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统计表（五十五）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中宁县优百家生活超市殷庄大

社区分店
蒋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殷庄大社

区D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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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1 食品经营许可证

2 宁夏莎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何佳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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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1 食品经营许可证

3 中宁县隆盛超市 田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金岸家园

C区1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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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1 食品经营许可证

4 中宁县红昌商行 王丹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影剧院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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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1 食品经营许可证

5 中宁县梅梅麻辣烫店 张文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基世

芳豪庭3#商业楼1层11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01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 中宁县惠客百货商行 孟珍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洼路村三队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9-01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 中宁县阳晨轻居酒店 刚洁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老南街

18号
预包装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0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8 中宁县旺轩副食商行 张学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聚财路1

幢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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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9 中宁县丰旺商行 王晓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朱营村五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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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
中宁县名杞坊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张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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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3 食品经营许可证

11 中宁县园园包子铺 许园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瀛海城市花园

8幢10号
预包装（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
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0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2 中宁县查特熊便利店 麦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宁县县

城富康路_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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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6 食品经营许可证

13 中宁县差一毛副食商行 周文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丰安北街天仁

家园五区1#综合楼1层24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销售

2021-09-0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4 中宁县味来主角元气焖饭店 崔晓翠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A区23#商业楼1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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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5 中宁县陆涛麻辣烫店 陆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供销

社平安家园1#综合楼1层02号
预包装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0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6 中宁县袁五牛羊杂食品店 马晓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

市场11幢06号房
散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9-0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17
中宁县山里农夫土特产有限公

司
唐学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新

胜村一队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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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8 食品经营许可证

18 中宁县老院子味道米线店 李球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

基金庭雅园4#综合楼1-2层04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19
中宁县胖大姐麻辣烫店煜基分

店
马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

基世芳豪庭2#商住楼1层06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20 中宁县康学春调料店 刘金花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北大棚05

号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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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1 中宁县裹个凉皮店 王文彦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开元新

居6#楼1层12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0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2 中宁县小解凉皮麻辣烫店 解西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千城

景苑1号楼1层09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0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3 宁夏红玉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计雪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枸杞加工
城宁夏弘耘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区创业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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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0 食品经营许可证

24 中宁县街角奶茶店 李涛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水木

兰亭18#商住楼1层01
热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1-09-10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5 中宁县盛旭昌副食工作室 李林旭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丰安北街天仁

家园五区1号楼0单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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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0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26
宁夏德立信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中宁金庭雅园店
赵永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煜

基-金庭雅园1#商业楼1层03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9-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27 中宁县头等舱音乐会所 田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

经典A区1#商业楼1-3层15号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28 中宁县咿呀宝贝孕婴童店 殷慧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红

宝南苑1#综合楼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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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

售)，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

2021-09-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29 中宁县杞好韵农副产品经营店 陈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

交易中心6号楼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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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30 中宁县裕燊烧烤餐厅 张小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西侧

建材市场6#商业楼01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31
宁夏存林石油有限公司恩和加

油加气站
周存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恩和镇规
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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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3 食品经营许可证

32
宁夏黄羊古落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王永顺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余丁规划
区

预包装食品,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4 食品经营许可证

33 中宁县正宁枸杞加工厂 张俊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农特

产品批发市场4号楼1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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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4 食品经营许可证

34
宁夏中宁县杞商诚土特产有限

公司
张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民族花园5
号营业房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散装食品（不含熟食）销售，其他
类食品制售

2021-09-14 食品经营许可证

35 中宁县牛签签串串火锅店 吴龙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

为民广场一层8幢108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4 食品经营许可证

36 中宁县舒欣商行 黄正乾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蓝天13号营业

房01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销售

2021-09-1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7
中宁县蜜雪冰城饮品店金岸分

店
李朋超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金岸家园24#

商业楼1层02
预包装食品销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1-09-1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8 中宁县小孔杂碎馆 肖柯亿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路北段百

合家园1#综合楼1层21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1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39 中宁县阿薇百货超市 陈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宁县刘

营村十四队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 2021-09-15 食品经营许可证

40 中宁县萌萌商店 张宏梅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朱营六队3号

房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9-15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1 中宁县华鑫餐厅 焦桂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东街建

设银行院内004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6 食品经营许可证

42 中宁县家润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高文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146号悦泽电子商务大厦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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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装食品（含熟食）销售，特殊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销售)，其他类食品制售

2021-09-16 食品经营许可证

43 中宁县海英麻辣烫店 门海英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福康花园A区9

号商业楼1层06号房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4 中宁县丽丽凉皮麻辣烫店 田向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金岸家园A区

21#商业楼1屋02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1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5 中宁县花桂香手擀面馆 任云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滨河路金庭雅

园1#商业楼1层02

预包装食品销售，预包装（含冷藏冷
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1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46 中宁县益康大药房 张静芬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观园悦府

6#楼101.102营业房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9-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47 中宁县开心海鲜店 朱凤云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丰安北街

天仁家园3号楼19号商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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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食品制售

2021-09-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48 中宁县高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刘珂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滨河路

煜基世芳豪庭4#商住楼1层03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特殊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特殊食品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销售)

2021-09-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49 中宁县良源熟食店 黄思通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天仁名邸小区

19幢01号
预包装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1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0 中宁县牛不牛纯汤牛肉面馆 李习成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英郡年华2#商

住楼12层06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1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1 中宁县琳琳蔬菜水果店 康惠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红枸杞商

贸有限公司商住楼D段18B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2021-09-17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2 中宁县丰鑫日用品商行 陈兵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

瀛海花园9#商业楼1层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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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8 食品经营许可证

53 中宁县博伟生活用品超市 白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锦绣苑A区商业房1层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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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4 中宁县沁养生农副产品店 朱梅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荣华苑1幢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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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5 中宁县康氏果蔬超市 康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翡翠天辰

20#楼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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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56 中宁县意达超市 黎克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世纪花园东区

13#商业楼12层08
预包装食品销售，预包装（含冷藏冷
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2021-09-2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7 中宁县蜀门红涮烤火锅店 阮班文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汽车

站综合楼13层13
预包装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2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58 中宁县物邻美超市红宝分店 裴小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54号

红宝商贸中心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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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类食品制售

2021-09-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59 中宁县物邻美蜀门火锅店 裴小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宁安

苑1#商业楼1-2层26
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60 中宁县物美超市 裴小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黄滨宁安

苑20号-23号营业房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其他类食
品销售

2021-09-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61 中宁县集尚小吃店 梁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宏伟

1#综合楼1层12号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
品制售

2021-09-2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2
中宁县大口味鸭脖店盛世南区

分店
田建德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

园南区21#商住楼1层02
散装食品销售 2021-09-23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3 中宁县宋燕粮油食品配送中心 宋燕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

批发市场2栋10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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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64 中宁县学子商行 张晶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都市花园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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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65 中宁县伊清源肉食有限公司 张登山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丰安南街

营业房（中心市场）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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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66 中宁县第五幼儿园 黄兴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锦绣广场

以北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67 中宁县金翅鸟音乐餐厅 杨焯惠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世纪花园东区12#综合楼1层
冷食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68 中宁县意式披萨店 王亚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新小区原农

机公司西侧4号营业房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
类食品制售

2021-09-24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69 中宁县汇恒商贸有限公司 王占宁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创

业村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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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食品经营许可证

70 中宁县舒乐苑餐饮总店 董勤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

经典A区
冷食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6 食品经营许可证

71
中宁县四季轩家常菜馆枸杞东

苑分店
张凡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段

枸杞花园东苑31#商业楼31幢07
号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6 食品经营许可证

72 中宁县冰果可茗奶茶店 梁海宁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老南街赢嘉综

合楼1号楼5单元102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自制
饮品制售

2021-09-26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3
中宁县爱家生活超市老南街分

店
张学宁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世纪花园锦绣苑B区二期15#商业

楼1层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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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食
品销售

2021-09-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74 中宁县第四幼儿园 李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白桥村 糕点类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75 中宁县康丽商店 康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老南街建

行商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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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76 中宁县第七幼儿园 汪凤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环路郭

庄棚户区东
糕点类食品制售(含裱花糕点)，热食类
食品制售

2021-09-27 食品经营许可证

77
中宁县雨茉音乐餐吧卓然怡居

分店
康文斌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育才

南路卓然怡居15#商业楼1-2层08-

09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78 中宁县爱果冷饮店 李晓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张榜忠综

合楼1层01
自制饮品制售 2021-09-28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79 中宁县菜园子生活超市 王海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世纪花园-

锦绣苑院内营业房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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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0 中宁县金杞源百货店 李富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新
建村二队宁夏众信康农科技有限

公司厂房东办公楼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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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宁支公司
高昊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西街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1-09-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2 中宁县米多多便利店 黎雄雄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

红宝家园4幢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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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3 中宁县鱼乐母婴店 刘文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北路

杞商福邸2#商业楼1-2层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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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2021-09-29 食品经营许可证

84 中宁县勇利农副产品经营店 高月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6号楼0单元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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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9
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