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2022年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结果公示

序号 样品名称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1
白象老坛泡椒牛

肉面 中宁县怡佳生活超市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迎宾大道文

澜天下B区28号楼1层13号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 合格

2
澳德斯代可可脂

黑巧克力 中宁县怡佳生活超市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迎宾大道文

澜天下B区28号楼1层13号 铅(以Pb计)、沙门氏菌 合格

3
水晶之恋草莓味

果冻 中宁县怡佳生活超市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迎宾大道文

澜天下B区28号楼1层13号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

己基氨基磺酸计)、菌落总数
合格

4 麻花 中宁县怡佳生活超市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迎宾大道文
澜天下B区28号楼1层13号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铅(以Pb计)、苯甲酸及其钠盐
(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糖精钠(以糖精计)、丙二醇、甜蜜素(以环己基

氨基磺酸计)、三氯蔗糖、安赛蜜、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丙酸及其钠盐、钙盐(以丙
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纳
他霉素、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
使用量的比例之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霉菌

合格

5
今麦郎苏打白桃

味饮料 中宁县怡佳生活超市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迎宾大道文

澜天下B区28号楼1层13号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甜蜜素(以环己
基氨基磺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

计)、大肠菌群、菌落总数
合格



6 粉条
中宁县新堡镇中心幼儿

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肖闸

村部向东

铅(以Pb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
合格

7
昊裕食用植物调

和油
中宁县新堡镇中心幼儿

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肖闸

村部向东
酸值/酸价、过氧化值、苯并[a]芘、溶剂残留量

、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合格

8 玉米碴 中宁县第二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烟草公司斜

对面 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毒素B1 合格

9 广玉馒头粉
中宁县新堡镇中心幼儿

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肖闸

村部向东 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毒素B1 合格

10 高筋粉
中宁县新堡镇中心幼儿

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肖闸

村部向东 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毒素B1 合格

11
广银大米（精一

米） 中宁县第二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烟草公司斜

对面 镉（以Cd计） 合格

12
广银大米（精一

米）
中宁县新堡镇中心幼儿

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肖闸

村部向东 镉（以Cd计） 合格

13 鸡蛋
中宁县新堡镇中心幼儿

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肖闸

村部向东
氯霉素、甲硝唑、地美硝唑、呋喃唑酮代谢物

、氟虫腈 合格



14 红辣椒 中宁县第二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烟草公司斜

对面

吡虫啉、丙溴磷、敌敌畏、啶虫脒、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甲胺磷、联苯菊酯、氯氟氰

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噻虫胺、铅(以Pb计)、
镉(以Cd计)、倍硫磷、吡唑醚菌酯、氟虫腈、
噻虫嗪、甲拌磷、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

氰菊酯、杀扑磷、水胺硫磷、氧乐果

合格

15 胡萝卜 中宁县第二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烟草公司斜

对面
铅(以Pb计)、镉(以Cd计)、氟虫腈、甲拌磷、乐

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合格

16 东华玉贡米 中宁县第一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东街 镉(以Cd计) 合格

17 馒头粉 中宁县第一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东街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

毒素B1
合格

18 佳味大米 中宁县中宁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南街 镉(以Cd计) 合格

19
陇原雪麦香面粉

高筋一号粉 中宁县中宁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南街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

毒素B1
合格

20 东华玉贡米 中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迎宾

路 镉(以Cd计) 合格



21 高筋粉 中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迎宾

路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

毒素B1
合格

22
卫龙亲嘴烧（红
烧牛肉味调味面

制品）

中宁县爱家购物广场煜
基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
世芳豪庭1号商业楼1-2层06

三氯蔗糖、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
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大肠

菌群
合格

23 哈里麻辣锅巴
中宁县爱家购物广场煜

基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
世芳豪庭1号商业楼1-2层06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糖精钠
(以糖精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

合格

24
果汁果冻爽（苹

果味）
中宁县爱家购物广场煜

基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
世芳豪庭1号商业楼1-2层06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菌落总数、苯甲
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合格

25 薯（马铃薯味）
中宁县爱家购物广场煜

基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
世芳豪庭1号商业楼1-2层06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菌落总数、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铝的残

留量(干样品，以Al计)、霉菌
合格

26
脉动青柠口味维

生素饮料
中宁县爱家购物广场煜

基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
世芳豪庭1号商业楼1-2层06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
盐(以脱氢乙酸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

计)、大肠菌群、菌落总数
合格

27 粉条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东街洼路

村

铅(以Pb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
合格

28 小米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东街洼路

村 铅（以Pb计）、镉（以Cd计）、黄曲霉毒素B1 合格



29 杞乡大米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东街洼路

村 镉（以Cd计） 合格

30 茄子 中宁县中宁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南街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氰菊酯、噻虫胺
、噻虫嗪、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镉(以

Cd计)、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水胺硫磷、
氧乐果

合格

31 土豆 中宁县中宁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南街

氯菊酯、阿维菌素、铅(以Pb计)、镉(以Cd计)、
苯醚甲环唑、吡虫啉、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
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溴氰

菊酯、烯酰吗啉、马拉硫磷 、氟氰戊菊酯

合格

32 土豆 中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迎宾

路

氯菊酯、阿维菌素、铅(以Pb计)、镉(以Cd计)、
苯醚甲环唑、吡虫啉、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
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溴氰

菊酯、烯酰吗啉、马拉硫磷 、氟氰戊菊酯

合格

33 韭菜 中宁县第一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东街

啶虫脒、甲胺磷、甲基异柳磷、六六六、乙酰
甲胺磷、异菌脲、铅(以Pb计)、镉(以Cd计)、阿
维菌素、敌敌畏、毒死蜱、多菌灵、二甲戊灵
、氟虫腈、腐霉利 、甲拌磷、克百威、乐果、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高

效氯氰菊酯、 水胺硫磷、辛硫磷、氧乐果

合格

34 紫甘蓝 中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迎宾

路

对硫磷、甲胺磷、 甲拌磷 、乐果、甲基异柳磷
、杀扑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水胺硫
磷、倍硫磷、乙酰甲胺磷、敌敌畏、氧乐果 、

毒死蜱

合格

35 胡萝卜 中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迎宾

路
铅(以Pb计)、镉(以Cd计)、氟虫腈、甲拌磷、乐

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合格



36 甘蓝 中宁县中宁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南街
灭线磷、 乙酰甲胺磷、甲胺磷、甲基异柳磷、

氧乐果、克百威 合格

37 青辣椒 中宁县第一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东街

吡唑醚菌酯、氟虫腈、铅(以Pb计)、镉(以Cd计)
、丙溴磷、敌敌畏、啶虫脒、甲氨基阿维菌素
苯甲酸盐、甲胺磷、联苯菊酯、噻虫胺、噻虫
嗪、倍硫磷、甲拌磷、吡虫啉、氯氟氰菊酯和
高效氯氟氰菊酯、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

氰菊酯、杀扑磷、水胺硫磷、氧乐果

合格

38 红辣椒 中宁县第一中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东街

吡唑醚菌酯、氟虫腈、铅(以Pb计)、镉(以Cd计)
、丙溴磷、敌敌畏、啶虫脒、甲氨基阿维菌素
苯甲酸盐、甲胺磷、联苯菊酯、噻虫胺、噻虫
嗪、倍硫磷、甲拌磷、吡虫啉、氯氟氰菊酯和
高效氯氟氰菊酯、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

氰菊酯、杀扑磷、水胺硫磷、氧乐果

合格

39 土豆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东街洼路

村

氯菊酯、阿维菌素、铅(以Pb计)、镉(以Cd计)、
苯醚甲环唑、吡虫啉、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
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溴氰

菊酯、烯酰吗啉、马拉硫磷 、氟氰戊菊酯

合格

40 西红柿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东街洼路

村

甲拌磷、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镉(以Cd计)、烯酰吗啉、敌敌畏、溴氰菊酯、
毒死蜱、腐霉利、氧乐果、甲胺磷、氯氟氰菊

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乙酰甲胺磷

合格

41 新疆好面手高筋粉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锦绣广场以

北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

毒素B1
合格



42 伊民乡贡米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锦绣广场以

北 镉(以Cd计) 合格

43 筷子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大

肠菌群 合格

44 食用植物调和油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酸价、过氧化值、苯并[a]芘 合格

45 杞乡长粒香米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镉(以Cd计) 合格

46 丹富面粉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

毒素B1
合格

47 伊民乡贡米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镉(以Cd计) 合格

48 玉米珍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黄曲霉毒素B1、赭曲霉毒素A、玉米赤霉烯酮 合格

49 鸡蛋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氯霉素、甲硝唑、地美硝唑、呋喃唑酮代谢物

、氟虫腈 合格



50 小碗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大

肠菌群 合格

51 蔬菜馒头片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合格

52 三利熏香醋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总酸(以乙酸计)、不挥发酸(以乳酸计)、苯甲酸
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
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脱氢乙酸及其钠

盐(以脱氢乙酸计)、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
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菌落总数

合格

53
特级草菇老抽
（酿造酱油）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
比例之和、菌落总数、氨基酸态氮、全氮(以氮
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
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

氢乙酸计)

合格

54 万海生胡麻油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锦绣广场以

北 酸值/酸价、过氧化值、苯并[a]芘、溶剂残留量 合格

55 茄子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氰菊酯、噻虫胺
、噻虫嗪、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镉(以

Cd计)、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水胺硫磷、
氧乐果

合格

56 胡萝卜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铅(以Pb计)、镉(以Cd计)、氟虫腈、甲拌磷、乐

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合格



57 韭菜 中宁县第三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亲水北街

啶虫脒、甲胺磷、甲基异柳磷、六六六、乙酰
甲胺磷、异菌脲、铅(以Pb计)、镉(以Cd计)、阿
维菌素、敌敌畏、毒死蜱、多菌灵、二甲戊灵
、氟虫腈、腐霉利 、甲拌磷、克百威、乐果、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和高

效氯氰菊酯、 水胺硫磷、辛硫磷、氧乐果

合格

58 胡萝卜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铅(以Pb计)、镉(以Cd计)、氟虫腈、甲拌磷、乐

果、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合格

59 西红柿 中宁县第一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甲拌磷、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镉(以Cd计)、烯酰吗啉、敌敌畏、溴氰菊酯、
毒死蜱、腐霉利、氧乐果、甲胺磷、氯氟氰菊

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乙酰甲胺磷

合格

60 西红柿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锦绣广场以
北

甲拌磷、克百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镉(以Cd计)、烯酰吗啉、敌敌畏、溴氰菊酯、
毒死蜱、腐霉利、氧乐果、甲胺磷、氯氟氰菊

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乙酰甲胺磷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