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办理统计表（五十二）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中宁县潘奕源五金经营

部
潘世雄

中宁县德源小区2＃商
业房1层04

一般项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润滑油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5-28 个体工商户

2
宁夏郝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陈小明

宁夏中宁县红宝农特产
品批发市场14＃商业楼

1，2层10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5-28
有限责任公

司

3
中宁县德顺祥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海军军

中宁县城东街育才锦苑
4幢14号房1-2层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5-28
有限责任公

司

4 中宁县华源机械租赁部 李文乐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区4

＃商住楼03号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运
输设备租赁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5-28 个体工商户

5 中宁县绪缘殡葬用品店 张绪银
中宁县新市北街永昌1
＃综合楼1-2层12

一般项目：殡仪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纸制品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28 个体工商户

6 中宁县运则通运输部 李晓钢
中宁县宁安东街雅泰城
市花园3号楼1单元

1002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28 个体工商户



7
宁夏郡杞圆商贸有限公

司
孙学芳

宁夏中宁县国际枸杞交
易中心5＃商业楼1-2层

25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
售散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初级农产品收购；销售代理（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5-28
有限责任公

司

8 中宁县宵泰建材经营部 高欣雲 中宁县育才南路卓然怡
居18＃楼1－2层23

一般项目：消防器材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安防设备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28 个体工商户

9
中宁县阿杜养殖家庭农

场
杜长朋

中宁县大战场镇兴业村
一组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动物饲养（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
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2021-05-31
非公司私营

企业

10
中宁县好多宝百货生活

超市商城分店
万雯

中宁县商城蔬菜厅1＃
楼1层5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
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
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
售；针纺织品销售；鞋帽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
品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礼品
花卉销售；箱包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母婴
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五金产品零
售；卫生洁具销售；水产品零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1 中宁县八号星球台球室 李海涛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A区23＃商业楼1-2层

16

一般项目：台球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2 中宁县杨占兴货运部 杨占兴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区8

＃楼1单元101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3 中宁县一麦香呈早餐店 余小东
中宁县新南街红宝南苑
1＃综合楼1层09号营业

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4 中宁县旭开建材经销部 陆海玲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3＃

商业楼102铺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砖瓦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
饮片）购销；中草药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5 中宁县沈霞商行 沈金霞 中宁县舟塔铁渠村二队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6 中宁县淑娟商行 马淑娟
中宁县枸杞交易中心8

＃楼100号商铺

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品销
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7 中宁县粥与你早餐铺 李佳尧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
然怡居1＃商住楼1层12

许可项目：小餐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8 中宁县杰诚汽车修理厂 程江雄
中宁县汽车城华凌进口
汽车修理厂综合楼1-3

层01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动车改装服务；汽车拖
车、求援、清障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19
中宁县一碗情深伤心粉

店
向阳

中宁县新南街新南家园
5#综合楼1层08营业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5-31 个体工商户

20 中宁县宸裳服装店 陆会茹
中宁县平安西街恒辰世
纪财富商业广场A区1＃
综合楼2层A2-17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串天天火锅店 谭建军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A区24#商业楼1-2层01

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22 中宁县四月服装店 何晓阳 中宁县新市街87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23
宁夏嘉源昌盛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马名林

中宁县舟塔乡小井子草
原B02号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牲畜销售；草种植；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牲畜饲养；牲畜屠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有限责任公

司

24 中宁县九月红私房菜馆 李刚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B区1＃商业楼1-2层08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25 中宁县小薇商行 张微
中宁县宁安东街雅泰城
市花园1号楼1-2层03

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台球活动；日用百货销售；新鲜
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26
中宁县奇瓜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宋佳玮

中宁县世纪春天14号楼
0单元30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安全
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平面设计；电影摄制服务；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办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办公设备耗
材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网络文化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
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有限责任公

司

27
中宁县优速达物流有限

公司
石岩

中宁县城育才北路水木
兰亭11商住楼1层01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
输站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1
有限责任公

司

28 中宁县凯达汽车修理厂 孙凯
中宁县汽车城19号楼6

号房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轮胎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润滑油销
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电器辅件销售（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29 中宁县骇淼服装店 王鹏 中宁县电影院1号房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美发饰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30 中宁县双源超市 王霞
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园
南区48＃商住楼1层11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
新鲜水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水产品零售；文具
用品零售；代收、代发快递服务；打字复印（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31 中宁县伟财饲料经销部 邵俊杰
中宁县北环路自来水厂

西侧1号

一般项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活禽销售；种畜禽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32 中宁县齐旺砂锅馆 白向东
中宁县新南街开元新居
3-4号103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33 中宁县鑫鹏源商行 王永志 中宁县东华村四队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的
坚果、干果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
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1 个体工商户

34 中宁县缘味酒馆 任伟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A
区1＃商业楼1-2层11

号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个体工商户

35
宁夏源裕鑫商贸有限公

司
王志科

宁夏中宁县恩和镇朱台
村十队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对外承包
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家具安装和维修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筑劳务分包（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有限责任公

司



36
中宁县丸碧美容护肤中

心
冯晨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22号商业楼1层15

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生活美容服务；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坛老大生态原酿

酒庄
舒俊智

中宁县商城西侧建材市
场6#商业楼08号房

许可项目：酒类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个体工商户

38
中宁县明虎吊装工程有

限公司
李花

宁夏中宁县渠口农场园
七队028号

一般项目：装卸搬运；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牲畜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牲
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有限责任公

司

39
宁夏锋之鸿五金建材有

限公司
侯智锋

宁夏中宁县城西环路蓝
天-鹏欣丽都北区1号商

业楼1-2层09

一般项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门窗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
用金属配件销售；光缆销售；风机、风扇销售；电器辅件
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金属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机
械设备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涂料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灯具销售；
照明器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玻璃制
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润滑油销
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轴承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矿
山机械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2
有限责任公

司



40 中宁县松夏汽车修理厂 冯吉军
中宁县物流园区东星汽
车配件仓储中心19＃汽
车营销中心1-2层01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机动
车改装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汽车零配件批
发；润滑油销售；二手车鉴定评估（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保
险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个体工商户

41
宁夏荒漠绿源商贸有限

公司
何流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余丁乡金沙村十队055

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有限责任公

司

42
中宁县善和堂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裴仙芝

宁夏中宁县城中心广场
北街商贸中心8＃商业

楼1-2层5

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企业形
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2
有限责任公

司

43 中宁县盛宁殡葬用品店 刘玉芳
中宁县宁华小区2＃楼B

座2号房

一般项目：殡仪用品销售；殡葬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
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2 个体工商户

44 中宁县茜蒂箱包店 李淑兰
中宁县红宝商贸中心8

＃楼1层
一般项目：箱包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45 中宁县柒月瑜伽馆 庞娜 中宁县城北街1号房5层
一般项目：健身休闲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拾柒甜品工作室 苏佳莉
中宁县宁安北街为民城
市广场8号公寓楼8B12

室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47
宁夏轩鼎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张文

宁夏中宁县城新南街大
庆路1幢10号

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以技能为主的国外职业
资格证书考试发证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21-06-03
有限责任公

司

48 中宁县鲁班家政服务部 樊少锋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商
业广场C段综合楼1层04

一般项目：家政服务；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
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49
中宁县小舒服美容养生

馆
方敏

中宁县新南街新南家园
1#商业楼1-2层09号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化妆品零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
健服务（非医疗）（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50
中宁县尊宠俏妈咪美容

中心
夏波

中宁县老南街县医院1
＃综合楼3层01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
服装服饰零售；产后修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51 中宁县艾纱婚纱馆 胡迎蕾
中宁县老南街县医院1
＃综合楼1-2层01

一般项目：摄影扩印服务；服装服饰出租；服装服饰零
售；化妆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52
宁夏千晓晟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王涛

宁夏中宁县新市南街红
宝1＃商业楼14号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
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材
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租
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2021-06-03
有限责任公

司

53
中宁县鑫煜诚门窗加工

厂
孙晶

中宁县古城街新建村二
队047号

一般项目：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54 中宁县锦豪汉餐厅 殷薇
中宁县宁安北街（中医
院旁）为民城市广场4

号楼101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酒类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3 个体工商户

55
宁夏康源检验检测技术

中心（有限公司）
刘正

宁夏中宁县城宁安北街
枸杞加工城1-2层01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3
有限责任公

司

1 中宁县聚味坊砂锅店 王勇
中宁县育才路北段枸杞

花园东苑31幢9号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2
中宁县卤至深酒馆煜基

分店
刘崎虹

中宁县煜基-世芳豪庭3
＃综合楼1层07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3 中宁县茂乾农机销售部 董利涛
中宁县西街周佳迹商业

楼1层105号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农业机械
销售；农业机械租赁；农业机械服务；农林牧渔机械配件
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
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4 中宁县小茶嘟小吃店 田海龙
中宁县杞乡经典A区18
号商业楼0单元07号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5
宁夏虹辉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
李玥

宁夏中宁县鸣雁路逸和
名居17＃商业楼1-2层

06

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图文设计制作；文具
用品零售；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面向家长实施的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办公用品销
售；文艺创作；从事语言能力、艺术、体育、科技等培训
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服务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
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从事艺术培训的营利性民办
培训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
育培训）；从事语言能力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服务机构
（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04
有限责任公

司

6
西安中电源成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

马治宏
中宁县城西环路蓝天-
鹏欣丽都北区7#商业楼

1-2层02

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设工程勘察；
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
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04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7 中宁县江湖便利店 李霞
中宁县平安街世纪花园
东区13#商业楼1层19

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8 中宁县宝玉轩玉器店 吴晓云
中宁县老南街永昌综合

楼1#楼04

一般项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钱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9
中宁县大口味鸭脖店北

环路分店
田建德

中宁县北环路以北049
号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4 个体工商户

10
宁夏盛果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
马玉洪

宁夏中宁县喊叫水乡康
湾新村高岭梁枸杞基地

03号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
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产品销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草种植；中草药种植；水果种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动物
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1-06-04
有限责任公

司

11 中宁县李大海鲜店 李思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综
合批发市场11＃商业楼

1层16

一般项目：水产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活禽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2
中宁县红草帽鞋店市场

街分店
李国中 中宁县市场街004号

一般项目：鞋帽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3 中宁县美仑美美容中心 王小侠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A区23号商业楼1-2层

12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化妆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4
中宁县兆达家电经营中

心
李倩

中宁县市场街华夏商厦
综合楼01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通用设
备修理；日用产品修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5
中宁县悦己美容养生会

所
梁萍

中宁县政府广场东侧农
牧局楼下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
化妆品零售；美甲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6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

公司杞乡经典店
高扬

宁夏中宁县杞乡经典A
区1＃商业楼1－2层25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日
用百货销售；鲜肉零售；粮油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家用
电器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食
品用洗涤剂销售；卤肉制品、豆制品、糕点、鲜面条、凉
菜加工、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17 中宁县旺财服装店 张学芳 中宁县商城1幢1-3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8
中宁县低生堂无糖食品

商行
张佳银

中宁县国枸杞交易中心
8＃商业楼1层42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19 中宁县嘉美美容馆 熊顺生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商
业广场D段综合楼1层12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20 中宁县米多多便利店 黎雄雄
中宁县平安东街红宝家

园4幢14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酒
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蔬菜零售；
新鲜水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水产品零售；食用
农产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化妆品零
售；针纺织品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日用口
罩（非医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
办公用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荣森建材经营部 付小兵
中宁县宁鲁中学院内仓

库2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
卷材产品制造；保温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机械设备租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22 中宁县景鹏建材销售店 张鹏
中宁县南桥村一队013

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
卷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
安装服务；电气安装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23 中宁县文玉商行 杨文玉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批
发市场7＃商业楼1层

109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
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7 个体工商户



24
宁夏益宏天商贸有限公

司
张建平

宁夏中宁县城西街环路
神龙宾馆1层06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
温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办公设备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门窗
制造加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
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有限责任公

司

25
中宁县为你省殡葬用品

店
潘定蓉

中宁县商城西测潘定元
1＃综合楼1层

一般项目：殡葬服务；殡仪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服装服饰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26 中宁县贤瑜早餐店 王芳
中宁县殷庄小康村一排

5号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27 中宁县金达莱发型会所 冯琴
中宁县北街红枸杞商贸
公司3＃综合楼1层09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28
宁夏初心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冯曼曼

宁夏中宁县黄滨村14队
小康村二排六幢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中草药收购；中草药种植；地产中
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1-06-08
有限责任公

司



29 中宁县豪宫娱乐会所 丁普军
中宁县卓然怡居17＃商

业楼8-9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酒吧服务
（不含演艺娱乐活动）；歌舞娱乐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30 中宁县杞聚酒馆 赵煜
中宁县平安东街红宝家
园13号营业房1-2层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31 中宁县原味早餐店 金彩虹 中宁县清真大寺3号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32 中宁县禾禾木酒馆 殷小慧
中宁县天仁名邸28幢1-

2层115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33
中宁县陈波物流有限公

司
陈波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C区1
＃商业楼107铺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08
有限责任公

司

34 中宁县晶颖商店 苏会新
中宁县新胜村二队032

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8 个体工商户

35
中宁县广泰五金材料经

营部
桂海林

中宁县朱营批发一条街
01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安防设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
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9 个体工商户



36 中宁县白涛服装店 白涛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交
易中心1＃商业楼1层01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利宁通讯部 何媛
中宁县西街利新综合楼

1＃综合楼6号房

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通讯设备销
售；通讯设备修理；电子产品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
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个体工商户

38
宁夏德阅金法科技有限
公司中宁鸣沙分公司

刘丹
宁夏中宁县鸣沙镇鸣沙

村十队1幢1号房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接受
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
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
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销售；广告设计、
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39
中宁县立文畜禽养殖专

业合作社
马百国

中宁县太阳梁乡渠口社
区园二队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活禽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牲畜销售；草种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农民专业合

作社

40
宁夏茨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孔令超

宁夏中宁县殷庄大社区
D区3号商业楼104铺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农药技术研发；生物有机肥料
研发；农作物栽培服务；中草药种植；蔬菜种植；新鲜蔬
菜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
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肥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农作物种子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9
有限责任公

司



41
中宁县润启辉电子商务

商行
张鑫辉

中宁县时代万象商业广
场D段综合楼1层07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珠宝首饰零
售；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
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卫生洁具销售；化妆品零
售；礼品花卉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
织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鞋帽零售；五金产品批发；箱
包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家居用品
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灯具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个体工商户

42
宁夏红百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詹金明

宁夏中宁县国际枸杞交
易中心8＃楼1-2层48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未经加工的坚
果、干果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中草药种植；中草药
收购；农副产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
食用农产品批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保健食品生产；茶叶
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09
有限责任公

司

43
中宁县晶晶乐农副产品

商行
康晶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商
业广场C段综合楼1层21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未
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个体工商户

44 中宁县草本铺灸美容馆 谭兴春
中宁县平安西街中达家
园临街自建商业楼8号

房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化妆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09 个体工商户



45 中宁县君悦阁按摩馆 毛显库
中宁县北街宁红商住楼

D幢12＃房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鲁鑫橱柜店 孙芳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

场19栋15号

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47
中宁县杞红宇农副产品

销售商行
吴金宇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一
队032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48
宁夏盛佳禾商贸有限公

司
王磊

宁夏中宁县红宝农特产
品批发市场7＃商业楼1

层111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水产养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水产品批发；水产
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
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2021-06-10
有限责任公

司

49
中宁县摩芳儿推健康管

理中心金岸分店
刘威

中宁县金岸家园6＃营
业房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化妆品零售；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50 中宁县浩泽苗木销售部 高峰
中宁县石桥村一队042

号

一般项目：树木种植经营；农业园艺服务；农业机械销
售；农业机械租赁；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
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51
中宁县顺博商贸有限公

司
张鹏

中宁县锦绣苑B区二期
育才南路86＃营业房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中草药种植；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谷物种植；畜牧机械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
安装、维修；农业机械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0
有限责任公

司

52
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

屈洋
宁夏中宁县新南街原中

宁县国税局办公楼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上级行在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
权的其他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0
股份有限公
司分公司

53 中宁县吉旺商行 田吉俊
中宁县中杞大厦5楼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地产中草
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54 中宁县望湘亭麻辣烫店 杨烁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
区12#商业楼1-2层11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0 个体工商户

1 中宁县馋嘴麻辣烫店 杨银焕
中宁县中瀛御景B区11
幢0单元1-2层116号

许可项目：小餐饮；酒类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2
宁夏御膳堂食品有限公

司
殷飞

宁夏中宁县舟塔乡铁渠
村六队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批发；
农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肥料销售；
化肥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
他相关服务；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收购；中草药收购（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有限责任公

司

3
中宁县易开得电器经营

部
刘妍宜

中宁县平安街汽车站综
合楼1-3层33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
零配件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4
中宁县焦丽时尚品牌连

锁机构鞋店
邹敏

中宁县中心广场红宝商
贸中心2号楼33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日
用品销售；箱包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5 中宁县伊人坊美容中心 田文燕
中宁县红宝建材城18-

14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6 中宁县味之源茶餐厅 杨涛
中宁县新南街迎宾大道
英郡年华1幢1单元1-2

层1-08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7
宁夏方田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尹绪明

宁夏中宁县育才北路水
木兰亭14＃商住楼1层

06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
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业
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谷物种植；豆类种植；蔬菜种
植；花卉种植；水果种植；园艺产品种植；豆及薯类销
售；谷物销售；林业产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
的坚果、干果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家具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包装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1
有限责任公

司

8
中宁县众人餐饮有限公

司
蒙学胜

中宁县渠口农场中达渠
口商贸城二号楼3层、4

层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住宿服务；
游艺娱乐活动；歌舞娱乐活动；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
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水产品零售；停车场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外卖递送服务；酒店管理；项目
策划与公关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摄像及视
频制作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有限责任公

司

9 中宁县杞爱商行 吕萌萌
中宁县中杞大厦电商公
共服务中心5楼501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
销；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10
中宁县大蕴财税服务中

心
郭倩

中宁县福康花园A区1号
楼406室

一般项目：财务咨询；税务服务；打字复印；办公服务；
办公用品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个体工商户

11
宁夏谷茂源商贸有限公

司
马古儿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乡东
盛村五队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砖瓦销售；饲料原料销售；草
种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1
有限责任公

司

12
宁夏秋粒收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牛海庆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彰恩
村五队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作物收割
服务；天然草原割草；树木种植经营；农业机械服务；农
业园艺服务；林产品采集；灌溉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
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畜牧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业机械服
务；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有限责任公

司

13
宁夏杞道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徐建勇

宁夏中宁县物流园区二
号路以北、七号路以东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产品
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
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
产品批发；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1
有限责任公

司

14 中宁县楠楠服装店 赵雅楠
中宁县中心广场红宝商
贸中心6#商业楼1层02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5 个体工商户



15 中宁县雅诗美容店 张金凤
中宁县天仁名邸A区13
＃住宅楼1层112铺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美甲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15 个体工商户

16
中宁县宁旺劳保用品商

店
常昊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商
业广场C段综合楼1层15

号商铺

一般项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
零售；服装服饰出租；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
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零配件销售；灯具销售；家具安
装和维修服务；家政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15 个体工商户

17 中宁县主烤官烧烤店 吴静楠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C区
10号商业楼106铺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5 个体工商户

18
宁夏鑫达隆汽车修理有

限公司
张文龙

宁夏中宁县新堡镇汽车
城内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
修理；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汽车租赁；汽车零配
件零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润滑油销
售；轮胎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橡胶制品销售；塑胶表
面处理；金属工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凭授权经
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保险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5
有限责任公

司



19
中宁县佳枫建筑材料销

售部
邹佳枫

中宁县中央大道东城嘉
园2号楼1-2层07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水泥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
售；石灰和石膏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15 个体工商户

20
中宁县昌泰农副产品商

行
张楠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
心8＃商业楼1-2层35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
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5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望湘亭麻辣烫店 史红霞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
区12#商业楼1-2层11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6 个体工商户

22
中宁县宸宸商行观园壹

号分店
龚波

中宁县观园壹号A1座08
号房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6 个体工商户

23
宁夏杞泽耀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张博文

宁夏中宁县国际枸杞交
易中心8＃商业楼1-2层

01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
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6
有限责任公

司



24
宁夏鼎瑞宏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
马卫兴

宁夏中宁县喊叫水乡上
庄子村28号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鲜肉批发；牲畜销售；谷物种植；
畜禽收购；花卉种植；草种植；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食用农
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
其他相关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牲畜
屠宰；活禽销售；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6
有限责任公

司

25
中宁县小孙电气焊维修

部
孙海军 中宁县汽车城3号房

一般项目：电气设备修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6 个体工商户

26 中宁县世馨火锅店 马生梅
中宁县鸣雁路金岸家园
三期14＃商业楼1-2层

01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6 个体工商户

27
中宁县邻家生活用品超

市
高富清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7＃综合楼1层01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鲜肉零售；鲜蛋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用洗涤剂销
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化妆品零售（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6 个体工商户

28 中宁县强宁纱窗店 艾洪建
中宁县老南街县医院1

＃综合楼1层02

一般项目：门窗制造加工；金属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16 个体工商户



29
中宁县十里红商贸有限

公司
徐成旺

中宁县城新南街绿苑小
区5幢6号房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食
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农、林
、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中草药种植；中草药
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有限责任公

司

30 中宁县洋铭商业超市 顾洋
中宁县沃尔德都市花园

19-2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1
中宁县晨宇二手车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杨虎

宁夏中宁县喊叫水新庄
子村132号

一般项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二手车交易市
场经营；二手车经纪；二手车鉴定评估；二手车经销；汽
车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有限责任公

司

32 中宁县赵亮货运部 赵亮
中宁县正大路金岸骄子

24＃楼3单元602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3
宁夏润兴堂医药有限公
司中宁大战场西街药店

二分店
张永红

中宁县大战场西街4号
营业房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中药材
、中成药、中药饮片、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体外诊断
药品）（不含冷藏冷冻药品）、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
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化妆品、卫生用
品、计生用品、消毒用品、保健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34 中宁县十方顺运输部
马发图

买
中宁县城北街聚财路1

号1层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5
中宁县鼎尚鲜自助火锅

店
李会新

中宁县宁安北街汇金购
物广场四楼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自制饮
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6
中宁县杨子坤农副产品

销售店
杨建明

中宁县城平安西街吉鑫
综合楼1层01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新
鲜水果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庆达农产品经营

店
田福盛

中宁县城北二环北侧国
际枸杞交易中心西区

35#库房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
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8 中宁县鑫诚木材加工厂 黄芡芡
中宁县轿子山原石料厂

院内1号
一般项目：木材加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39 中宁县米豆副食商行 李林旭
中宁县市场街盐业公司
综合楼3号楼0单元17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40
中宁县少锋农副产品商

行
李少锋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
场1幢1号

许可项目：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
副产品销售；中草药收购（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7 个体工商户



1
中宁县智联信息咨询中

心
柳霞

中宁县中杞集团办公室
三楼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个体工商户

2
宁夏恒锐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卢国香

宁夏中宁县城南街世纪
春天14＃商业楼1-2层

11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农
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机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农
业机械服务；电气安装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有限责任公

司

3 中宁县大斌子酒馆 王斌
中宁县中心广场北侧红
宝商贸中心5#商业楼1-

2层09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8 个体工商户

4
宁夏贝佐斯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李世清

宁夏中宁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2-7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服装服饰批发；服装辅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日用杂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橡胶制品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有限责任公

司



5 中宁县聚红博商行 康宁祥
中宁县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中杞大厦4楼403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
用；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个体工商户

6
中宁县壹家豪阳体育舞

蹈培训中心
李玲

中宁县育才北路中瀛御
景B区12#商业楼1-2层

103

一般项目：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赛事策划；健身休闲活
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从事语言能力、艺术、体育
、科技等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服务机构（除面向中小学
生开展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体育用品及器
材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显示器件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体育用品设备出租；礼仪服务；文艺创作（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个体工商户

7 中宁县若水时光美容馆 党学红
中宁县新南街红宝南苑
3号商业楼1-3层08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18 个体工商户

8
中宁县北沟沿牛羊养殖

专业合作社
马鹏 中宁县喊叫水北沟沿村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农作物种子经营；食品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草种植；肥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农民专业合

作社

9
宁夏喜呈机动车检测检

验中心
胡苏贤

宁夏中宁县物流园区为
民建材港二期微小企业
创业园4B车间1层01、

6B车间1层01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机动车检验检
测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报检业务；代驾服务；停车
场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物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非公司私营

企业



10 中宁县音悦汇酒吧 黄辉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
然怡居小区15号楼11号

营业房

许可项目：歌舞娱乐活动；餐饮服务；酒类经营；食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021-06-18 个体工商户

11
中宁县建顶二手车销售

有限公司
郭华

中宁县汽车城东星汽车
配件仓储中心C1-6＃库

房1层01号

许可项目：二手车拍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二手车经销；二
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二手车鉴定评估；二手车经纪；汽车
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1-06-18
有限责任公

司

12
宁夏灯火广告装饰有限

公司
白洪瑞

宁夏中宁县金岸骄子2
幢1层103铺

一般项目：广告制作；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
修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
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建筑
用石加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礼仪
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施工程施
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工程总承包；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公路管理与养
护；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18
有限责任公

司

13 中宁县比特鸭货熟食店 曹钰
中宁县红宝贵宾楼1层

02
许可项目：小餐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14
宁夏杞遇客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钟彦兵

宁夏中宁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409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酒类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鲜
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的
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1
有限责任公

司



15
中宁县福睿养殖家庭农

场
马学山

中宁县喊叫水乡贺家口
子村055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牲
畜销售；草种植；谷物种植；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1
非公司私营

企业

16
宁夏杞昌荣商贸有限公

司
王惠

宁夏中宁县城北街城建
局北侧1幢1层

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
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包装服务；装卸搬运（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1
有限责任公

司

17
中宁县弘振农产品经营

部
徐镇 中宁县营盘滩村二队

一般项目：蔬菜种植；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
副产品销售；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18 中宁县旺成商行 朱红梅
中宁县东街县政府西侧
（四中小区）3#房03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19
宁夏慧之星医疗器械销

售有限公司
郑存亮

宁夏中宁县商城西侧建
材市场1＃商业楼1-2层

08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化妆品
零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足浴服务；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有限责任公

司



20 中宁县杞头并进商行 胡紫翔
中宁县城关村六队1幢

027号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中
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纸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微之利水果蔬菜

店
陈新华

中宁县老南街解放桥头
1号房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2
宁夏沐阳人壹号铺子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一江

宁夏中宁县物流园区东
星汽车配件仓储中心城
8＃综合楼1-2层06号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汽车租
赁；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有限责任公

司

23
中宁县杨杨汽车养护服

务中心
杨尚辉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
区11＃综合楼1层08

一般项目：洗车服务；洗车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4
中宁县凯琳商贸有限公

司
马艳芳

中宁县观园悦府S9#商
业楼1层103铺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新鲜蔬菜零
售；安防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文具
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零售；电气设
备修理；电气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总质量4.5吨及以
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1-06-21
有限责任公

司



25 中宁县星期酒酒馆 张岩
中宁县丰安路畅和雅园

7-15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6 中宁县兴成货运部 王兴成 中宁县南湾村五队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7 中宁县聚客香餐厅 马万福
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金

山建材城一排1号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8 中宁县想见你酒馆 裴军奇
中宁县平安东街锦绣苑
B区2＃商业楼1层23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1 个体工商户

29
中宁县藏奥堂足浴店沃

尔德分店
邢菊红

中宁县宁安北街沃尔德
都市花园17号商业楼1

层114

许可项目：足浴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2 个体工商户

30 中宁县四季香约商行 宋伟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批
发市场1#综合楼1-2层

14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
新鲜水果零售；水产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针纺织品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玩具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
售；化妆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烟花爆竹零售；保健食
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21-06-22 个体工商户

31
宁夏佳鹏泽工程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
梁佳

中宁县畅和雅园5＃商
业楼09号二层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体育用品设备出
租；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
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
破作业除外）；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
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业机械销售；建
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2
有限责任公

司



32 中宁县糖璇便利店 温凤霞
中宁县滨河路煜基-金
庭雅园11#商住楼1层

04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2 个体工商户

33
中宁县大舌头麻辣烫餐

饮店
牛彦彦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
A区11#综合楼1-2层06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2 个体工商户

34
中宁县黄涛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
黄涛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七
队021号

一般项目：家政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
装服务；电气安装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对外
承包工程；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
工；日用百货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气
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家具零配件销
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电池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
电工器材销售；日用杂品销售；灯具销售；制冷、空调设
备销售；树木种植经营（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2
有限责任公

司

35
中宁县燕志农副产品商

行
田燕香

中宁县毛营村六队065
号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
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2 个体工商户

36 中宁县跃翔餐吧 陈鹏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
然怡居16#商业楼1-2

层14号

许可项目：小餐饮；酒类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2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

公司枸杞东苑店
高原

中宁县城育才路北段枸
杞花园东苑32＃商业楼

1层17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日
用百货销售；鲜肉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厨具卫具
及日用杂品批发；食品用洗涤剂销售；粮油销售、卤肉制
品、豆制品、糕点、鲜面条、凉菜加工、销售（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2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38
中宁县杞好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吴兴国

中宁县石空镇枣二村三
队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食用农产品
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箱包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
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办公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2
有限责任公

司

39
中宁县德立信金庭雅园

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段军章

中宁县城滨河路煜基-
金庭雅园1＃商业楼1-2

层03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食品经营；消毒器械销售；食品互
联网销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妆品零
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劳动
保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养生保
健服务（非医疗）；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电子产
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2
有限责任公

司



40
中宁县涵晗农副产品销

售店
田吉盛

中宁县枸杞加工城09-3
号房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1 中宁县秀娟米面加工厂 白秀娟
中宁县南湾村三队010

号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2
中宁县苏叶农副产品商

行
李朋

中宁县平安西街瀛海花
园7号商住楼1层28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3
宁夏柒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徐华

宁夏中宁县殷庄大社区
D区5号商业楼104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林业产品销售；
化肥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非融资担保
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农药批发；农药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3
有限责任公

司

44 中宁县荣通货运部 马旭艳
中宁县富康路福康花园

4号楼5单元201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5
中宁县鸿文馨文化用品

商行
韩良勤

中宁县盛世花园南区50
幢01号营业房

一般项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
售；家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广告设计、代理；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纸制品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制造；交通
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广告制作；新鲜水果零售；农副
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望湘亭麻辣烫店 贺亮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
区12#商业楼1-2层11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7
中宁县宏特农副产品经

营部
张建宏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一
队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中草药收
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8
中宁县智峰办公用品经

营部
刘国瑞

中宁县平安东街世纪花
园锦绣苑B区二期17＃

商业楼1-2层12

一般项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
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玩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图书
出租（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49 中宁县民康药店 李建刚
中宁县石空镇太平村3

＃营业房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医
用口罩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
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2021-06-23
非公司私营

企业

50 中宁县愉盛设备安装部 尤金玉
中宁县新南街水利小区

1幢8号

一般项目：电气安装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非电力家
用器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
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51 中宁县康爱莲运输部 康爱莲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A
区27号楼4单元401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3 个体工商户



52
宁夏曼迪娜网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中宁分公司

冯正贵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东

盛村六队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服
装服饰零售；化妆品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互联网直
播服务（不含新闻信息服务、网络表演、网络视听节
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小食杂；家
禽屠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21-06-23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53 中宁县田先森商行 田华
中宁县观园悦府6＃公

寓楼1层103铺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4 个体工商户

54 中宁县鑫喜枸杞加工厂 董晓敏 中宁县宋营小学北侧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枸杞购销；农副产品销
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
中草药收购（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4 个体工商户

55 中宁县轻尚女装店 巫佳玉
中宁县恒辰世纪财富商

业广场3A座126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美甲服
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2021-06-24 个体工商户



56
中宁县裕得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
张彦峰

中宁县物流园区堆场区
2号

一般项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保
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
力设施器材销售；金属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4
有限责任公

司

57 中宁县阿娟造型店 杨娟
中宁县平安西街丽景豪

城10号楼0单元01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美发饰品销售；日
用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4 个体工商户

58 中宁县紫缘阁酒馆 蒋照东
中宁县丽景豪城5幢08

号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06-24 个体工商户

59
中宁县添颂防水材料经

营部
王世军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
场18幢13号房

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石棉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
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水泥制品销售；塑
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住宅水电安
装维护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用设备修理；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1-06-24 个体工商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