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统计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发照日期 类型

1 中宁县朝晟阳早餐店 马生强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新堡街1幢

2号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01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 宁夏德浩泽商贸有限公司 韩国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农特
产品综合批发市场12＃综合楼1层17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 中宁县彬钰商贸有限公司 田伟娜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

批发市场12-21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02 食品经营许可证

4 中宁县建平调味品店 田学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北巷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02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5 中宁县白金萍商行 金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人民医院商业房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02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6 中宁县椒圈麻辣烫店 马英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丽景豪

城5#综合楼一层02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03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7 中宁县聚鑫源商行 陈宝宝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商城北

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07 食品经营许可证

8 中石化宁夏易捷石化有限公司 孙德友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109复

线西侧加油站办公楼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08 食品经营许可证

9 中宁县刘道权豆制品经销店 刘道权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商城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09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 中宁县裕恺青稞酒商行 方玉恺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枸杞西苑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09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11 宁夏拓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孙进才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物流园区
为民建材港A3区2＃楼1层01中9＃

库房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10 食品经营许可证



12 宁夏中宁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潘彦明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殷庄大社

区5号商业楼104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10 食品经营许可证

13 中宁县碳合庄炭火烤肉店 尤佳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

岸家园A区1号楼1-2层7
餐饮服务经营者 2023-02-10 食品经营许可证

14 中宁县杨红红干果店 杨红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石桥锦苑16113号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13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15 中宁县阿强羊杂碎馆 杨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广场花

苑6#综合楼1层12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14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16 中宁县多米烧烤吧 王志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东街锦绣苑B

区二期商业房1层91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15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17 中宁县建龙粮油商行 张建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街新堡小学

商品房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15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18 中宁县丰润园汉餐 靳超峰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城北街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15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19 宁夏中宁县鹏达枸杞商贸有限公
司

王佳鑫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 堡镇宋

营村四队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16 食品经营许可证

20 中宁县红满福餐厅 任玲凤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央大道东城嘉

园23号楼1层08号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16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1 中宁县东晨商行 陈淑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杞乡经典12号营

业房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16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2 中宁县苏苏海鲜调料店 马小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农贸市场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16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3 中宁县雲天百货超市 冯建玲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

经典A区1号楼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24 中宁县杞悦顺商行 陈薪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中宁县国

际枸杞交易中心5号楼1-2层104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17 食品经营许可证



25 宁夏普世特膳科技有限公司 刘海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北

郊区001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0 食品经营许可证

26 中宁县伊里餐厅 马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东街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0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7 中宁县天人和豆腐经销店 马静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市

场
食品经营销售 2023-02-21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8 中宁县碳元素烧烤店 彭南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恒辰世
纪财富商业广场B区2#商业楼一层

115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1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29 中宁县蜜雪冰城饮品店杞乡经典
分店

李朋超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A区

1＃商业楼1层25、26号房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1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30 中宁县万宁家常饭馆 刘万宁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殷庄大社区5#104

营业房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1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31 中宁县甜甜生活超市观园壹号店 张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路煜
基观园壹号A区3＃商住楼1层03-05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2 宁夏杞人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全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国际枸杞

交易中心电商产业园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3 中宁县聚全鑫商贸有限公司 童旺军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盖

湾村六队01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4 宁夏杞三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郝金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殷庄大社

区D区3＃商业楼104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5 中宁县烤度烧烤酒吧 吕鹏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平安西街丽景豪

城7#商住楼1层09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2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36 中宁县满福楼汉餐馆 马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园A

区5号营业房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2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37 中宁县麻辣鸭脖店 刘树芳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育才路北段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2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38 中宁县宸宸商行 龚波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朱

营小康村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39 宁夏天元红枸杞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雯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古

城村109国道东侧、七星渠南侧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3 食品经营许可证

40 宁夏郑浩翔肉食品有限公司 郑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洼

路村四队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4 食品经营许可证

41 中宁县谷稻香早餐店 柳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盛世南区48幢7号

营业房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7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42 中宁县德味源卤肉馆 戎金金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学府中央202号房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7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43 中宁县新堡镇口口香煎饼果子店 王晓丽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北街 餐饮服务经营 2023-02-27
食品生产经营登

记证

44 中宁县黄五商店 董玉霞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商城北巷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5 宁夏糖豆商贸有限公司 任珀辉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北街

滨河新城2-3号营业房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6 中宁县小邢蔬菜水果店 魏惠娟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街郭庄

十队
食品销售经营者 2023-02-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7 中宁县天宫主题音乐会所 宋书民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银水卓然

怡居18号楼14号营业房
餐饮服务经营者 2023-02-28 食品经营许可证

48 中宁县爱依冰城奶茶店 马小娟 中宁县徐套乡乐园村小学对面
预包装（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自制饮品制售
2023/2/10 食品小销售登记证

49 中宁县喊叫水乡高岭完全小学 杨富强 中宁县喊叫水乡高岭村 热食类食品 2023/2/20
食品经营许可证(单

位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