 小油菜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9 sk-2207-039 大蒜 2022.7.20 中宁县小唐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40 sk-2207-040 糕点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硫酸铝钾 阴性 合格

41 sk-2207-041 食用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含碘量 25mg/Kg 合格

42 sk-2207-042 案板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ATP 711 不合格

43 sk-2207-043 刀具（小）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ATP 1612 不合格

44 sk-2207-044 刀具（大）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ATP 1168 合格



45 sk-2207-045 鸡爪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亚硝酸盐 ≦10 合格

46 sk-2207-046 鸡胗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亚硝酸盐 ≦10 合格

47 sk-2207-047 猪头肉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亚硝酸盐 ≦10 合格

48 sk-2207-048 烤鸭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亚硝酸盐 ≦11 合格

49 sk-2207-049 干木耳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SQ2 5mg/Kg 合格

50 sk-2207-050 宽粉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SQ2 4.9mg/Kg 合格

51 sk-2207-051 干腐竹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SQ2 5mg/Kg 合格

52 sk-2207-052 粉条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SQ2 4.9mg/Kg 合格

53 sk-2207-053 粉丝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SQ2 4.10mg/Kg 合格

54 sk-2207-054
北大池腌制

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含碘量 25mg/Kg 合格

55 sk-2207-055 中盐食用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含碘量 25mg/Kg 合格

56 sk-2207-056 天梁食用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含碘量 25mg/Kg 合格

57 sk-2207-057 红葱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58 sk-2207-058 白葱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59 sk-2207-059 黄瓜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0 sk-2207-060 莲花菜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1 sk-2207-061 茄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2 sk-2207-062 青椒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3 sk-2207-063 青笋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4 sk-2207-064 芹菜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5 sk-2207-065 葡萄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6 sk-2207-066 香蕉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7 sk-2207-067 油桃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8 sk-2207-068 苹果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9 sk-2207-069 梨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0 sk-2207-070 丑橘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1 sk-2207-071 藕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鲜之鲜生活超市 工业碱 未测出 合格

72 sk-2207-072 清水莲藕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工业碱 未测出 合格

73 sk-2207-073 豆角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4 sk-2207-074 大蒜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5 sk-2207-075 干宽粉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SQ2 ≦200mg/Kg 合格

76 sk-2207-076 干粉条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SQ2 ≦201mg/Kg 合格



77 sk-2207-077 红枣瓜子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二氧化硫 0 合格

78 sk-2207-078 绿茶瓜子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二氧化硫 0 合格

79 sk-2207-079 大板瓜子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二氧化硫 0 合格

80 sk-2207-080 五香瓜子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二氧化硫 0 合格

81 sk-2207-081 豌豆 2022.7.21 中宁县宜家鲜超市 二氧化硫 0 合格

82 sk-2207-082 蘸碟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5 合格

83 sk-2207-083 小碗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0 合格

84 sk-2207-084 小汤碗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2 合格

85 sk-2207-085 杯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0 合格

86 sk-2207-086 汤勺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28 合格

87 sk-2207-087 勺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0 合格

88 sk-2207-088 案板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ATP 1432 不合格

89 sk-2207-089 食用盐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碘含量 30mg/Kg 合格

90 sk-2207-090 方盘 2022.7.21 中宁县石空镇丰香园餐厅 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1 MS-2207-001 汤盆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2 MS-2207-002 米饭碗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3 MS-2207-003 酒杯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4 MS-2207-004 水杯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5 MS-2207-005 面碗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6 MS-2207-006 汤勺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7 MS-2207-007 大盘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8 MS-2207-008 面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99 MS-2207-009 水杯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0 MS-2207-010 汤盆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1 MS-2207-011 汤勺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2 MS-2207-012 米饭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3 MS-2207-013 面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永保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4 MS-2207-014 汤盆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永保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5 MS-2207-015 米饭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永保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6 MS-2207-016 菜盘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永保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7 MS-2207-017 米饭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08 MS-2207-018 面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09 MS-2207-019 面盘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10 MS-2207-020 菜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11 MS-2207-021 米饭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12 MS-2207-022 菜盘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13 MS-2207-023 啤酒杯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14 MS-2207-024 米饭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15 MS-2207-025 面碗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16 MS-2207-026 菜盘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17 MS-2207-027 啤酒杯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18 MS-2207-028 口杯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19 MS-2207-029 油菜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农残 变蓝 合格

120 MS-2207-030 菠菜 2022.7.18 中宁县顺源餐厅 农残 变蓝 合格

121 MS-2207-031 菠菜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农残 变蓝 合格

122 MS-2207-032 油菜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农残 变蓝 合格

123 MS-2207-033 大白菜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农残 变蓝 合格

124 MS-2207-034 菠菜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农残 变蓝 合格



125 MS-2207-035 牛肉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亚硝酸盐 0.15mg/kg 合格

126 MS-2207-036 羊肉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记餐厅 亚硝酸盐 0.15mg/kg 合格

127 MS-2207-037 牛肉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七星饭庄 亚硝酸盐 0.15mg/kg 合格

128 MS-2207-038 牛肉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亚硝酸盐 0.15mg/kg 合格

129 MS-2207-039 羊肉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亚硝酸盐 0.15mg/kg 合格

130 MS-2207-040 肘子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亚硝酸盐 0.15mg/kg 合格

131 MS-2207-041 口耳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顺德福餐厅 亚硝酸盐 0.15mg/kg 不合格

132 MS-2207-042 木耳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永保餐厅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33 MS-2207-043 木耳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老杨餐厅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34 MS-2207-044 中盐碘盐 2022.7.18 中宁县鸣沙镇马永保餐厅 碘含量 25mg/kg 合格

135 MS-2207-045 汤勺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36 MS-2207-046 醮碟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37 MS-2207-047 菜盘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38 MS-2207-048 汤盆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39 MS-2207-049 不锈钢盆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40 MS-2207-050 面碗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41 MS-2207-051 啤酒杯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42 MS-2207-052 白酒杯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便民饭馆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43 MS-2207-053 麻辣烫碗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44 MS-2207-054 凉皮碗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45 MS-2207-055 米饭碗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餐具洁净度 洁净 合格

146 MS-2207-056 口杯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餐具洁净度 不洁净 不合格

147 MS-2207-057 汤勺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餐具洁净度 变蓝 合格

148 MS-2207-058 木耳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49 MS-2207-059 米线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50 MS-2207-060 宽究 2022.7.26 中宁县鸣沙镇燕燕凉皮店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51 DZC-2207-001 菠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52 DZC-2207-002 香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53 DZC-2207-003 油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54 DZC-2207-004 茼蒿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55 DZC-2207-005 油麦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56 DZC-2207-006 芹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57 DZC-2207-007 平菇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甲醛 小余50 合格

158 DZC-2207-008 香菇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甲醛 小余50 合格

159 DZC-2207-009
干木耳
（大）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二氧化硫 0 合格

160 DZC-2207-010
干木耳
（小）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二氧化硫 0 合格

161 DZC-2207-011 青椒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2 DZC-2207-012 红辣椒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3 DZC-2207-013 西蓝花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4 DZC-2207-014 西芹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5 DZC-2207-015 蒜苗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6 DZC-2207-016 白葱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7 DZC-2207-017 茭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8 DZC-2207-018 胡萝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69 DZC-2207-019 生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0 DZC-2207-020 西红柿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1 DZC-2207-021 香蕉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2 DZC-2207-022 苹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3 DZC-2207-023 梨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4 DZC-2207-024 羊角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5 DZC-2207-025 芒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6 DZC-2207-026 圆香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7 DZC-2207-027 黄香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8 DZC-2207-028 绿香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79 DZC-2207-029 油桃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80 DZC-2207-030 鸡腿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亚硝酸盐 1 合格

181 DZC-2207-031 鸡爪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亚硝酸盐 0 合格

182 DZC-2207-032 食用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碘含量 30mg/kg 合格

183 DZC-2207-033 腌制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碘含量 24mg/kg 合格

184 DZC-2207-034 干炒瓜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85 DZC-2207-035 奶油瓜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86 DZC-2207-036 五香瓜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87 DZC-2207-037 炒豌豆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88 DZC-2207-038 花生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89 DZC-2207-039 绿茶瓜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90 DZC-2207-040 西瓜子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91 DZC-2207-041 葵花籽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过氧化值 阴性 合格

192 DZC-2207-042 西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3 DZC-2207-043 甜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4 DZC-2207-044 生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5 DZC-2207-045 韭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6 DZC-2207-046 菠菜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7 DZC-2207-047 紫甘蓝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8 DZC-2207-048 豆角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199 DZC-2207-049 圆青椒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200 DZC-2207-050 紫洋葱 2022.07.15
宁夏金森商贸有限公司中宁县

大战场分公司
农残 变蓝 合格

201 DZC-2207-051 小乳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2 DZC-2207-052 苦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3 DZC-2207-053 番茄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4 DZC-2207-054 长茄子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5 DZC-2207-055 黄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6 DZC-2207-056 大白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7 DZC-2207-057 莲花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8 DZC-2207-058 小芹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09 DZC-2207-059 高山娃娃菜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10 DZC-2207-060 蓝莓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残 变蓝 合格

211 DZC-2207-061 麻婆豆腐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2 DZC-2207-062 香辣多调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3 DZC-2207-063
清油火锅底

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4 DZC-2207-064 凉拌调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5 DZC-2207-065 大盘鸡调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6 DZC-2207-066 香味耗油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苏丹红
检测浓度：
<50.0mg/kg   

合格

217 DZC-2207-067 文章辣椒面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8 DZC-2207-068
赛达麻婆豆

腐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19 DZC-2207-069 石人山鸡汤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20 DZC-2207-070
弘扬火锅底

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21 DZC-2207-071
秋霞小龙虾

底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罂粟 阴性 合格

222 DZC-2207-072
米老头多谷

果子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硼砂 未检出 合格

223 DZC-2207-073
旺仔开心小

馒头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硼砂 未检出 合格

224 DZC-2207-074
康师傅茉莉

清茶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山梨酸钾 未检出 合格

225 DZC-2207-075
康师傅茉莉

蜜茶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山梨酸钾 未检出 合格

226 DZC-2207-076
盼盼真实惠

虾条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明矾 未检出 合格

227 DZC-2207-077
盼盼麦香鸡

味块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明矾 未检出 合格

228 DZC-2207-078
白象老母鸡

汤面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二氧化硫 未变色 合格

229 DZC-2207-079
娃哈哈营养

快线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二氧化硫 未变色 合格

230 DZC-2207-080
今麦郎茉莉

蜜茶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二氧化硫 未变色 合格

231 DZC-2207-081
今麦郎骨汤

桶面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二氧化硫 未变色 合格

232 DZC-2207-082
老坛酸菜牛

肉面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二氧化硫 未变色 合格

233 DZC-2207-083 食用油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食用油酸价 0.15g 合格

234 DZC-2207-084 小菠萝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变蓝 合格

235 DZC-2207-085 脐橙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变蓝 合格

236 DZC-2207-086 葡萄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变蓝 合格



237 DZC-2207-087 李子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变蓝 合格

238 DZC-2207-088 鲜面条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吊白块 未检出 合格

239 DZC-2207-089 山西陈醋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食醋总酸 4.2g/100ml 合格

240 DZC-2207-090
玉米粒火腿

肠
2022.07.15 中宁县大战场乐家购物广场 亚硝酸盐 <10.0mg/kg 合格

241 NAS-2207-001 龙椒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2 NAS-2207-002 韭菜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3 NAS-2207-003 小油菜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4 NAS-2207-004 香菇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5 NAS-2207-005 青提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6 NAS-2207-006 香瓜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7 NAS-2207-007 小番茄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8 NAS-2207-008 园豆角 2022.7.25 中宁县尚优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49 NAS-2207-009 西红柿 2022.7.25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50 NAS-2207-010 平菇 2022.7.25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51 NAS-2207-011 大白菜 2022.7.25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52 NAS-2207-012 小香菜 2022.7.25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53 NAS-2207-013 小塘菜 2022.7.25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54 NAS-2207-014 蒜苗 2022.7.25 中宁县鲜之鲜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55 NAS-2207-015 小勺子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9 合格

256 NAS-2207-016 小盆子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23 合格

257 NAS-2207-017 大餐盘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15 合格

258 NAS-2207-018 素菜刀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3 合格

259 NAS-2207-019 水杯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6 合格

260 NAS-2207-020 大菜盆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28 合格 

261 NAS-2207-021 炒菜铲子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20 合格

262 NAS-2207-022 小盘子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ATP 2 合格

263 NAS-2207-023 大白菜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64 NAS-2207-024 油菜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65 NAS-2207-025 黄瓜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66 NAS-2207-026 红辣椒 2022.7.13 中宁县机关事务中心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67 NAS-2207-027 直辣椒 2022.7.25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68 NAS-2207-028 龙椒 2022.7.25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69 NAS-2207-029 黄瓜 2022.7.25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0 NAS-2207-030 小番茄 2022.7.26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1 NAS-2207-031 小芹菜 2022.7.26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2 NAS-2207-032 小油菜 2022.7.26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3 NAS-2207-033 豆角 2022.7.26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4 NAS-2207-034 小乳瓜 2022.7.26 中宁县家佳福生活超市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5 NAS-2207-035 小塘菜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6 NAS-2207-036 韭菜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7 NAS-2207-037 菠菜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8 NAS-2207-038 平菇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79 NAS-2207-039 豆角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0 NAS-2207-040 茄子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1 NAS-2207-041 小白菜 2022.7.26 中宁县小黄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2 NAS-2207-042 韭菜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3 NAS-2207-043 莲花菜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4 NAS-2207-044 西芹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5 NAS-2207-045 小番茄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6 NAS-2207-046 黄瓜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7 NAS-2207-047 大白菜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88 NAS-2207-048 小塘菜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吊白块 变天蓝色 合格

289 NAS-2207-049 小油菜 2022.7.26 中宁县高老庄富康店 吊白块 变天蓝色 合格

290 NAS-2207-050 小香菜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1 NAS-2207-051 小番茄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2 NAS-2207-052 豆角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3 NAS-2207-053 茄子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4 NAS-2207-054 西红柿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5 NAS-2207-055 娃娃菜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6 NAS-2207-056 龙椒 2022.7.26 中宁县爱家金岸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7 NAS-2207-057 娃娃菜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8 NAS-2207-058 黄瓜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299 NAS-2207-059 胡萝卜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00 NAS-2207-060 小油菜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01 NAS-2207-061 香菜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02 NAS-2207-062 筷子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ATP 20 合格

303 NAS-2207-063 水杯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ATP 18 合格

304 NAS-2207-064 小碗 2022.7.26 中宁县微微麻辣烫店 ATP 28 合格

305 NAS-2207-065 小勺子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ATP 24 合格

306 NAS-2207-066 素菜刀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ATP 68 不合格

307 NAS-2207-067 小碗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ATP 28 合格

308 NAS-2207-068 小盆子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ATP 24 合格

309 NAS-2207-069 韭菜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0 NAS-2207-070 油麦菜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1 NAS-2207-071 平菇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2 NAS-2207-072 娃娃菜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3 NAS-2207-073 小香菜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4 NAS-2207-074 小塘菜 2022.7.28 中宁县梅贵凉皮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5 NAS-2207-075 油麦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6 NAS-2207-076 小塘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7 NAS-2207-077 小香芹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8 NAS-2207-078 娃娃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19 NAS-2207-079 大白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0 NAS-2207-080 韭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1 NAS-2207-081 莲花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2 NAS-2207-082 西蓝花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3 NAS-2207-083 小番茄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4 NAS-2207-084 黄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公司中宁开元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5 NAS-2207-085 大白菜 2022.7.28 中宁商城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6 NAS-2207-086 小塘菜 2022.7.28 中宁商城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7 NAS-2207-087 小油菜 2022.7.28 中宁商城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8 NAS-2207-088 小香菜 2022.7.28 中宁商城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29 NAS-2207-089 小乳瓜 2022.7.28 中宁商城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30 NAS-2207-090 黄瓜 2022.7.28 中宁商城蔬菜水果店 农药残留 变天蓝色 合格

331 XBS-2207-0001
乐事吮指红
烧肉味薯片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2 XBS-2207-0002
乐事翡翠黄
瓜味薯片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3 XBS-2207-0003
薯愿（红酒
牛排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4 XBS-2207-0004
薯愿（香烤
原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5 XBS-2207-0005
薯愿（清新
番茄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6 XBS-2207-0006
可比克（香
辣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7 XBS-2207-0007
品客（番茄

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38 XBS-2207-0008
优乐多乳酸
菌饮品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黄曲霉素 未超标 合格

339 XBS-2207-0009
金河风味发

酵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黄曲霉素 未超标 合格

340 XBS-2207-0010
八喜香草口
味冰激凌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黄曲霉素 未超标 合格

341 XBS-2207-0011
多味花生
（酱牛肉
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2 XBS-2207-0012
多味花生
（烤肉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3 XBS-2207-0013
多味花生
（五香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4 XBS-2207-0014
多味花生
（香辣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5 XBS-2207-0015
好多鱼（蜜
香鸡翅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6 XBS-2207-0016
好多鱼（脆
香烧烤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7 XBS-2207-0017
好多鱼（鲜
香海苔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8 XBS-2207-0018
好多鱼（蜂
蜜牛奶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49 XBS-2207-0019
蘑古力（红
豆巧克力
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0 XBS-2207-0020
旺仔QQ糖
（香橙味）

2022.7.26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1 XBS-2207-0021 冰糖杨梅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2 XBS-2207-0022 九制话梅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3 XBS-2207-0023 西梅干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4 XBS-2207-0024 九制乌梅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5 XBS-2207-0025 亲亲虾条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6 XBS-2207-0026 亲亲洋葱圈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7 XBS-2207-0027
好丽友浪里

个浪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8 XBS-2207-0028
好有趣大凹

凸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59 XBS-2207-0029
好丽友呀土

豆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0 XBS-2207-0030
喜之郎果冻
爽（荔枝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1 XBS-2207-0031
喜之郎果冻
爽（芒果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2 XBS-2207-0032
喜之郎果冻
爽（菠萝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3 XBS-2207-0033
旺仔QQ糖
（葡萄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4 XBS-2207-0034
旺仔QQ糖
（荔枝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5 XBS-2207-0035
旺仔QQ糖
（水蜜桃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6 XBS-2207-0036
旺仔QQ糖
（蓝莓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7 XBS-2207-0037
好丽友果滋
果心（青葡
萄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8 XBS-2207-0038
好丽友果滋
果心（香橙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69 XBS-2207-0039
好丽友果滋
果心（葡萄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70 XBS-2207-0040
北戴河午餐
肉罐头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0.05g/kg 合格

371 XBS-2207-0041
老干妈风味
鸡油辣椒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0.1mg/kg 合格

372 XBS-2207-0042
花椒锅巴
（飘香孜然

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73 XBS-2207-0043
花椒锅巴
（花椒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铝（明矾） 阴性 合格

374 XBS-2207-0044 味蚝鲜蚝油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过氧化值 未检出 合格



375 XBS-2207-0045
恒顺镇江香

醋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过氧化值 未检出 合格

376 XBS-2207-0046
鲁花黑豆味

极鲜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过氧化值 未检出 合格

377 XBS-2207-0047 王致和料酒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过氧化值 未检出 合格

378 XBS-2207-0048 李锦记生抽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过氧化值 未检出 合格

379 XBS-2207-0049
厨邦特级生

抽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380 XBS-2207-0050
恒顺山西陈

醋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381 XBS-2207-0051
欢乐家黄桃

罐头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382 XBS-2207-0052
鲁花特香菜

籽油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酸价 未检出 合格

383 XBS-2207-0053
神丹松花皮

蛋肠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未检出 合格

384 XBS-2207-0054
金锣德式蒜
蓉烤肠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未检出 合格

385 XBS-2207-0055
双汇王中王
火腿肠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未检出 合格

386 XBS-2207-0056 香辣烤鸡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0.06mg/kg 合格

387 XBS-2207-0057
万利来黄桃

罐头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388 XBS-2207-0058 广式腊肠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0.1mg/kg 合格

389 XBS-2207-0059 腐竹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二氧化硫 未检出 合格

390 XBS-2207-0060 模拟蟹肉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亚硝酸盐 未检出 合格

391 XBS-2207-0061
冲浪真空虾

仁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392 XBS-2207-0062 辣子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393 XBS-2207-0063 粉条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二氧化硫 未检出 合格

394 XBS-2207-0064 宽粉条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二氧化硫 未检出 合格

395 XBS-2207-0065 速冻青虾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396 XBS-2207-0066 红富士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397 XBS-2207-0067 帝王蕉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398 XBS-2207-0068 银耳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二氧化硫 未检出 合格

399 XBS-2207-0069 散虾皮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双氧水 未检出 合格

400 XBS-2207-0070 五仁糕点 2022.7.27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硫酸铝钾 0.05mg/kg 合格

401 XBS-2207-0071 嘎啦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2 XBS-2207-0072 米旗奶糕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硫酸铝钾 未检出 合格

403 XBS-2207-0073
正味轩开心

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4 XBS-2207-0074 鲜米椒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5 XBS-2207-0075 香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6 XBS-2207-0076 生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7 XBS-2207-0077 茼蒿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8 XBS-2207-0078 小乳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09 XBS-2207-0079 白葱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0 XBS-2207-0080 洋葱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1 XBS-2207-0081 蒜苗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2 XBS-2207-0082 香梨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3 XBS-2207-0083 橙子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4 XBS-2207-0084 红薯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5 XBS-2207-0085 碧根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6 XBS-2207-0086 胡萝卜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7 XBS-2207-0087 梨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8 XBS-2207-0088 葡萄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19 XBS-2207-0089 橘子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420 XBS-2207-0090 西红柿 2022.7.28
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中宁店
农药残留 蓝色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