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统计表（五十三）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中宁县鑫旺顺枸杞商行 孔鑫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鸣雁路杞商福邸4-16号营业房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2 中宁县田先森商行 田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观园悦府6#公寓楼1层103铺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 中宁县跃翔餐吧 陈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然怡居16#商业楼

12层14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4 中宁县胡三调味店 胡晓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5 中宁县茗泰便利店 徐金楷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观园悦府S10商业

楼1层103铺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6 中宁县水浒村音乐餐厅 李彤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金岸家园三期16幢13号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7 中宁县四季香约商行 宋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批发市场1#综合

楼1-2层14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8 中宁县原汁冒菜店 王瑞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区14号综合楼12

层12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
售

2021-07-0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9 中宁县万福苑餐饮店 万亮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园南区22#商住楼1

层13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10 中宁县全加优生活用品超市 孙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园北区1#商业楼

1-3层01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11
宁夏润兴堂医药有限公司中

宁县鸣沙街三分店
潘丽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鸣沙镇鸣沙农贸市场西侧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12 中宁县齐旺砂锅馆 白向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开元新居3-4号103号营

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13 中宁县小逸仙水果超市 张振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杞乡经典A区1号楼0单元03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特殊食品销

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14 中宁县望湘亭麻辣烫店 贺亮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区12#商业楼12层

11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15 中宁县亦香熟食店 马虹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宁华家园5号房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16 中宁县乡味居汉餐厅 胡建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盛世花园南区22憧02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17 中宁县十里红商贸有限公司 徐成旺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新南街绿苑小区5幢6号房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7 食品经营许可证

18
中宁县杞舰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王雄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2号楼5层

01等3户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7 食品经营许可证

19
宁夏润兴堂医药有限公司中

宁县滨河新城药店
赵彦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滨河新城1#商业楼

06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07 食品经营许可证

20 中宁县小厨大智餐厅店 刘建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卓然怡居15#楼1-2层05营业房
冷食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

制售
2021-07-07 食品经营许可证

21 中宁县盛宏药店 贾立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石空工业园区华夏特钢生活区

3＃楼11号房屋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07 食品经营许可证

22 中宁县馋嘴麻辣烫店 刘钧建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瀛御景B区11幢0单元12层116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23 中宁县比特鸭货熟食店 曹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贵宾馆1层02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24
宁夏杞岫大地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祝海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区15#商业楼

32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08 食品经营许可证

25 中宁县南般若素食咖啡馆 谭彩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金岸家园A区
散装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

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1-07-0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26 中宁县聚客香餐厅 马万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金山建材城一排1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27 中宁县时光小酒馆 汪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正大路福康花园A区2#商住楼1层

06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0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28 中宁县五味商行 冯玉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区14#商业楼

1-2层02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特殊食品

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29 中宁县鲜馋后饱餐饮连锁店 张少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A区1#商业楼12层17
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

售
2021-07-2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30 中宁县陪相伴烧烤餐厅 郭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世芳豪庭1#商住楼

3号营业房

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

制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6 食品经营许可证

31 中宁县盛源海鲜水产商行 郭应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农贸市场东大门口11-4号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26 食品经营许可证

32 中宁县名香泰杂碎馆 胡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杞乡经典C区3号商业楼12层39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33 中宁县云鼎娱乐酒吧 黄沛尧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恒辰世纪商业广场A

区1#综合楼酒店3层02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34
中宁县爱家购物广场金岸明

珠店
张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21号商业楼1-

2层8-11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特殊食品销

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食品销

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2021-07-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35
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村民委

员会
张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36 中宁县房氏谷谷粥早餐店 徐佳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绿苑小区1幢5号楼02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37 中宁县串天天火锅店 谭建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区24#商业

楼1-2层01号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38 宁夏润煌商贸有限公司 杜元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都市花园16#商业楼

1-2层12号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销售)
2021-07-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39 中宁县学友便利店 李晓英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东街杞乡经典C区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特殊食品

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7-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0 中宁县顺利商店 沈淑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街卓然怡居东区门口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销售)
2021-07-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1 中宁县圣果堂商贸有限公司 王文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9#交易大厅

4#营业房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2
宁夏青都旗舰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张国彪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电子商务孵化中心1区002号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3 中宁县爱尚你小吃店 白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福康花园9#商住楼1层17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

品制售
2021-07-2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44 中宁县众人餐饮有限公司 蒙学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渠口农场中达渠口商贸城二号

楼3层、4层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冷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裱花糕

点)，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45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宁

县供电公司
韩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46 宁夏杞大洲商贸有限公司 葛巧惠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时代万象商业广场1号楼0单元

49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销售
2021-07-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47 中宁县车库酒吧 严宗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美食娱乐城恒辰世纪商业广场

B区3A#商业楼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48 中宁县姐妹辣糊糊小吃店 王甜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区25#楼0单元01

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7-2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