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办理统计表（六十五）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中宁县脚板丫鞋店 侯菊红
中宁县城新市街10＃商业楼

1-2层01号
一般项目：鞋帽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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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 个体工商户

2 中宁县香卤阁熟食店 任晓琴
中宁县城育才北路水木兰亭

10号楼1层04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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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 个体工商户

3
中宁县香格里服装店

红宝店
樊学玲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红宝商贸
中心7＃商业楼1-2层1

一般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鞋帽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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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 个体工商户

4
中宁县启慧多元宝盒

儿童娱乐馆
程宝玉

中宁县城育才北路枸杞商城1
层2

许可项目：游艺娱乐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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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性展览（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2/9/1 个体工商户

5 中宁县且徐行百货店 郝嘉龙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红宝商贸
中心3＃商业楼1-2层上层二

楼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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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农副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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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 个体工商户



6 中宁县清露纯净水店 徐创余
中宁县振兴小区21＃楼6号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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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食品用洗涤剂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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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7 中宁县倾颜美容中心 张鹏辉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B区19＃

商业楼1-2层13号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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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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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8
中宁县宁杞益康堂商

行
刘晓倩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6号
楼41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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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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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9
中宁县贺才喜小百货

店
贺才喜

中宁县城商城蔬菜厅1＃楼1
层5号

一般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鞋帽
零售；服装辅料销售；日用杂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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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10 中宁县芸芸餐饮店 贺建春
中宁县城翡翠天辰10＃-1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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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11 中宁县王大盒餐饮店 林滋强
中宁县宁安镇恒辰世纪财富

商业广场A1幢1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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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12 中宁县海庭货运部 张海庭 中宁县城南大街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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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13 中宁县萌乐玩具店 王博
中宁县新南街红宝南苑3单元

13号房

一般经营范围：玩具销售；木制玩具销售；玩具、动
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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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14 中宁县畅活养生馆 苗青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北侧商贸

中心8＃商业楼1-2层6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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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养生保健服务（非
医疗）；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日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居民日常
生活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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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个体工商户

15
宁夏嘉晟聚鑫商贸有

限公司
张勇

宁夏中宁县育才北路中瀛御
景B区12-101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
合成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
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消防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

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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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有限责任公司



16
中宁县萁锟商贸有限

公司
臣诚

宁夏中宁县城平安西街丽景
豪城8＃商住楼1-2层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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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
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中草药种
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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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2/9/2 有限责任公司

17
宁夏驰洋机械设备维

修有限公司
杨洋

宁夏中宁县汽车城小车区11
＃商业楼1-2层06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
械的安装、维修；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
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通信传
输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雷达、无
线电导航设备专业修理；广播电视设备专业修理；交
通设施维修；集装箱维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2/9/2 有限责任公司

18
宁夏富诚鑫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陈帅

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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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2 有限责任公司



19 中宁县杨杞鸿轩商行 杨凤银
中宁县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

心5号楼0单元102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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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
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
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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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个体工商户

20
中宁县艾亿联科电子

设备销售店
薛树琴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商业广
场D区2层01号

一般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网络
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珠宝首
饰回收修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工器材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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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周鹦货运部 周鹦
中宁县城鸣雁路逸和名居17

号楼0单元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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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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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个体工商户

22
中宁县金睿家儿童游

艺馆
张瑞连

中宁县城北环路枸杞市场2-3
层201

许可项目：游艺娱乐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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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
游乐园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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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个体工商户



23 中宁县张云蔬菜店 张云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批发市

场13＃商业楼1层33

一般项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粮油仓储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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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个体工商户

24 中宁县云端商行 白云
中宁县城锦绣苑c区14＃楼营

业房18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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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个体工商户

25
宁夏铭泰达商贸有限

公司
吴少雯

宁夏中宁县宁安北街枸杞加
工城1层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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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鞋帽零售；日用
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玩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皮革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灯具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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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有限责任公司



26
宁夏双迎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令唐迎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
县金庭雅园5幢17号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
化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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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电气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
气安装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对外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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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有限责任公司

27
宁夏慕辰弛电子商务

服务有限公司
吴薇

宁夏中宁县农特交易中心4-
19号营业房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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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有限责任公司



28
宁夏尚峰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赵宏阳 中宁县育才东苑临路105号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监理服务；标准化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
除外）；房屋拆迁服务；环保咨询服务；项目策划与
公关服务；电气安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业
设计服务；平面设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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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

理；公路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单建式人防
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
理；建设工程设计；室内环境检测；测绘服务；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安全评价业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

装；消防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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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有限责任公司

29
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
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
渠口客户服务中心

王辉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
县渠口农场太阳梁路利民街

18号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食品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安装
、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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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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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5
有限责任公司分

公司



30 中宁县佳客隆商行 赵航
中宁县宁安北街中瀛御景A区

1＃商业楼1层05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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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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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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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6 个体工商户

31 中宁县红惠麻辣烫店 崔萍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区3号楼

商住楼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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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6 个体工商户

32 中宁县丰盛家常菜馆 杨玉环
中宁县迎宾大道煜基-金庭雅

园4＃综合楼0单元04号
许可项目：酒类经营；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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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6 个体工商户

33
宁夏双迎电力安装有

限公司
令唐迎

宁夏中宁县煜基金庭雅园5-
17号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
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
劳务分包；消防设施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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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发电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电线、电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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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6 有限责任公司



34
宁夏银圣金网络工程

有限公司
王月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
县长山头农场二队

一般项目：网络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安防设备销售；消防器
材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大气污染监
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
子专用设备销售；文具用品零售；通信设备销售；显
示器件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光纤销售；光通
信设备销售；光缆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复印和胶
印设备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电力电子元器
件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音响
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安全
系统监控服务；电气安装服务；广告制作；平面设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2/9/6 有限责任公司

35
宁夏国林建筑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王国林 中宁县大战场乡1号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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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
范围：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具制造；家具安装和维
修服务；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销售；门窗销售；建
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灯具销

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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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6 有限责任公司



36
中宁县派悦装饰装修

材料店
刘倩

中宁县城正大路金岸骄子28
号楼0单元19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
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
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
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门窗销售；家具销售；家
具零配件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
用钢筋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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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张桂红干鲜果

店
张国华

中宁县中宁县育才北路水木
兰亭11＃商业楼1层15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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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未
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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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个体工商户

38 中宁县新秀造型馆 吴海亮
中宁县宁安东街杞乡经典A区

1＃商业楼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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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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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个体工商户

39 中宁县葆贝养生馆 马兴龙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北侧商贸

中心8＃商业楼1-2层6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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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
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咨询策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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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个体工商户



40 中宁县筛选机械厂 刘戈
中宁县城西环路粮油批发市

场1幢12号044号

一般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日用杂品制造；通用设
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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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个体工商户

41
中宁县炅元二手车交
易市场有限公司

王晓波
宁夏中宁县汽车城煜元机动
车检测中心北侧营业房1-4

一般项目：汽车旧车销售；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二
手车经纪；二手车经销；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
新车销售；二手车鉴定评估；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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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有限责任公司



42
宁夏泰信堂中药材销

售有限公司
马永虎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乡清河村
三队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预包
装）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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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收购；初级农产品收
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

械）；中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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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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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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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7 有限责任公司

43
中宁县暮然回首烧烤

吧
辛乔生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14＃
楼1-2层15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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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8 个体工商户

44 中宁县清吉餐厅 光霁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区23

号楼0单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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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8 个体工商户

45 中宁县卡偌琳奶茶店 秦海利
中宁县城滨河路南侧宁安古

镇s5＃商业楼1层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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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8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水琳珑养生馆 董婷
中宁县县医院南侧世纪春天

小区14号楼1-2层14号

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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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养生保健服务（非医

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日用化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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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8 个体工商户

47
中宁县小韩好粥稻早

餐店
韩小平

中宁县城煜基世芳豪庭2＃综
合楼1-2层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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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8 个体工商户

48
宁夏锦玥靓茂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路春雷 中宁县石空镇石碱公路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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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洗选加工；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肥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畜牧渔
业饲料销售；选矿（除稀土、放射性矿产、钨）；五
金产品零售；土地使用权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土石方工
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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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
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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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8 有限责任公司



49
中宁县乐耕农业农村

综合服务中心
刘乐丽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乡红宝村
32斗渠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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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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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种植；豆及薯类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畜牧机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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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动物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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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非公司私营企业

50 中宁县益智玩具店 马丽娟
中宁县城金岸舟塔路公安换

热站一楼71号营业房

一般经营范围：玩具销售；木制玩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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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个体工商户

51 中宁县邹邹美甲店 邹彩娥
中宁县城新南街恒大家园1号

楼3号
一般经营范围：美甲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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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个体工商户

52 中宁县蓝玺商行 赵波
中宁县城滨河路煜基-金庭雅

园5＃商业楼1-2层13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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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日用品
销售；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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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个体工商户



53
宁夏道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秦卫

中宁县石桥锦苑17-102#103
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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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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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
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
制造；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树木种植经营；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
装种子）；肥料销售；化肥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

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中草药种植；中草
药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农作物栽培服务；花卉种
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农副食品
加工专用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

动；营林及木竹采伐机械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
用薄膜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畜牧渔业饲
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包装
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烘炉
、熔炉及电炉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
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新型
膜材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

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2/9/9 有限责任公司



54
宁夏开创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王军

宁夏中宁县鸣沙镇五道渠村
十一队

一般项目：蔬菜种植；谷物种植；豆类种植；中草药
种植；农副产品销售；销售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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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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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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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有限责任公司

55
宁夏安春堂医药有限
公司中宁县滨河新城

店
李晓芳

宁夏中宁县城宁安北街滨河
新城1＃商业楼1-2层06

许可项目：药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
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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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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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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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有限责任公司分

公司



56
中宁县想不到店名的

美容店
刘文学

中宁县城东街宁新小区1幢1
号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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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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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个体工商户

57
中宁县水云山色农产

品经营部
康宏亮

中宁县平安东街红宝花园8＃
14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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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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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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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个体工商户

58
中宁县悦耀传媒广告

工作室
李浩楠

中宁县城宁丰路东侧1#楼1层
01号办公用房

一般项目：办公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
平面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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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个体工商户

59
中宁县冠邦电力设备

经营部
马银红

中宁县城恒辰世纪财富商业
广场第六幢216号房

一般经营范围：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线、电
缆经营；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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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个体工商户



60 中宁县陆佳货运部 陆佳
中宁县城世纪春天8＃楼1单

元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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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个体工商户

61
宁夏国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赵国武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村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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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

发；新鲜水果零售；谷物种植；豆及薯类销售；谷物
销售；豆类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
培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业机械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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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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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有限责任公司

62
宁夏诚胜兴隆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
杨聪 中宁县长山头农场一队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
、民用机场建设）；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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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情报收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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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有限责任公司



63
宁夏景丰源衣业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李宗
中宁县大战场镇宁原村36排

01号

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零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专业设计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图文设计制作；服装辅
料制造；服装辅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检验、整理服务；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缝制机械销售；
服饰研发；鞋帽零售；制鞋原辅材料销售；针纺织品
销售；箱包销售；箱包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销
售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包
装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医用口
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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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代理；医用口罩生产；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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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3 有限责任公司



64 中宁县准点商行 黎茜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区107号

商铺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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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新鲜水
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农副产品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通讯
设备销售；谷物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化妆品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家具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
售；鞋帽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鲜肉
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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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65 中宁县同富乐餐饮店 温晓雅
中宁县城东街振兴路北综合

楼1号楼0单元15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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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66 中宁县嘉旋货运部 李平
中宁县城北环路液化气公司

家属楼2号楼2单元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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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67
中宁县福艳建材经销

部
曹福艳

中宁县汽车城内新堡-141号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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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金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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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68 中宁县客来香砂锅店 徐佳
中宁县世纪春天14＃商业楼

1-2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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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69 中宁县早尚好早餐店 姬浩
中宁县城宁安东街雅泰城市

花园6＃商业楼1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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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70 中宁县足乐乐足疗店 万学娟
中宁县恒辰世纪南门东侧2幢

12#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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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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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71
中宁县海邻装饰装修

店
勉发买 中宁县红宝批发市场14栋2号

一般经营范围：门窗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日用
木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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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72 中宁县木森服饰店 刘思雨 中宁县城利民街西楼8号2层
一般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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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个体工商户



73
中宁县金成源劳务有

限公司
邹金梅 中宁县舟塔乡铁渠村三队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
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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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
护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
服务；农业园艺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2/9/14 有限责任公司

74
宁夏养之邦科技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颜亚宁

中宁县枸杞学院招待所四楼
401-413室

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认证咨询；科技中介
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商标代理；版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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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有限责任公司

75
中宁县鸿丰德元商贸

有限公司
孔超

宁夏中宁县石空镇十字路口1
幢05号1-2层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矿石
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
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建筑用石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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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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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有限责任公司



76
中宁县佳旭运输有限

公司
严学兵 中宁县舟塔乡铁渠村五队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筑智
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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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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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2022/9/14 有限责任公司



77
宁夏弘博宇商贸有限

公司
康爱玲

宁夏中宁县城东街杞乡经典C
区15＃商业楼1-2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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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
销售；化肥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
用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通讯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家具零配件销售；轮
胎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箱包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充电桩销售；金属结构销售；电车销售；美
发饰品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
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销售；城市绿
化管理；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广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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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4 有限责任公司

78 中宁县聚瑞商行 谢莉
中宁县城新市南街红宝1＃商

业楼1-2层10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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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
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
售；日用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新鲜蔬菜零

售；新鲜水果零售；鲜蛋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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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个体工商户

79 中宁县金羊餐饮店 田海龙
中宁县城团结路观园壹号C区

2号商业楼1-2层101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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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个体工商户



80
中宁县欧美雅洁美容

养生馆
刘青 中宁县城平安西街朱营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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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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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个体工商户

81
中宁县易贸优先水果

店
张惠文

中宁县国贸百货一层A区1层
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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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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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个体工商户

82
中宁县圣朝建材销售

部
张会朝

中宁县汽车城内新堡-141号
005号营业房

一般经营范围：石灰和石膏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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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个体工商户

83
中宁县宁航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高晓刚

宁夏中宁县汽车城大车区21
＃商业楼1-2层01

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零配件
零售；轮胎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鉴定评
估；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洗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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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有限责任公司



84
宁夏逊淘乐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
刘国庆

中宁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3楼
304-02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互联网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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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
销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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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有限责任公司

85
宁夏顺婕煜商贸有限

公司
邵辉

宁夏中宁县杞乡经典C区14＃
商业楼1-2层19号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肥销
售；肥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
装服饰零售；日用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
零售；仪器仪表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家具销

售；家具零配件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充电桩销售；
美发饰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刀剑工艺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保
温材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土石方工程施工；广告制作；市政设施管理；城
市绿化管理；室内木门窗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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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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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5 有限责任公司



86 中宁县亮亮麻辣烫店 孔德洋
中宁县城中心广场红宝商贸

中心6＃商业楼1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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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87
中宁县梅贵麻辣烫店

一分店
张广智

中宁县城北街一幢一号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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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88 中宁县酒翁亭酒馆 王怀礼
中宁县观园悦府4＃107铺营

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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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89
中宁县鑫都装修材料

经营部
肖丹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
县宁安镇洼路村四队

一般经营范围：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门窗销售；地板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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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90
中宁县高记回味麻辣

烫店
海军

中宁县城新南街开元新居3＃
-4＃1-2层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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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91
中宁县好味多麻辣烫

店
朱海燕

中宁县平安东街世纪花园西
区9＃商业楼1层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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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92 中宁县宁洲通运输部 王政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交易中

心2＃商业楼1层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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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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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设备租赁服
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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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个体工商户



93
中宁县金税源财税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张立华
宁夏中宁县平安西街红宝西
花园2＃商业楼1-2层20号

许可项目：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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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服

务；财务咨询；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知识产权服
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薪酬管理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供销合作社管理服务；打字复印；招投标代
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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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与农业
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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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6 有限责任公司

94
中宁县筷乐加倍辣糊

糊餐饮店
谢立超 中宁县城东街1号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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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个体工商户

95 中宁县飘雪商行 冯学娟
中宁县城裕民街金岸家园B区

1＃商业楼1-2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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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
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日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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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个体工商户

96
中宁县三只兔汉堡店

为民分店
马涛

中宁县城宁安北街为民城市
广场4＃商住楼1层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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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个体工商户



97 中宁县杞然堂商行 惠朝阳
中宁县商城西侧建材市场1＃

商业楼1-2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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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农产
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零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
药饮片）购销；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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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个体工商户

98
中宁县凤凤优鲜果蔬

店
杨金凤

中宁县城观园悦府6＃商业楼
1层109铺、110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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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新鲜
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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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个体工商户

99
中宁县昊晟物流配送

部
李宁 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01

许可项目：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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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
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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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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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个体工商户



100
中宁县丰瑞祥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马学芳

宁夏中宁县平安西街吉鑫综
合楼1层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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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生产；轻质建筑
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涂料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石棉
制品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
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耐火材料销

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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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有限责任公司

101
宁夏滋元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陈小志

宁夏中宁县平安西街红宝花
园1＃商业楼1-2层08号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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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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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有限责任公司



102
宁夏航洋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胡运峰

宁夏中宁县新堡镇物流园区
仓棚9A-3号

一般项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回
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金属结构
销售；房屋拆迁服务；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润滑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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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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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19 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