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办理统计表（五十六）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宁夏优鼎化工

有限公司
张雪菲 宁夏中宁县水木兰亭14-1-05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
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玻璃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环境应急检测仪器仪表
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磁性材料
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
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五金
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
具用品零售；矿山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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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有限责任公司

2
中宁县文浩商

行
詹玉全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4＃商业楼2
层10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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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3
中宁县威利斯
服装工作室

赵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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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B

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
饰批发；服装、服饰检验、整理服务；服装服饰出租；个人卫
生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化妆品批发；礼仪服务；专业设
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个人商务服务；影视美术道具置
景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租借道具活动；家居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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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4
中宁县胡忠庆
食品有限公司

朱玉华 中宁为民城市广场8号楼8B02室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
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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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批发；
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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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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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有限责任公司

5
中宁县塌塌米
床垫经营部

孟玮红
中宁县丰安路红宝建材城18-15号营

业房
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家居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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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6
中宁县沁氤氲
新零售中心

潘佳才 中宁县潘营村一队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个人互联
网直播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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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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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7
中宁县壹辉商

行
吴旭辉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批发市场4＃商
业楼1层10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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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8
中宁县韩式餐

饮店
刘丽玲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然怡居1#商住
楼1层12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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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9
中宁县壹禧饺

子馆
李宁 中宁县新南街六标段3单元12号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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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10
中宁县隆武工
程设备租赁部

隆文锦
中宁县城新市街永昌综合楼1幢2号营

业房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
备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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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11
中宁县煌世木

门经销店
曹飞

中宁县红宝西花园B区3＃商业楼1层
02

一般项目：日用木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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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 个体工商户

12
中宁县银诚机
械租赁经营部

王银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卓然怡居3＃综

合楼1层05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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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个体工商户

13
中宁县永好农
产品经营部

朱凤霞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9号楼0单元

76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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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销售；化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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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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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个体工商户

14
宁夏明盛佳慧
旅游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李明

宁夏中宁县城红宝商贸中心1＃2号营
业房

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游乐园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
询；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农村民
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旅行社
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普通露
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特
种设备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休闲娱乐用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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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有限责任公司



15
中宁县杞城香

卤酒馆
马志新 中宁县水木兰亭18幢11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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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个体工商户

16
宁夏和兴建硕
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李竹才

宁夏中宁县殷庄大社区C区1号楼104
商铺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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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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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有限责任公司

17
中宁县好神杞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李宗林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区5号商业楼104
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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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谷物销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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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
活动）；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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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有限责任公司

18
中宁县济康保
健按摩中心

王鹏 中宁县太阳城养老服务中心8＃楼1层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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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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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个体工商户

19
中宁县南小芳
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南小芳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村六队026号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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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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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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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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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有限责任公司

20
宁夏中烁财税
无忧财务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刘婷
宁夏中宁县城新南街迎宾苑商业楼1

幢7#房
一般项目：财务咨询；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税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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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有限责任公司

21

宁夏大唐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徐套加油加

气充电站

徐和 宁夏中宁县徐套乡109国道北侧

一般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洗车服务；停车场服务；日用百货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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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9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22
中宁县优品干

果店
刘辛

中宁县城育才路北段枸杞花园东苑31
＃商业楼1层25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
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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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加
工的坚果、干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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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23
中宁县光波文
化传媒有限公

司
吴波

宁夏中宁县锦绣苑B区二期14＃综合
楼1层22

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平面设计；图文设计制作；办
公服务；打字复印；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
务；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文艺
创作；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文化、办公用设备
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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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有限责任公司

24
中宁县麦田蛋

糕店
张秀秀

中宁县平安东街供销社平安家园1＃
综合楼1层08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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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25
中宁县贝茜妮

女装店
林兵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北侧红宝商贸中心
5＃商业楼1-2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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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26
中宁县紫燕理

发店
刘燕

中宁县城平安街汽车站综合楼2号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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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27
中宁县小角色
造型美发店

刘振华 中宁城北街城关村综合楼1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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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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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28
中宁县穆阿婆
餐饮管理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田海涛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新南街

开元新居沿街商业楼1＃

其他组织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餐饮服务；企业管理；酒店管
理；食品互联网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售；个人
商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
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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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有限责任公司



29
中宁县民利商

行
杨慧艳

中宁县城新南街南街新村1号楼1层
1-13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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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
饮片）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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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30
中宁县丽芳养
殖家庭农场

黄淑娟 中宁县新堡镇创业村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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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31
宁夏悦顺商贸

有限公司
陈浩

宁夏中宁县城育才南路卓然怡居15＃
商业楼1层11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酒类经营；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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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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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
植；中草药收购；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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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对外承包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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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有限责任公司

32
中宁县美家亲

商行
康新岳 中宁县五三六处家属院门面房1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文具
用品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食
用农产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
售；办公用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家居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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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
（销售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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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33
中宁县泰元纺
织有限公司

陈永岐 中宁县恩和镇恩和村四队

一般项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面料纺织加工；纺纱加工；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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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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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有限责任公司

34
中宁县悦辰食
品零售商行

吴玉红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8#商业楼

1-2层07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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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农副产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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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35
中宁县众利莱
陶瓷经销店

张笑阳 中宁县宁安镇规划区南环西路
一般项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地板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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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36
中宁县芳芳养

殖场
黄淑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
创业村5队

羊的饲养；牲畜饲养；家禽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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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37
宁夏朝昊阳汽
贸有限公司

李玉花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乡红宝一条街营业

房

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二手车经销；物料
搬运装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轮胎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洗涤机械销售；润滑油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包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
务；洗车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软件开发；会议及
展览服务；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摄像及视频制作服
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
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文艺创
作；广告设计、代理；体育赛事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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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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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有限责任公司

38
中宁县丰衣阁

服装店
田丰

中宁县新堡镇利民街1＃综合楼（东
楼）1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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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39
中宁县云航摄
影服务工作室

万家辉 中宁县农业农村局楼下02号营业房

一般项目：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地理遥感信
息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智能农机装备销售；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民用航空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
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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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0
中宁县梦思兰

服装店
万春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红宝商贸楼3幢15
＃房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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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1
中宁县顺隆百

货店
史峰 中宁县宁安镇惠丰苑8-3-102室

百货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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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2
中宁县雾咖电

子产品店
王璐

中宁县五交化综合楼（百隆商城西）
03号营业房

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品、不含
烟草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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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3
中宁县亿科新
能源有限公司

李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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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
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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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宁县吉恒商
贸有限公司

吕小卫
中宁县石空镇机电市场5号楼19号商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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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消防
器材销售；树木种植经营；林业产品销售；木材销售；国内贸
易代理；销售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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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
石加工；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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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有限责任公司

45
中宁县东悦足

浴店
黎贤 中宁县石桥锦苑17-104营业房

许可项目：足浴服务；洗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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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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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浪淘沙

运输部
杨宝贵 中宁县天仁名邸28号楼3单元5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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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7
中宁县喜呈综

合门诊部
任学尧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C区14号商业楼
1-3层12

许可项目：诊所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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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
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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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48
宁夏荣瑞祥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

娄少斌 宁夏中宁县恩和镇曹桥村十三队
蔬菜种植；谷物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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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有限责任公司

49
中宁县水沐汇

足浴坊
李文斌

中宁县平安西街朱营二队2＃楼1-2
层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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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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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3 个体工商户

50
中宁县杞美誉
农产品经营部

刘庆锋
中宁县新水农产品加工创业园区1#楼

145号全通枸杞创业孵化基地

一般项目：蔬菜种植；水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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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3 个体工商户

51

宁夏众邦泰瑞
医药有限公司
中宁县枸杞花

园店

丁奎华
中宁县城育才路北段枸杞花园东苑32

＃商业楼16号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
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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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日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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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3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52

宁夏众邦泰瑞
医药有限公司
中宁县汽车站

店

丁奎华 中宁县汽车站综合楼1-3层26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
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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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日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
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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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3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53
中宁县计先生

服装店
计永禄 中宁县观园壹号南区B1幢15号房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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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个体工商户

54
宁夏杞晶华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鑫

宁夏中宁县迎宾大道东侧宁夏杞乡公
司2号综合楼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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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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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茶叶制品
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食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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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有限责任公司

55
中宁县塞尚鑫

商行
王治刚

中宁县北环路鹏欣丽都南区第5幢12
号房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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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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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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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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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个体工商户

56
中宁县瑞幅祥
布艺经营店

胡菊琴
中宁县平安街宏伟商贸综合楼1幢15

号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面料
纺织加工；针纺织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制造；鞋制
造；鞋帽零售；制鞋原辅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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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个体工商户



57

宁夏德立信医
药有限责任公
司中宁盛世花

园店

徐立清
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园1＃商业楼3号

营业房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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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
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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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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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58
中宁县四季天
天鲜果蔬店

王春 中宁县北街宁红商贸楼D段14号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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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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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个体工商户

59
中宁县鹏利服

装店
庄千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
百隆商厦3楼

服装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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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个体工商户

60
中宁县周掌柜

砂锅店
魏学峰

中宁县县城东街杞乡经典A区1号楼1
层23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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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递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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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个体工商户

61
中宁县杞红香
商贸有限公司

杨军
宁夏中宁县生产资料供应公司院内6

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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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
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
售；粮油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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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散装食
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食品生产；农作物种子经
营；茶叶制品生产；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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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有限责任公司

62
中宁县辣尚瘾

麻辣烫店
罗璇

中宁县城正大路福康花园10号商住楼
1层10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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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个体工商户

63
中宁县车联讯
机动车车务服

务中心
周生辉 中宁县汽车城大车区院内01号

一般项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安防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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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个体工商户



64
中宁县寿仁堂

大药房
魏晓燕

中宁县滨河路以南，丰安南街东侧观
园悦府S8商业楼1层110铺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
食品（预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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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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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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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非公司私营企业

65
宁夏通万家物
流有限公司

王稳宁
宁夏中宁县丰安南街农特交易中心1-

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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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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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有限责任公司

66
中宁县张文超
农产品经营部

张文超
中宁县平安东街红宝家园东区车库1

层07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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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零
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中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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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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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个体工商户

67
中宁县彩奇诗

内衣厅
董学科 中宁县南街百隆商厦2楼西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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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68
宁夏锦腾炭素

有限公司
付斌 中宁县石空工业园区

一般项目：阳极炭素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碳素制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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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有限责任公司

69
中宁县随缘阁

百货店
贾瑞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天仁营
业房001号南面

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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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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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0
中宁县维亮食

品加工厂
严维亮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舟塔乡
铁渠村五队054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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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1
中宁县燕姐理

发馆
张燕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红宝河
滨家园2＃商网13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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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2
中宁县蜜雪冰
城饮品店百隆

分店
陈琳 中宁县百隆商厦一楼东南区

一般项目：外卖递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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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
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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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3
中宁县尊禾堂

商行
谭洋

中宁县物流园区为民建材巷B区13号
商业楼1-2层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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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
经营；粮食收购；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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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4
中宁县娃娃的

童装店
龚鹏

中宁县新市街永昌综合楼1号楼1层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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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5
中宁县文籍商
贸有限公司

罗梓烜
中宁县城新南街开元新居沿街商业楼

1幢2＃

一般项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文具用品批
发；建筑材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
百货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母婴用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纸制品销售；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维修；办公服务；打字复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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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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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有限责任公司

76
中宁县宁丰畜

牧养殖场
陈发明

中宁县余丁乡金沙村十二队大佛寺以
北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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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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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非公司私营企业

77
宁夏宝龙工程
机械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
黑宝 宁夏中宁县徐套乡大台子村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农业机
械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装
箱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特种设
备出租；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屋拆迁服务；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管理；乡镇经济管理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园区管
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城市公园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农
业机械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工程用机械销
售；交通设施维修；农业园艺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
销售；通用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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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有限责任公司

78
中宁县新购商

行
李芳霞 中宁县殷庄小康村西一排3号

一般项目：打字复印；日用百货销售；广告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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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79
中宁县嘉友装

饰行
孙彩娟

中宁县观园悦府s6＃商业楼1-2层
101

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家具安装和维修服
务；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门窗
销售；地板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
造；石棉制品制造；密封用填料销售；建设工程施工；石灰和
石膏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耐火材料销售；平面设计；专
业设计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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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80
宁夏蓝芝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龚娅婷 宁夏中宁县东城嘉园24＃楼1-2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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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
原料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初级农产
品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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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

81
中宁县萱萱麻

辣烫店
席冬霞 中宁县福康花园A区10＃1层17号房

小吃服务；小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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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82
中宁县严闹闹

美甲店
严晓玲 中宁县宁新小区3号楼一单元101号

一般项目：美甲服务；箱包销售；珠宝首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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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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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83
宁夏志梦再生
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
刘家明

宁夏中宁县余丁乡永兴村九队郭家山
头原铁厂院内

一般项目：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木炭、薪柴销售；肥
料销售；废弃碳纤维复合材料处理装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木材收购；木材加工；生物质能技术
服务；木材销售；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生物质燃料加工；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
利用技术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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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

84
中宁县华耀物

流部
代华

中宁县汽车城小车区金牛运输公司综
合楼1-2层05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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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
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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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85
宁夏绿乾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赵永红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三队007
号

一般项目：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市容管
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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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谷物销售；树木种植经
营；谷物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中草药种植；中草
药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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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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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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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

86
中宁县永灿农
产品加工厂

王进军 中宁县刘营村七队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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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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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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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87
宁夏利鑫昶商
贸有限公司

郝学斌
宁夏中宁县城丰安北街天仁家园10＃

综合楼1层03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耗
材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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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

88
中宁县艳娟砂

锅店
张娟 中宁县天仁名邸28号楼9＃营业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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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89
中宁县乐睿商

业门市部
胡苏贤 中宁县正大路杞乡经典B区19-1

超级市场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日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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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90
中宁县益泽大

药房
张莉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观园悦
府6＃102铺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预包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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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售；日用品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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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非公司私营企业



91
宁夏金裕粮源
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何清 宁夏中宁县长山头农场一队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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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植；谷物种植；中草药收购；初级
农产品收购；谷物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化肥销售；卫生用杀
虫剂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
副产品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粮油仓储服务；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机械服
务；农业机械租赁；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
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报废农业机械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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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粮食收购；农作物种子经
营；农药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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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

92
宁夏华锦祥工
程有限公司

刘洋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

街瀛海花园2号楼0单元06

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
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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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市政
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土石
方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线、电
缆经营；卫生洁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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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

93
陕西益臻好食
贸易有限公司
中宁分公司

杨永刚 宁夏中宁县新堡镇新水路南段1-2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公共航空运输；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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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食品、农副产品研发；农副产
品加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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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94
中宁县萤蜜产
康健康管理中

心
王爱艳 中宁县雅泰城市花园5#综合楼1层08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婴幼儿洗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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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护理
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
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身休闲活动；家政
服务；母婴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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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95
宁夏巨拓工贸

有限公司
郝建秀

宁夏中宁县城鸣雁路金岸家园三期16
＃商住楼1-2层10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设备
修理；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安防设备
销售；染料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农业机械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交通设施维修；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
修理；仪器仪表修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
对外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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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有限责任公司

96
中宁县毕鹏商

行
毕鹏 宁县北街宁红商贸楼01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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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97
宁夏凯尚园建
筑有限公司

王楠楠
宁夏中宁县城东街杞乡经典C区15号

商业楼1-2层21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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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
（爆破作业除外）；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办公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保温材料
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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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有限责任公司

98
宁夏铭鼎汇贸
易有限公司

郝旺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城南街

世纪春天14＃商住楼1-2层19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消防器
材销售；日用品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合成材
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设备耗
材销售；水泥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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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有限责任公司

99
中宁县天杰农
林科技有限公

司
张磊

宁夏中宁县杞乡经典C区商网12#商
业楼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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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林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林业机械服务；林业产品销售；智能农业管理；农业生
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农业园艺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
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
防治技术服务；水生植物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肥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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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中宁县伟鼎农
产品销售部

康伟
中宁县恒辰世纪商业广场B区3AY#商

业楼1层33B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
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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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食用农产品批
发；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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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01
中宁县宝儿红

食府中心
陈斌

中宁县杞乡经典B区三期15号商铺楼
5号门面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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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02
中宁县恒辉商

行
陈辉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B区1＃商业
楼1-2层26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
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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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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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03
中宁县初颜美

容馆
门生荣

中宁县城东街振兴小区24＃综合楼1
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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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服务；化妆品零售；美发饰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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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04
中宁县轻柚快

餐店
薛红

中宁县杞乡经典18＃综合楼01号商
铺

一般项目：外卖递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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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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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05
宁夏黄小明建
筑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黄小明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育英南路新汽车站
对面01、02、03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防腐
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
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工具销售；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
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气安装服务；对外承包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门窗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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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有限责任公司

106
中宁县军祥货

运部
刘长喜

中宁县红宝农特交易中心1-53营业
房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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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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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07
中宁县小田早

餐店
田进忠 中宁县育才锦苑4号楼6＃营业房

许可项目：小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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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08
中宁县品杞商

行
唐志萍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一队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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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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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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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09
中宁县美琪保
温材料有限公

司
潘东

宁夏中宁县城平安西街丽景豪城16商
业楼1-2层02

一般项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防
火封堵材料生产；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
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防火封堵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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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有限责任公司

110
中宁县梅苓棠
养生保健服务

有限公司
王春 中宁县渠口利民家园门口东侧20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
装）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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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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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有限责任公司

111
中宁县众鑫家

政服务部
胡建平

中宁县城北街红枸杞商贸有限公司4
号综合楼1层11

一般项目：家政服务；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电气设
备修理；日用产品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建筑物清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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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12
中宁县石磊石

材店
石晓辉

中宁县新堡镇丽景豪城11号楼1-2层
02

一般项目：建筑用石加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地板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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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13
中宁县嗖喽美

容美发店
门晓磊 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园南区20-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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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个体工商户

114
中宁县缘梦家

商店
田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
东华村三队036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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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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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个体工商户

115
中宁县阳辉农
副产品经营店

赵辉 中宁县宋营四队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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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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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
售；中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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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个体工商户

116
中宁县哈德斯
炸鸡店恒辰世

纪分店

黑林
中宁县平安西街恒辰世纪D区世纪豪

景1＃1-2层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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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个体工商户

117
中宁县胖衣阁

服装店
张悦 中宁县城东街1号营业房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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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18
中宁县鑫越佳
禾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
何文兴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张台村三队

许可项目：草种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粮食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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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谷物
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水果种植；棉花种
植；麻类作物种植（不含大麻）；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
坚果种植；茶叶种植；中草药种植；草种植；农业机械服务；
灌溉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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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农民专业合作社

119
中宁县杞泰和

商行
徐晓玲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北街红
枸杞商贸有限公司4号楼04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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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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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0
宁夏龙康劳务

有限公司
杨华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工业园区院内东侧
伯仕兴工集团公司105室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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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工程施
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劳动
保护用品生产；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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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有限责任公司

121
中宁县御品香

蛋糕店
倪忠文

中宁县北街红宝商贸中心西门口向北
第二间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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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2
中宁县玉美悦
美养发服务中

心
刘佳欣

中宁县枸杞东苑14＃楼套内01号营
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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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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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3
中宁县胖大姐
麻辣烫富康分

店
白阿雨

中宁县城富康路福康花园A区9＃商
住楼1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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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外卖递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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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4
中宁县文霞美

容馆
马文霞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场18幢14号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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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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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5
中宁县锦诺建
筑材料批发店

魏静
中宁县宁安镇裕民街金岸家园22＃商

业楼1-2层09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水泥制品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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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6
中宁县渠口马
凤富养殖场

马凤富 中宁县太阳梁乡移民五村A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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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27
中宁县佳洋天
之昀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杨华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工业园区院内东侧

佰仕兴工集团公司1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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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
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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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有限责任公司

128
中宁县天之利
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杨佳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工业园区院内东侧
佰仕兴工集团公司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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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
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金属结构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
制造；金属结构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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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有限责任公司

129
中宁县杞堂红
农副产品经营

部
刘文艳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八队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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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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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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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6 个体工商户

130
中宁县佳洋瑞
态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李鹏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工业园区院内东侧
伯仕兴工集团公司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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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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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6 有限责任公司

131
中宁县恒源农
产品家庭农场

陈嘉敏 宁夏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一区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谷物种植；草种植；中草药收购；食
用农产品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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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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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6 非公司私营企业

132
中宁县天天想
胖燕子麻辣烫

店

谭艳 中宁县商城刘生贵商住楼一楼0单元8
小吃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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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7 个体工商户



133
宁夏旭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张旭

宁夏中宁县平安街千城景苑1＃综合
楼1-2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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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有机肥料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
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
术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业园艺服务；粮
油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运行
效能评估服务；贸易经纪；中草药种植；水果种植；坚果种
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油料种植；草种植；蔬菜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
植；树木种植经营；肥料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饲料原料销
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
电装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电气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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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
试验；建设工程施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肥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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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7 有限责任公司

134
中宁县丰农乐
农资经销部

沈建梅
中宁县平安西街丽景豪城7＃商业楼

1-2层01

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作物种子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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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销
售；园艺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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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7 个体工商户

135
中宁县福家楼

私房菜馆
张华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B区13＃商业楼
1-2层09

许可项目：小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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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递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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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9 个体工商户

136
中宁县嘉诺货

运部
黄少平

中宁县宁安北街中瀛御景A区18＃住
宅楼1单元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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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9 个体工商户

137
中宁县铭尚农
产品加工厂

雍成 中宁县新堡镇刘营村七队02号房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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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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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食用农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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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9 个体工商户



138
中宁县石兰清
农产品经营部

魏怀聪
中宁县新水农产品加工创业园区佰鑫

生物公司16＃A厂房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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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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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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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9 个体工商户

139
中宁县马明挂
车维修部

马少明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一般项目：挂车修理及维护：挂车零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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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140
中宁县原绿色
蔬菜店

马兰 中宁县大战场镇杞海村12排022号
一般项目：预包装兼散装食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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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141
中宁县英姿兰
化妆品店

杨琴 中宁县大战场镇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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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142
中宁县贺海渊
枸杞种植经销
部

贺海渊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村一队
一般项目：枸杞种植及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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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1 个体工商户

143
中宁县马治俊
蔬菜牛羊肉店

马治俊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特产品市场1号棚
17彩钢房

一般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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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144
中宁县杨彦彪
货运部

杨彦彪 中宁县大战场镇元丰村二队0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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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145
中宁县田进合
货运部

田进合 中宁县大战场镇宁原村31排0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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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146
中宁县梦涵衣
橱店

马晓江 中宁县大战场镇街道农贸市场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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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2 个体工商户

147
中宁县田轩儿
麻辣烫店

马智英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农贸市场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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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48
中宁县美肤堂
化妆品店

杨燕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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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49
中宁县马维林
货运部

马维林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盛村五队0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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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5 个体工商户

150
中宁县诗涵百
货商店

罗建平 中宁县大战场镇唐圈村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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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预包装兼散装食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玩具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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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9 个体工商户



151
中宁县全有空
气能专卖店

马全有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
一般项目：空气能设备销售与安装；供暖器材及配件销售；供
暖服务；润滑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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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52
中宁县鑫速捷
汽车修理厂

陈文鑫 中宁县白土岗子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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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53
中宁县杨利辉
汽车维修部

杨利辉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高速路口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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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54
中宁县武洋灯
饰卫浴店

李成保 中宁县大战场镇西街

一般项目：卫生洁具销售；灯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太阳能热水器销售与
安装；水暖安装及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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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1 个体工商户

155
中宁县忠山废
品收购站

杨忠山 中宁县大战场镇兴业村五队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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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156
中宁县荣辉保
健用品十三分
店

周荣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一般项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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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157
中宁县嘉慕中
药材购销部

马永虎 中宁县大战场镇街道东街
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中
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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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个体工商户

158
中宁县兰姐生
活美容馆

马耀兰 中宁县大战场镇街道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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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4 个体工商户

159
中宁县百食情
缘餐厅

杨世兰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109国道
许可项目：小餐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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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60
中宁县博尔菲
家纺店

马忠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贸市场
一般项目：床上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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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61
中宁县沙瑞手
抓私房菜馆

马宰贝 中宁县大战场镇南街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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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162
中宁县波波手
机通讯部

沈玉保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村二队
一般项目：代办电信、移动、联通业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
产品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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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7 个体工商户

163
中宁县贵哥伊
穆牛羊家庭牧
场

罗正贵 中宁县大战场镇元丰村六队
一般项目：牛、羊的收购、饲养及销售；谷物种植；谷物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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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8 个体工商户

164
中宁县竹子理
发店

买志艳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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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65
中宁县雏菊裳
服装店

王小燕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农贸市场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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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 个体工商户



166
中宁县德学建
筑租赁站

母德学 中宁县大战场镇兴业村三队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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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个体工商户

167
中宁县丁永贵
生熟肉店

马小军 中宁县大战场镇清河村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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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鲜肉零售；生熟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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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68
中宁县妥宏飞
货运部

妥宏飞 中宁县大战场镇马莲梁村三队0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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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 个体工商户

169
中宁县金丝灵

剪理发店
王银娣 中宁县大战场镇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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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2 个体工商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