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统计表（五十四）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中宁县繁星音乐烧烤餐吧 崔祥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1160号二层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2
宁夏王小枸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王文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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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 中宁县卫祥牛肉面馆 陈浩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1160号一层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4 中宁县信升食品有限公司 刘国祥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黄滨村十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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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 中宁县微之利水果蔬菜店 陈新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老南街解放桥头1号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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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6
中宁县君瑞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谭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花园8#综合楼
1-2层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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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7 中宁县杨府羊排面馆 杨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水木兰亭18#商住
楼1层07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8 中宁县大舌头麻辣烫餐饮店 牛彦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区11#综
合楼12层06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9
宁夏中宁县兴业农牧生态有
限公司

铁继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恩和镇曹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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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中
宁分公司金庭雅园营业厅

康瑞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北街035号煜
基金庭雅园1#综合楼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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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1 中宁县黎龙商行 黎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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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2 中宁县迈德思客快餐店 黄朝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红宝商贸中心
016号

自制饮品制售(不含使用压力容器
制作)，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3 中宁县后海酒吧厅 单金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然
宜居15号楼0单元02.03.04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4 中宁县宁安镇人民政府 张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平安西街
糕 点 类 食 品 制 售 ( 不 含 裱 花 糕
点)，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5
宁夏杞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华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6
号楼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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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4 食品经营许可证

16 中宁县解馋小吃店 姜金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西街1幢06号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1-08-0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7 中宁县小余儿米线店 余丽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区23号楼
0单元17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8 中宁县好食汇餐馆 万里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利民街二楼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9 中宁县妙小柒餐馆 郭小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育才路育才锦苑4#楼
08号房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0
中宁县高老荘商贸有限公司
平安东街店

高扬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南河花园五期
25幢2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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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21 中宁县康文斌调料海鲜店 康文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东侧营业房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 2021-08-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22 中宁县大红门肉店 孔海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标准化市场3-5号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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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5 食品经营许可证

23 中宁县芸燕纯骨汤牛肉面馆 米成莲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南街新村1层20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4 中宁县缘味酒馆 任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A区1#商业楼
12层11号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5 中宁县新滋味一元火锅店 杨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世纪花园锦绣苑B
区二期17号楼1层06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6 中宁县八里香牛肉面 高星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规划区红宝驾校考
场01-03号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27 中宁县过锅瘾餐厅 周浩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7#
综合楼 1层05-06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28
中宁县红色因子农副产品中
心

吴春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西侧建材市场4
幢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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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29 中宁县夜烤烧烤餐厅 孔令成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路北段枸杞花
园东苑32#商业楼1-2层02

冷食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
售

2021-08-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30 中宁县吖咪哆冷饮店 王东惠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振兴小区9幢02号房 自制饮品制售 2021-08-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1 中宁县梨酒巷烧烤店 孙彦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区12#商业
楼12层16号

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
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2 中宁县艺榕杂碎馆 马凯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街华润综合楼1幢3号
营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3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
杞乡经典店

高扬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杞乡经典A区1#商
业楼1-2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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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34
中宁县高老莊商贸有限公司
枸杞东苑店

高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路北段枸杞花
园东苑32#商业楼1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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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35
中宁县五宝生鲜食品配送超
市

付健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区三
号商住楼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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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销售)

2021-08-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36
宁夏老百姓医药有限公司中
宁盛世南区店

关青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路天仁名邸
19-3号营业房

预包装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
配方乳粉销售)

2021-08-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37
宁夏老百姓医药有限公司中
宁平安东街店

关青霞
宁夏--中卫市 --中宁县 --锦秀苑 B区二期
16#10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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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38 中宁县永兰商行 马永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物流园区为民建材巷A3区
1#商业楼1层05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9 中宁县川香万家早餐店 史小川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南街新村1幢103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0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0 中宁县万玲商行 万玲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林业局楼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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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0 食品经营许可证

41
中宁县兴源石油实业有限公
司

白冰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寺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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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0 食品经营许可证

42
中宁县金岸八里香牛肉拉面
馆

张春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0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3
中宁县舟塔乡康滩村村民委
员会

王立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舟塔乡康滩村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1 食品经营许可证

44 中宁县军祥商行 马自鋆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杞乡经典A区北门
27号楼15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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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1 食品经营许可证

45 中宁县大红门肉店 孔海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街长鼎宾馆1幢
5号房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散装食品（含熟食）销售

2021-08-11 食品经营许可证

46 中宁县尚品冰城奶茶店 刘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杞乡经典B区12#营业房12
号3号营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1-08-11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7 中宁县紫缘阁酒馆 蒋照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丽景豪城5幢8号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1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8 中宁县朵朵农副产品店 雷彬彬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枸杞交易中心5#商
业楼1-2层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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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49
中宁县舟塔乡孔滩村村民委
员会

曹金凤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舟塔乡孔滩村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0 中宁县诚锦商行 马淑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批发
市场11#综合楼1-2层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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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1 中宁县西门特色王饭庄 张彦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西环路舟塔路口
旁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2 中宁县鑫荣商行 王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正大路人民广场西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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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3 中宁县博轩商行 周晶晶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开元宾馆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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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中卫石油分公司中宁黄
桥加油站

苏新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黄桥村109
国道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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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5 中宁县糖豆川味饭馆 冯婷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观园悦府6#公寓楼1层106
铺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6 中宁县铁子酒馆 宋铁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扬小区34号营业房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7
中宁县宁安镇利民社区居民
委员会

马凤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平安西街
111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58 中宁县徐永锋大肉店 徐永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
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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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59 中宁县劲味牛肉面馆 张满言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水木兰亭10#楼1
层12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0 中宁县伊荣和拉面店 田美燕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 南路西侧B10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1 中宁县晨光早餐店 薛胡刊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天仁鹏欣丽都1#营业
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2 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王方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丰路1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6 食品经营许可证

63 中宁县泽坤商行 康永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宁县新市北街
286号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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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6 食品经营许可证

64
中宁县卤味鲜熟食丽景豪城
店

陈春燕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大庆路丽景豪城8号营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5 中宁县许师傅手工面馆 许军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观园悦府2公寓1层107号房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6
中宁县兰生单采血浆有限责
任公司

路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原中宁
县人民检察院）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67 中宁县硕杞电子商务中心 曹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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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68
中宁县合诚交规理论培训商
行

刘双燕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物流园区为民建材
港A3区1#楼1-2层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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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69 中宁县布丁商行 方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大庆路1#综
合楼1幢01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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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70 中宁县惠众大药房 王劲博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为民城市
广场4#楼1-2层06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销售)

2021-08-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71 中宁县魏记小笼包店 袁继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商城聚财巷路北侧柳
琴综合楼1幢04号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2 中宁县夜焰烧烤店 尹海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水木兰亭1115号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3 中宁县善缘日用品店 武文花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丽景豪城
6#综合楼1层05

预包装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销售)

2021-08-18 食品经营许可证



74
中宁县茂源枸杞商贸有限公
司

董皓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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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8 食品经营许可证

75 中宁县紫竹砂锅面馆 冯燕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原科技局楼下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6 中宁县琴格熟食杂碎馆 万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区14#商业
楼12层03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7 中宁县小王牛羊杂碎店 王天天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 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8-1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8 中宁县家和面馆 魏秀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银水卓然怡居15幢10号营
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9 中宁县金品商行 李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丽景豪城5
幢10号房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 2021-08-1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0 中宁县偶遇烧烤店 陈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贸中心老政府北
侧1-2层14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1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1 中宁县自刚农副产品店 张自刚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江景公寓A区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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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2 中宁县迎福楼餐厅 刘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金庭雅
园3#商业楼11、12、13、14、15、16号房

冷食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
售

2021-08-1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3 中宁县侯志伟新疆炒米粉店 周俊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恒辰世纪财富商业广场A座
112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1-08-1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84 中宁县丽娟枸杞商行 张丽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A区12号
营业房

预包装（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散装（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

2021-08-1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85 中宁县好客烧烤餐厅 张道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A区
14#综合楼1-2层09

冷食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
售

2021-08-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86 中宁县黄氏综合商行 黄俊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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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87 中宁县音悦汇酒吧 黄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然
怡居小区15号楼11号营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88 中宁县慈安大药房 王蕊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煜基金庭雅园4#综
合楼1-2层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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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销售)

2021-08-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89 中宁县刘香砂锅店 刘万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朱营二队1层04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90 中宁县酒逢知己酒馆 郭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天仁名邸19#11商
铺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91
中宁县天才家族亲子园教育
辅导中心有限公司汇金分公
司

袁仲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汇金购物广场
三楼3206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92 中宁县津品牛火锅店 陈建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西街开元酒店1#综
合楼04层

冷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
售(不含裱花糕点)，自制饮品制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93 中宁县润灵大药房 崔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北街1幢111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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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销售)

2021-08-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94 中宁县张三商行 张连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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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5 食品经营许可证

95
中宁县舟塔乡田滩村村民委
员会

田少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舟塔乡田滩村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5 食品经营许可证

96 中宁县乐滋滋香酥牛肉饼店 季彦超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招待所家属楼1层5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97
中宁县万海生粮油商贸有限
公司

万海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第二粮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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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6 食品经营许可证



98 中宁县乡茗熟食店 赵建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大庆路毕文军综合
楼1号楼0单元03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99 中宁县阿楠羊杂店 周光楠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建局巷粮食局平房01号
营业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00 中宁县雍雅调味品批发商行 陶金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宁鲁中学院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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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1 宁夏诺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赢海花园7
号商住楼1-2层28

预包装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
品销售)

2021-08-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2 中宁县心聚鑫餐饮店 闫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规划区109国道南侧
3、4号营业房12层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2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03 中宁县小尤商行 尤天陆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丰安南街4号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散装（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

2021-08-2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04 中宁县爱心小情锅食品超市 毛润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金岸家园B区2#楼0
单元16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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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30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5 中宁县超级喵奶茶店 朱林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东街01号营业房 自制饮品制售 2021-08-30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06 中宁县魔饭小姐麻辣烫店 沈海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宏伟综合楼1幢14
号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31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07 中宁县七星渠德丰商店 殷燕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七星渠家属院
预包装（ 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
售，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

2021-08-31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08
中宁县舟塔乡靳崖村村民委
员会

裴泽民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舟塔乡靳崖村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8-31 食品经营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