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办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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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宁县新堡镇新堡街

1幢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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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个体工商户

2
中宁县志新建筑劳务

队
王志新

中宁县城振兴小区22
＃综合楼1层08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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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
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环境卫生公共
设施安装服务；金属工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结构制
造；建筑物清洁服务；装卸搬运；工程管理服务；风机、风扇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劳动保护用
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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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个体工商户

3 中宁县张维华货运部 张维华
中宁县新堡镇肖闸村

五队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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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个体工商户

4
宁夏红东方工贸有限

公司
赵新坡

中宁县利新再生资源
有限责任公司仓棚

2B-1号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
生资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固体废
物治理；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电
子元器件零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橡胶
制品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理；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轻
质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建筑用金
属配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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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
程设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报废机动车拆解；报废电动汽车回
收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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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有限责任公司

5
宁夏驰全润二手车销

售有限公司
刘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鸣沙镇黄营

村六队01号

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经
纪；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
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洗车服务；机动车改装服务；润滑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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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有限责任公司



6
宁夏泰辰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杨瑾

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
十二队076号

一般项目：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房屋拆迁服务；薪酬管理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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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服
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林业机械服务；
供冷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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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有限责任公司

7
宁夏杞臻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王誉荣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舟塔乡舟塔

村十二队029号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茶叶制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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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收购；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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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 有限责任公司

8 中宁县瑞德雷百货店 张志
中宁县中宁国际枸杞
交易中心2号综合办

公楼5层1-033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个人卫生用
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母
婴用品销售；箱包销售；钟表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文具用品
零售；户外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珠宝首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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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9
中宁县武姐骨汤麻辣

烫店
武春兰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D
区1＃商业楼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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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10
中宁县昱茂农业种植

农场
蒋涛

中宁县新堡街物流园
区1108号

谷物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水果种植；中草药种
植；草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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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11 中宁县美够理发店 丁小兵
中宁县东街振兴小区
-红宝家园1＃1层06

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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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美发饰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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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12 中宁县大鹏商行 张鹏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
市场农特产品交易中
心2＃商业楼1层15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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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食用
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化妆品
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售；
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纸制
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卫
生洁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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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13 中宁县地摊人游乐场 张生军
中宁县体育馆南门口
东停车场电子大屏下

游乐园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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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14 中宁县孤鸿百货店 郝毅
中宁县中宁国际枸杞
交易中心2号综合办

公楼5层1-037

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鞋帽零售；个人卫生用
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母
婴用品销售；箱包销售；钟表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文具用品
零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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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个体工商户



15
宁夏瑞鸿林工贸有限

公司
龚鸿林

中宁县瀛海水泥厂南
侧附近山荒地1号

一般项目：木材采运；木材加工；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木材
收购；木材销售；纸浆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营林及木竹采伐机械制造；农林牧副渔
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国内贸易代理；木竹材加工机械销售；纸浆销售；营
林及木竹采伐机械销售；木炭、薪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钢压延加工；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金属结构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建
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五金产品制造；五
金产品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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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有限责任公司

16
宁夏金钇泓源商贸有

限公司
毕永明

中宁县宁夏红宝农特
产品批发市场10＃商

业楼1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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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用农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
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国内贸易代理；谷
物销售；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票务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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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有限责任公司

17
宁夏鑫惠利商贸有限

公司
刘文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宁安镇郭庄

村二队01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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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
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
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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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 有限责任公司

18 中宁县镒鸥商行 董燕凤
中宁县东街宁华家园

1号楼1层12
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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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工商户

19
中宁县耀冠建材批发

经营部
徐亮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
综合批发市场20号楼

0单元10

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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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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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工商户

20
中宁县丰杞源农副产

品店
高鹏飞

中宁县东华乡莫咀村
九队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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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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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芬芳衣舍服装

店
王芳

中宁县利民街2楼4号
营业房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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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工商户

22
宁夏搏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郑关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大战场镇长
山湖村村部01号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饲料生产；水产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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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销
售；饲料原料销售；水产品收购；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宠物食
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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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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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有限责任公司



23
中宁县众志成农业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

焦岐
大战场镇人民政府办

公楼219室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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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
其他相关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物业管理物
业服务；评估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总质量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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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电子过磅
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
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装卸搬运农村生活垃圾经营
性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包装服务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
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
服务）；水污染治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
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
人工造林；城市绿化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
销售；打字复印；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房
屋拆迁服务；住房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物拆
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
输代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农业机械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供销合作社管理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城乡市容管理；水资
源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消防器材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2023/2/3 农民专业合作社

24
中宁县常辉商贸有限

公司
王小红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大战场镇长
山湖村村部01号

一般项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办公设备销售；
农业机械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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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过磅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
业机械的安装、维修；农业机械制造；装卸搬运；农村生活垃圾经营
性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包装服务；环境卫生管理（不
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
的处置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
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人工造林；城市绿化管理；休闲观
光活动；办公用品销售；打字复印；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
家用电器销售；住房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家具安
装和维修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农业机械租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市政设施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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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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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有限责任公司

25
宁夏皓宇轩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张晓宁

中宁县宁安镇西环路
蓝天-鹏欣丽都5＃商

业楼1-2层03

一般项目：装卸搬运；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舆情信息服务；工业互联
网数据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
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
代理；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互联网数据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对外承包工程；电气安装服务；
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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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有限责任公司



26 中宁县邹鹏商行 邹鹏
中宁县新市街永昌6
＃商业楼1-2层136

一般项目：中草药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水产品批发；化妆品批
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日用
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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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工商户

27
中宁县悦辉劳务服务

经营部
殷桂琴

中宁县平安街平安家
园1号楼9号房

装卸搬运；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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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工商户

28 中宁县固本堂养生馆 梁丽
中宁县时代万象C区
第3幢2层10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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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农副产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化妆品
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珠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体育用
品及器材批发；家用电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艺术品代理；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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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工商户

29
中宁县讴歌电子商务

中心
吴志祥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1-042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箱
包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钟表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
售；文具用品零售；户外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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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工商户

30
宁夏宁广物流有限公

司
施旭春

宁夏中宁县西环路粮
油批发市场兴龙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1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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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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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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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有限责任公司

31
宁夏尚拙建材有限公

司
吴天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白马乡白马

村001号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
机场建设）；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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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砌块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五金产品批发；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水泥制品
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砖瓦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选矿；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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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有限责任公司



32
中宁县泓万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马世平

中宁县恩和镇双井子
地区303斗口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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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肥料销售；农业机
械销售；化肥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农作物
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林、牧、副、渔业专业
机械的销售；畜牧机械销售；畜牧机械制造；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
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农业
机械服务；林业机械服务；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报废农业机械拆解；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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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有限责任公司

33
宁夏顺元欣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
田海

中宁县大战场镇宁原
村34排010号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消防技术服务；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水利
工程建设监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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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家政服务；物业管理；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安全咨询服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咨询策划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电气安装服
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室内木门窗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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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土石
方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消
防器材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钢压延加工；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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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保
温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水
泥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2023/2/6 有限责任公司

34
中宁县巴三油坊西环

路店
巴新华

中宁县西环路109国
道南侧1幢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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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工商户

35 中宁县客来兴肉店 曹旭
中宁县平安西街瀛海
花园9号楼06号房

鲜肉零售；水产品零售；鲜蛋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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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工商户

36
中宁县超越电动车维

修行
朱明

中宁县新南街河滨红
宝家园2＃楼11号房

一般项目：电动自行车维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电车销售；电池销
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
车及零配件零售；电池零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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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辉红锦农产品

经营部
尹克辉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
六队1号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
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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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种植；新鲜水果零
售；蔬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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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工商户



38
中宁县泉耀建材经销

部
白玉泉

中宁县平安东街红宝
南河子花园2＃商住

楼103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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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砌
块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日用品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紧固件销售；砖瓦销售；水泥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工程管理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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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工商户

39
宁夏卓工建材有限公

司
唐勇

中宁县新堡规划区宁
新工业园区4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
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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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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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有限责任公司

40
宁夏拓骏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艾洪建

中宁县平安街荣华苑
1幢2号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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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金属门窗
工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门窗制造加工；室内木门窗安装服
务；门窗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
销售；家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
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供暖服务；供冷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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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有限责任公司

41
宁夏金泽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秦金元

中宁县鸣沙镇鸣沙村
九队053号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家禽饲养；种畜禽经营；牲畜饲养；种畜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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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项目：谷物种植；蔬菜种植；草种植；中草药种植；农作物栽培服
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农作
物收割服务；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产品
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牲畜销售；畜禽
收购；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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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有限责任公司

42
宁夏骏膨建筑劳务有
限责任公司金岸分公

司
刘朝阳

中宁县金岸娇子小区
1号楼1层108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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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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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装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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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43
中宁县共联新零售有

限公司
陈文虎

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
心2号综合办公楼5层

5-107房间

一般项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
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鞋帽零
售；服装服饰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日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户外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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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宁县骆新日用百货

店
马兰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5-1205房间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
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
售；户外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珠宝首饰零售；家用电器
零配件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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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45
中宁县东来顺自选超

市西街店
王春波

中宁县城平安西街朱
营二队4幢1号房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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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
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
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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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星果百货店 朱宁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5-1217房间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
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
售；珠宝首饰零售；户外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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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47 中宁县李大厨餐饮店 于红
中宁县丰安北街天仁
家园五区1＃综合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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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48
中宁县叶鲜生顺祥水

果批发店
叶鹏飞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
批发市场8＃商业楼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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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49 中宁县施宏货运部 施宏
中宁县新堡镇宋营村

八队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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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50
中宁县朗诗德净水设
备经销部天仁家园分

店

陈静
中宁县丰安北街天仁

家园3幢15号房

一般项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
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旧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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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51 中宁县川川商行 丁良奎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

五队001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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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收
购；食用农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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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工商户

52
宁夏大唐新能源红宝

销售有限公司
尹志巧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大战场乡红
宝加气充电站1#房

许可项目：燃气汽车加气经营；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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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充电销售；高速公路服务区燃气汽车加气站经营；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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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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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3
宁夏大奔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吴璟媛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
商业广场A段商业楼2

层46＃号

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图文设计制作；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施工服务；数字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家政服务；办公设备租
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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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设计；广告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
印刷品装订服务；特定印刷品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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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4
宁夏腾羲航同商贸有

限公司
陈晨

中宁县大战场乡长山
头社区007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酒类经营；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
乐活动）；住宿服务；歌舞娱乐活动；烟草制品零售；烟花爆竹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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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台球
活动；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健身休闲活动；新鲜蔬菜零售；针纺织
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谷物销售；卫生洁具销
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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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5
宁夏占全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
李占全

中宁县宁安镇营盘滩
村七队011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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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种植；草种植；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初级农
产品收购；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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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6
中宁县诺笙农资有限

公司
金海洋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喊叫水乡新

庄子村01号

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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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副、
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业机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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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销售；化肥
销售；肥料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农作物种子
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保温材料销
售；阀门和旋塞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门窗销售；光缆销
售；风机、风扇销售；刀具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办
公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金属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
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包装材料及制品
销售；谷物销售；林业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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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7
宁夏大唐新能源徐套

销售有限公司
尹志巧

中宁县徐套乡109国
道以北大唐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1#站房

许可项目：燃气汽车加气经营；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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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充电销售；高速公路服务区燃气汽车加气站经营；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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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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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8
宁夏鑫烁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
麦海君

中宁县蓝天鹏欣丽都
南区5-15号营业房

一般项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电气安装服务；供暖服务；地板
销售；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金属
工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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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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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有限责任公司



59
中宁县诺馨农副产品

经营店
万立平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
九队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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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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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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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0
中宁县鑫宏洁农产品

经营部
沈金锁

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
一队01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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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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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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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1
中宁县自标农机服务

中心
沈自标

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
一队006号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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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2 中宁县徐健货运部 徐健
中宁县平安路生资公

司小区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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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3
中宁县冬子养殖家庭

农场
王冬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四队034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种畜禽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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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4
中宁县博扬广告设计

服务部
张科

中宁县滨河路以南“
金宸”商住楼项目15
＃商业楼1-2层105号

房

许可项目：公章刻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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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平面设
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
展览服务；家政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礼仪服务；文具
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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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5
中宁县欣宁宏信息技

术中心
贾新宁

中宁县朱营小康村气
象局巷205号

一般项目：科普宣传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
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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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工商户

66
宁夏嵩凡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杨文娟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
交易中心4＃商业楼

1-2层08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
机场建设）；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
施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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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迁
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市
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名胜风
景区管理；森林公园管理；游览景区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
务；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
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安装服务；室内木
门窗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
业（爆破作业除外）；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供暖服务；供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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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有限责任公司



67
中宁县德信惠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
马汉文

中宁县中宁县大战场
镇宁原村村部西侧营

业房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基
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城市绿化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
务；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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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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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有限责任公司

68
中宁县宝泽农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孙光银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舟塔乡天景

一般经营范围：水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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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有限责任公司

69
中宁县杞通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杨吉旺

中宁县枸杞加工城
006号2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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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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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植；水果
种植；新鲜水果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
他相关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服务；农
副产品销售；休闲观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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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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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有限责任公司

70
中宁县创兴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朱万

中宁县枸杞加工城
006号厂房1号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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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
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种植；水果
种植；新鲜水果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
他相关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副产品销
售；休闲观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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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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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有限责任公司

71
宁夏航辰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杨国虎

中宁县大战场镇大战
场村一队045号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
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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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
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土
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
仪器仪表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门窗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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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有限责任公司

72
中宁县流浪地球农产

品经营部
王龙斌

中宁县新堡镇吴桥村
二队02号

一般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未经
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鲜肉零售；鲜蛋零
售；水产品零售；谷物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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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3
中宁县龙瑞源农副产

品店
刘金龙

中宁县新堡镇刘营村
八队076-3号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
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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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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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4
中宁县向北方服装工

作室
杨辉

中宁县北街千城苑综
合楼1层14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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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5 中宁县康道康养生馆 吴燕
中宁县锦绣苑B区二
期14号综合楼1层21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足浴服务；洗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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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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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6 中宁县张悦蔬菜店 董立超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五队002号
一般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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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7 中宁县熙衡农产品店 王华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五队040-1号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地产中
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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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8
中宁县白四水果批发

店
白顺华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
批发市场8＃商业楼1

层10号

一般经营范围：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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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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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79 中宁县涵杰通讯部 张浩
中宁县西街利新综合

楼1幢楼03号

一般经营范围：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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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80
中宁县硕亿农产品经

营部
万会民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七队045号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
购销；金花茶人工培植；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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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81
宁夏乾广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马晓霞

中宁县城东街时代万
象商业广场D段综合

楼2层13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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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
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舞台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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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交通安
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线、电缆经营；塑料
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对外承包工程；房屋拆
迁服务；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
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环保咨询服
务；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防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金属结构制造；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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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有限责任公司



82
宁夏鑫瑞程建筑有限

公司
潘舂雨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
村村民委员会

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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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建筑物清洁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气安装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住宅水电
安装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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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有限责任公司

83
宁夏施自清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
施自清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一队036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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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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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有限责任公司

84 中宁县汉林家庭农场 马汉林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徐套乡徐套

村16号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家禽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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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谷物种植；蔬
菜种植；水果种植；花卉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畜禽委托饲养管
理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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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非公司私营企业

85
中宁县优智睿丹尼尔
儿童游艺有限责任公

司

耿杰超
宁夏红枸杞商贸公司

综合楼3层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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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有限责任公司

86 中宁县鹏辉家庭农场 马汉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徐套乡撒不
拉滩移民区徐套村

061号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家禽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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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谷物种植；蔬
菜种植；园艺产品种植；花卉种植；水果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
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畜禽粪污处理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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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非公司私营企业

87
宁夏明洁化工贸易有

限公司
马玉学

中宁县大战场乡东盛
村七队

许可项目：食品用洗涤剂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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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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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有限责任公司

88
宁夏杞晟合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韩兴龙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
叭村村委会

许可项目：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销售；
演出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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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网络设备销售；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绣花加工；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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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有限责任公司

89 中宁县杞悦顺商行 陈薪臣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5号楼1-2层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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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
片）购销；食用农产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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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工商户

90 中宁县谷稻香早餐店 柳娟
中宁县盛世南区48幢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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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1 中宁县黄胖子小吃店 黄瑞
中宁县商城1幢一层

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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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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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2 中宁县腾鑫手机店 温启星
中宁县商城1幢1层

243号

一般经营范围：通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电子产品销售；移动
通信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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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3
中宁县峰瑞海鲜水产
品店水木兰亭店

黄仁强
中宁县水木兰亭10幢

14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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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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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4
中宁县发发发美容中

心
周春梅

中宁县平安西街十标
段华荣综合楼二层

127号房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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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鞋帽零售；电子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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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5 中宁县重岳烧烤店 赵重岳
中宁县市场街2号楼0

单元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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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6
中宁县万福来生活超

市
蒋著

中宁县商城东北侧工
商局商住楼1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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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蔬菜
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农副产品销售；鲜蛋零售；
鲜肉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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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7 中宁县白金瀚足浴馆 丁鹏
中宁县城东街育才路
卓然怡居17＃商业楼

1-2层02

许可项目：足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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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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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8
中宁县腾盛源建材经

营部
王瑞华

中宁县平安东街团结
路盛世花园16＃综合

楼1层03号

一般项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打字复印；日用百货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金属工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门窗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光纤销售；光缆销
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灯具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日用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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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99
中宁县兔兔仓储工作

室
毛燕

中宁县城育才路振兴
小区24＃综合楼一层

18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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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100
中宁县杞顺源农副产

品商行
令昌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A区14＃综合楼1-2

层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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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
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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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101
中宁县良林玉米种植

农场
张斌

中宁县东街时代万象
商业广场C段综合楼1

谷物种植；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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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102
中宁县伊和斋牛肉面

馆
马荣

中宁县西环路蓝天-
鹏欣丽都北区2＃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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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工商户

103
宁夏杞丰瀛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
李雷

中宁县城育才北路杞
商福邸5＃、6＃商业

楼1层03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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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果种植；蔬菜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材料
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
服务；森林经营和管护；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园艺服务；农
业机械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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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智能农
业管理；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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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不
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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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有限责任公司

104
宁夏路露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张乐

中宁县城鸣雁路逸和
名居16＃商业楼1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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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树木种
植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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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产品种植；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
购；农业园艺服务；园艺产品销售；包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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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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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有限责任公司

105
中宁县锦昂网络工程

有限公司
吴学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宁安镇滨河
路观园悦府4＃公寓

楼1层05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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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办公设备耗
材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网络
技术服务；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通讯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
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软件开发；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互联网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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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有限责任公司

106
宁夏浩存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姜维军

中宁县平安西街世纪
豪景D区1＃商业楼1

层04号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气
安装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数字广告发布；销售代理；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国内贸易代理；艺术品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咨询策划服务；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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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有限责任公司

107
中宁县九橙红农业种

植农场
季帅

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
园南区7＃商业楼1-2

层14

谷物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水果种植；中草药种
植；草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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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08
中宁县夏秀电子商务

工作室
陈泉瑜

中宁县恒达宾馆城市
综合体一期119号二

层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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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09 中宁县云平货运部 王红霞
中宁县育才北路枸杞
花园东苑19-5-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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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0
中宁县道然机械租赁

部
吴学军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一队055号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机械设备租赁；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林业机械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树木种植经营；电气设备修理；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秸秆
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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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1 中宁县煜贤家庭农场 詹玉贤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

二队02号-047

豆类种植；蔬菜种植；草种植；水果种植；谷物种植；非食用农产品
初加工；中草药种植；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
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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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2
中宁县洋嘉文化传媒

工作室
顾洋

中宁县沃尔德都市花
园18-5号

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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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打字复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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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3 中宁县喜珠商行 左丽娇
中宁县新都会1号楼1

层108铺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
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
售；新鲜蔬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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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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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4 中宁县麦氏修脚店 麦欣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B区1＃商业楼1层

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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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5
中宁县恒辉农业种植

农场
徐海军

中宁县新堡镇物流园
区1106号

谷物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水果种植；中草药种
植；草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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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6
中宁县瀚翔农产品经

营店
李文东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
十队019-1号

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金花
茶人工培植；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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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7 中宁县开春家庭农场 孙超
中宁县新堡镇刘营村

七队026号

谷物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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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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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18
宁夏塞上新丝路贸易

有限公司
李国明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
迎大线北侧050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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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
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
运；包装服务；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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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有限责任公司



119
宁夏立腾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杨秀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汽车城小车
区金牛汽车运输公司
综合楼1－2层12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动车改装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销售；二手车经销；汽车拖车、求援、清障
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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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有限责任公司

120
中宁县大尚龙虾烧烤

店
黄明华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
C区12＃商业楼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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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工商户

121 中宁县慢慢来服装店 王桂芳
中宁县城裕民街金岸
家园A区22号楼0单元

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美发饰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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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2 中宁县萍相聚商店 谢俊萍
中宁县古城村门面房

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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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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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3
中宁县爱婴堡母婴用

品店
刘新

中宁县滨河路观园壹
号B3-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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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母婴用品销售；服
装服饰零售；玩具销售；游乐园服务；个人卫生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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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4
中宁县鑫君豪汽车配

件经营部
陈彦君

中宁县滨河路煜基-
金庭雅园5＃商业楼

汽车零配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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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5 中宁县甄麓生活超市 庞华
中宁县石桥锦苑17号

楼108商铺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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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五金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水果零
售；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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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6 中宁县鑫旺石材厂 张瑞华
中宁县洼路村四队

059号
建筑用石加工；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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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7 中宁县杞寿堂商行 纪丽媛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C
区11＃商住楼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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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包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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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8
中宁县尚品阳烟酒商

行
李阳

中宁县石桥新村17-
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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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零售；食品添加
剂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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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29
中宁县红九洲农副产

品店
马得丽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6号楼0单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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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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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30
宁夏威杞客商贸有限

公司
胡瑞琪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6号楼0单元

31,32,33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饮料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电
子认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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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中草药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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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有限责任公司



131
中宁县杞业兴贸易有

限公司
田寅

中宁县城北环路田海
生枸杞加工厂1层03

号

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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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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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有限责任公司

132
宁夏新志和刻章服务

有限公司
吴志锋

中宁县城平安东街南
河子花园1＃幢14号1

层

许可项目：公章刻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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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销售；图文设计制作；办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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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有限责任公司

133
宁夏天庆启悦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田强

中宁县城南街世纪春
天14＃商业楼1-2层

24

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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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
理；数字广告设计、代理；平面设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数字广告发布；电影摄制服务；摄影扩印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礼仪服务；婚
庆礼仪服务；个人商务服务；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文艺创作；文化
娱乐经纪人服务；电影制片；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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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有限责任公司

134 中宁县海磊牛羊肉店 马海磊
中宁县百隆商厦内西
面一楼超市牛羊肉专

鲜肉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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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工商户

135 中宁县韩莉货运部 韩莉
中宁县世纪春天9号

楼4单元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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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36 中宁县优百利便利店 王亮
中宁县吴桥村二队

002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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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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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37
中宁县月宫电子商务

中心
时文俊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1-4122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钟表销
售；箱包销售；文具用品零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体育用品及器
材零售；珠宝首饰零售；户外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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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38 中宁县向斌商行 詹向斌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

二队007号

食用农产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
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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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39
中宁县杞能农副产品

商行
刘向武

中宁县新水农产品加
工创业园区佰鑫生物
公司16＃A厂房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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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林业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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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40 中宁县雍立华货运部 雍立华
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

七队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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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41
宁夏星旺电力安装有

限公司
周旺

中宁县余丁乡石空村
四队06号

一般经营范围：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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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有限责任公司



142
宁夏证鑫亮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徐成军

中宁县城东街时代万
象商业广场A段商业

楼2层09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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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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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辅助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安全咨询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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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有限责任公司

143
中宁县万佳辉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张起鹤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大战场乡石
喇叭村二队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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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中草药种
植；中草药收购；谷物销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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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收
购；农药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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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有限责任公司

144
宁夏新中宸建材有限

公司
潘文俊

中宁县月星家居广场
A116号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对外承包工程；金属
门窗工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家用电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
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消防器
材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厨
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器辅件销
售；灯具销售；家具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门窗销售；音响设备销售；地板销售；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隔
热和隔音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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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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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有限责任公司

145
中宁县厚德纯粮酒业

坊
康少华

中宁县红宝农特产品
综合批发市场4＃商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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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46
中宁县杞之郎农副产

品店
董展江

中宁县工业园区中宁
县茂源枸杞商贸有限

公司大门口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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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
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产品的
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包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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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6 个体工商户

147
中宁县酷卡汽车美容

中心
刘栩华

中宁县新堡镇龚进国
商业楼1层02、03

洗车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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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工商户

148
中宁县莹蓉电子商务

中心
黄莹蓉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1-1421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
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文具用品零售；钟
表销售；箱包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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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工商户

149 中宁县小敏家服装店 李研
中宁县聚财巷3号营

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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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工商户

150 中宁县敢动男装店 冯丽
中宁县百隆商厦三楼

西边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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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工商户

151 中宁县张姐麻辣烫店 金昌玉
中宁县城东街育才南
路卓然怡居1＃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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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工商户



152 中宁县周超货运部 杨晓东
中宁县新建村四队

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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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工商户

153
宁夏平珂起重设备有

限公司
谢翠平

中宁县石空镇机电市
场9幢7号二楼

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冶金专用
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电工器
材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
售；铁路机车车辆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金属结构销售；光缆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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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有限责任公司

154
宁夏杞亿隆商贸有限

公司
李玉涛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9号楼0单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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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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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
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园艺产品种植；园艺产品销售；水果种
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
树木种植经营；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农业园艺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包装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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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有限责任公司

155 中宁县丰茂商店 张瑶
中宁县丰安南街华荣
综合楼95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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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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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56 中宁县老樊蔬菜店 樊其龙
中宁县南桥村原供销

社02号门面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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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
围：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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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57
中宁县吴晓龙农副产

品经营店
吴晓龙

中宁县新堡镇刘庄村
五队037-1号

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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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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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58 中宁县膳香熟食店 王俊玲
中宁县正大路福康花
园10＃综合楼1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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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59
中宁县云梯电子商务

中心
柳浩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1-1341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钟
表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文具用品零售；箱包销售；户外用品
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珠宝首饰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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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0
中宁县田园乡间农产

品经营商行
李翔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8＃商业楼1-2层

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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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1 中宁县馍小豆小吃店 朱玲
中宁县振兴小区16号

楼1单元12号房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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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2 中宁县瑾润阁商行 王通

中宁县中国枸杞加工
城09号宁夏弘耘行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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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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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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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3
中宁县宝图五金建材

经营部
黄天文

中宁县老南街院印刷
厂院内2号库房

一般项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设
备租赁；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
属工具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灯具
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喷枪及类似器具销售；风
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水泥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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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4 中宁县培蓉服装店 张学萍
中宁县百隆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三楼东边01

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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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5
中宁县杞瑞琴农副产

品店
詹菊琴

中宁县新堡镇盖湾村
六队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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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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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6
中宁县可儿手工编织

店
吴鹏

中宁县平安东街广场
花苑3＃综合楼1-2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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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制造；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美发饰品生产；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恐龙模型制造；工艺美术彩灯制
造；木制玩具制造；文具制造；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玩具销售；
木制玩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模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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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7
中宁县兰亭快送便利

商行
董娜娜

中宁县育才北路水木
兰亭11＃商住楼1层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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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水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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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8 中宁县鑫雪商行 王淑平
中宁县东街育才锦苑

4＃2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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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经营范围：文具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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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69 中宁县天奴男装店 刘雪晴
中宁县百隆商厦三楼

南边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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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70 中宁县张治琴粮油店 张治琴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
市场13号楼21-23号

商业房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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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未经加工的坚果、干
果销售；粮油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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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71
中宁县杞庆农副产品

经营部
王霞

中宁县南桥村三队
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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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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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72 中宁县周敬学货运部 周敬学
中宁县城东街杞乡经
典A区7号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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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73 中宁县烤乐滋烧烤店 吴微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B区2＃商业楼1层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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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餐饮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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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工商户



174
宁夏秋禾农机服务有

限公司
候家琳

中宁县大战场镇兴业
村三队027号

一般项目：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
割服务；农业园艺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林牧渔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林业机械服务；林业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智能农业管理；报废农业机械回收；食用农产品初
加工；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务；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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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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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75
宁夏皓珩科技有限公

司
莫佳丽

宁夏中宁县城市场街
4号01层10

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
电动自行车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动自行车维修；自
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共享自行车服务；自行车修理；摩托车及零配件
零售；电池销售；电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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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76
中宁县鑫豪农牧有限

公司
高强

中宁县长山头农场二
队162号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牲畜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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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渔
业饲料销售；草种植；谷物种植；谷物销售；薯类种植；豆及薯类销
售；草及相关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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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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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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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77
中宁县杞乡风情旅游

服务有限公司
时菡

中宁县滨河路煜基金
庭雅苑1＃综合楼1-2

层04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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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旅行社服务
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休闲观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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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78
中宁县银帆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
麦峰

中宁县鸣雁路金岸家
园三期19＃综合楼1-

2层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集装箱租赁服务；房屋拆迁服务；对外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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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门窗工程施
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工程管理服务；五金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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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
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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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79
中宁县文盛农牧有限

公司
陈文

中宁县卓然怡居17＃
商业楼1-2层23号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牲畜饲养；粮食收购；食用菌菌种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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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种植；蔬菜种植；中草药种植；谷物种植；薯类种植；豆类种
植；食用菌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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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
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
售；牲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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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80
宁夏德泽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马力

中宁县喊叫水乡下庄
子村109号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
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
及制品销售；农用薄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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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81
宁夏锦辰辉煌废旧物
资回收有限公司

唐皓
中宁县石空镇张台村
石碱路以东01号

许可项目：报废机动车拆解；报废电动汽车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回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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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
收；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固体废物治理；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建筑材料销售；普通机械设
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塑料制品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紧固件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水泥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工程管理服务；二手车经销；房屋拆迁服
务；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
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报废农业机械拆解；集装箱制造；集装箱销售；
集装箱租赁服务；集装箱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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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有限责任公司

182 中宁县悦居酒店 杨东宁
中宁县平安东街世纪
花园东区12＃综合楼

一层02号房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小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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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休闲活动；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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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3
中宁县署析电子商务

中心
田晨旭

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
心2号综合办公楼5层

5-0503房间

户外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针纺织
品销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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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4
中宁县景华美容养生

馆
李景华

中宁县平安东街宏伟
1＃综合楼1层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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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美甲
服务；化妆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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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5
中宁县秋言电子商务

中心
时文娇

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
心2号综合办公楼5层

5-0204房间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
售；户外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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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6
中宁县尚品汤牛肉面

馆
罗小军

中宁县盛世花园南区
6＃商业楼1-2层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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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7 中宁县董立超货运部 董立超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五队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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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8
中宁县楦彩广告装饰

店
张美玲

中宁县城南街世纪春
天15＃商业楼1-2层

08号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数字广告制作；数字广告设计、代理；
平面设计；打字复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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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89
中宁县煜煌农产品经

营部
徐占春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
5队01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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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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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农副
产品销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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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90 中宁县良兵商行 丁良兵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

五队0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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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
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中草药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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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91
中宁县禾记铁板烤鸭

店
马利军

中宁县西街利新综合
楼一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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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92
宁夏创远资源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
吴亚州

宁夏中宁县鸣沙镇长
滩村十四队015号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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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出租；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对
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装卸搬运；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
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用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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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有限责任公司

193
中宁县淑艳养殖有限

公司
张淑艳

宁夏中宁县宁安镇石
桥村八队044号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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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蔬菜种
植；薯类种植；中草药种植；草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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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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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有限责任公司

194
宁夏兆丰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杨波

中宁县盛世南区50幢
20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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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施工专业作业；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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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
围：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电气安装
服务；电气设备修理；市政设施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
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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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有限责任公司

195
宁夏田金燕商贸有限

公司
田金燕

宁夏中宁县枸杞市场
5＃商业楼69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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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
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中草药收购；地产
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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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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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有限责任公司

196
中宁县承恩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
邓鹏

中宁县北街振兴路法
院家属楼南楼3单元

101号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水果种植；
草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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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
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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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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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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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有限责任公司



197
宁夏佰业兴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
门彩霞

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
心8＃商业楼1-2层84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安装服务；室内木门窗
安装服务；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砌
块制造；建筑用石加工；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陶瓷制品加工
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用金属配件制
造；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
块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
配件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销售；砖瓦销售；砼结构
构件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装
卸搬运；土石方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
热利用装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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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
发；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
售；门窗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金属工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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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有限责任公司

198
中宁县极速蜂网络运

营中心
万浩

中宁县城团结路天仁
名邸24＃商业楼1-2

层01

网络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咨询策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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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1 个体工商户

199 中宁县悦阳商行 詹向阳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

二队023号

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零售；地产中草药(不含
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品销售；中草药收购；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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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0 中宁县凯晶商行 雍凯
中宁县丰安南街西侧
新都会1＃楼1层105

铺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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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新鲜水果
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未经加工的坚
果、干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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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1
中宁县杞兴堂农副产

品店
乔凯岩

中宁县殷庄小康村西
一排7号房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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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农
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包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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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2
中宁县马子夫荣味园
酸菜牛肉面馆雅泰店

马飞虎
中宁县雅泰城市花园
1幢一层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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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3
中宁县甜甜生活超市

观园壹号店
张鹏

中宁县团结路煜基观
园壹号A区3＃商住楼

1层03-05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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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零
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农副产品
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化妆品
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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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4 中宁县尚美佳家纺店 包志岗
中宁县新市街永昌综

合楼2幢87号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鞋帽零售；劳
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海绵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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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5 中宁县简睫美甲店 王亚娇
中宁县城裕民街金岸
家园25号商业楼2层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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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美甲服务；礼品花卉销售；服装
服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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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6
中宁县清星源农副产

品经营部
刘家

中宁县新堡镇新堡村
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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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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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农产品收购；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
日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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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7
中宁县力鼎机械租赁

队
刘世峰

中宁县新堡镇新堡村
牛场006号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建筑用金属配件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
维修；通用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停车场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拖
车、求援、清障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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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个体工商户

208
宁夏京城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中宁分公司

秦学锋
中宁县太阳梁生态移
民区焦化厂2楼1号办

公室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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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销售；网络技术服务；网络与信息
安全软件开发；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网络设备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电子产品销售；显示器件销售；电子元
器件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知识产权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国内贸易代理；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包装材料及制品
销售；包装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
用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再生资源加工；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土壤
环境污染防治服务；保温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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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

209
宁夏杞聚祥食品有限

公司
刘涛

中宁工业园区五纵路
西侧0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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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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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草药种植；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农副产品销售；包装服务；休闲观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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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有限责任公司

210
宁夏泓鑫昌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
刘朝阳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
A区3＃商业楼2层80

一般经营范围：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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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气安装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日用百货销售

2023/2/22 有限责任公司



211
宁夏仁惠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周铭凯

中宁县城东街时代万
象商业广场1＃商业

楼2层02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
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电气安装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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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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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有限责任公司

212
中宁县精匠家政有限

公司
马中

中宁县鸣沙镇黄营村
九队024-2号

一般项目：家政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
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物清洁
服务；电气安装服务；保温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隔热和隔音材
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室内木门窗安装服务；建筑材料
销售；地板销售；门窗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
件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
工；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阀门和旋塞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风机、风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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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2 有限责任公司

213
中宁县晋建刚轮胎经

营店
张晨

中宁县舟塔乡黄桥村
109国道旁库房1＃

一般项目：轮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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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个体工商户

214
中宁县穆佳鲜白条鸡

经营部
马热者不

中宁县迎宾大道东侧
宁夏杞乡公司2号综

合楼1层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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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
鲜蔬菜零售；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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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个体工商户

215 中宁县惠勇货运部 王惠勇
中宁县殷庄村九队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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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个体工商户

216 中宁县宝之源商行 李浤凤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
卓然怡居17＃商业楼

1层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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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
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鲜蛋零售；农
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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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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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个体工商户

217
宁夏昊达多式物流有

限公司
杨超

中宁县石空镇工业园
区华夏特钢生活区1

层03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保税仓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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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国内船舶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铁路运输辅
助活动；无船承运业务；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船舶租赁；装
卸搬运；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服务；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餐饮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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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有限责任公司



218
宁夏众瀚消防科技有

限公司
李华

中宁县石空镇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
楼东侧大楼（能源服

务中心）202室

许可项目：消防技术服务；安全评价业务；安全生产检验检测；建设
工程设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消防设施工程施工；职业卫生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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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
计施工服务；标准化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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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消防器材销售；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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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有限责任公司

219
中宁县程诚农业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
焦岐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
头村村民委员会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租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报废农业机械拆解；
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再生
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服务；化肥销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林、牧、副、渔业
专业机械的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食
用农产品零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
植；园艺产品种植；含油果种植；中草药种植；草种植；农业生产资
料的购买、使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
关服务；木材采运；灌溉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园艺服务；谷物销
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农作物秸秆处理
及加工利用服务；农用薄膜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机械设备租赁；电子过磅服务；停车场服务；装卸搬运；运
输货物打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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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有限责任公司

220
中宁县弘安裕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易廷堂

中宁县大战场镇大战
场村三队001号

一般经营范围：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
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市政设施
管理；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装卸搬运；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餐饮器具集中消毒服务；城
乡市容管理；城市公园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农业生产
资料的购买、使用；树木种植经营；灌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
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业园艺服务；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服务；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副产品销售；
供暖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对外承包工
程；电气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
外）；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肥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房屋拆迁服务；住房租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
家宴服务；文化场馆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家政服务；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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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3 有限责任公司

221 中宁县香约火锅鸡店 赵辉
中宁县城裕民街金岸
B区2＃商业楼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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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2
中宁县圆梦园形象设

计工作室
王静萍

中宁县宁安北街为民
城市广场8号综合楼

12B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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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专业
设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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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3 中宁县鸿玉源商店 樊白玉
中宁县吴桥村五队
（原吴桥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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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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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4 中宁县嘉文禾婚庆店 梁坤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25＃商业楼1层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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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庆礼仪服务；礼仪服务；摄影扩印服
务；服装服饰出租；家宴服务；婚姻介绍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
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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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5 中宁县柒玺酒馆 万文娟
中宁县育才路北段枸
杞花园东苑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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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6 中宁县田记餐饮店 田兴军
中宁县东街振兴路北
综合楼1幢1-2层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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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7
中宁县杞红老农农副

产品店
刘东

中宁县振兴小区22＃
楼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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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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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个体工商户

228
宁夏万稼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程家仁

中宁县鸣沙镇五道渠
村四队168号

一般项目：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智能农业管理；中草药种植（除中国
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
珍贵优良品种）；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食用农产品初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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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有限责任公司

229
中宁县德旭驾驶员培

训中心
杨忠

中宁县新堡镇红寺堡
扬水管理处二期2-26

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保险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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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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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服务；代驾服务；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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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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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非公司私营企业

230
中宁县顺通驾驶员培

训中心
何建立

中宁县新堡镇红寺堡
扬水管理处二期2-21

号营业房

许可项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保险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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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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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服务；代驾服务；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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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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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非公司私营企业

231
宁夏汇鑫美烟花爆竹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毛超
中宁县平安东街永昌
3＃综合楼1层12

许可项目：烟花爆竹批发；烟花爆竹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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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有限责任公司

232
中宁县吴丽红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
吴丽红

中宁县宁安镇莫嘴村
八队001号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园艺服务；农业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森林经营和管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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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有限责任公司



233
宁夏瀛茹商贸有限公

司
马如

中宁县城东街宁华家
园1号楼3层06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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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建筑用石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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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4 有限责任公司

234
中宁县玉发美堂美容

美发服务中心
鲁学琴

中宁县城丰安北街天
仁家园3号综合楼1层

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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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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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发饰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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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35 中宁县京城麻辣烫店 谢志红
中宁县北街城建局巷
粮食局平房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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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36
中宁县祥通农业技术

服务部
邢宝祥

中宁县南桥村一队
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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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机械服务；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
装卸搬运；土地整治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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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37
中宁县果珍品生活超

市
刘萍

中宁县洼路村五队
0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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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零
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新
鲜蔬菜零售；鲜蛋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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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38
中宁县风铃日用百货

经营部
田美玲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A区1号楼1-2层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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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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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39
中宁县泽瑞建材经销

部
李素芳

中宁县锦绣苑B区二
期29号营业房

日用百货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电器修理；气体、液
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家政服务；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建筑防水
卷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
电装备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日用产品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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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0
中宁县杞美堂农副产

品店
东立坡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C
区11#楼103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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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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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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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1 中宁县淼淼商行 王宽
中宁县东街育才南路
卓然怡居1＃商住楼1

层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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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
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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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2
中宁县锦荣农业技术

服务部
孔祥

中宁县新堡镇吴桥村
五队016号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
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
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林业机械服
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装卸搬运；土地整治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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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3 中宁县津宵包子店 刘亚锋
中宁县金岸家园24＃

商业楼1层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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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4
中宁县步力宝智能科

技馆
曹学霞

中宁县城北环路枸杞
交易市场1幢1层1-2-

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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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5 中宁县合心养殖场 万兵
中宁县新堡镇南湾村

一队039-1号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牲畜饲养；活禽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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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销售（不
含犬类）；畜禽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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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6 中宁县腾达智享酒店 李娜
中宁县滨河路红宝农
特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20号楼3层01-08号、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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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7
中宁县宋金良种植家

庭农场
宋金良

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
二队089号

草种植；谷物种植；豆类种植；蔬菜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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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8 中宁县永伟家庭农场 张永生
中宁县新胜村四队

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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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围：谷物种植；谷物销售；豆类种植；豆
及薯类销售；水果种植；新鲜水果零售；蔬菜种植；新鲜蔬菜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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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牲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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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工商户

249
宁夏巨合昕劳务有限

公司
曹仙婷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
C区15＃商业楼1-2层

27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
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土石方工程施工；日用百货销售；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制品修理；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建筑用
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
零件、零部件加工；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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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0
宁夏瑞赛捷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谢祥彪
中宁县利新再生资源
有限责任公司院内1-

3号

一般项目：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纸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加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固体废物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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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电动汽车回收拆解；报
废机动车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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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1
中宁县康康中医有限

公司
康佳兵

中宁县新南街南街新
村1幢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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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诊所
服务；医疗服务；中药饮片代煎服务；药品零售；依托实体医院的互
联网医院服务；药品批发；药品生产；保健食品（预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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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2
宁夏宁宝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潘晓宝

中宁县育才北路杞商
福邸西区1＃商住楼1

－2层12

一般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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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服
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采购
代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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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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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3
宁夏恒凯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陶志成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余丁乡永兴

村一队029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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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交通设施维修；
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建
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
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城市绿化管理；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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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树木种植经营；土地整治服务；灌溉服务；农业
园艺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
务；合成材料销售；林业产品销售；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应
急治理服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砌块销售；市政设施管理；
生态环境材料制造；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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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4
宁夏烽庆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谷晓月

宁夏中宁县平安东街
红宝花园1＃住宅楼

1-2层06号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对外承包工程；建筑物拆除作
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物清洁服务；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室内木门窗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金
属门窗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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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设
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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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5 宁夏枣知道旅行社 武建锁
中宁县城育才北路水
木兰亭7＃商住楼1层

03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国际道路旅客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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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
招徕、咨询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商务
秘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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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承接总公司
工程建设业务；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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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非公司私营企业

256
宁夏杞泰翔商贸有限

公司
张翔

宁夏中宁县宁安镇中
宁县城宁安北街沃尔
德都市花园17＃商业

楼1-2层113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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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
产品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
棉、麻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初级农产品收
购；林业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
相关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业园艺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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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有限责任公司

257
中宁县林章农业技术

服务部
王林章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
七队027号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
工利用服务；林业机械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土地整治服
务；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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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58 中宁县沐晨蔬菜店 郭荣
中宁县宁安北街西侧
为民城市广场营业房

3-2号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蛋零售；未经加工的坚
果、干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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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59
中宁县混沌电子商务

中心
陈娜

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
中心2号综合办公楼5

层5-709房间

一般项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化妆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户外用品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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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0
中宁县活力健身工作

室
杜晓芬

中宁县城北街1栋五
层01号

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健康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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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1
中宁县孕妈咪母婴护

理中心
王琴

中宁县平安东街世纪
花园-锦绣苑B去二期
16＃商业楼1-3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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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家
政服务；康复辅具适配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母婴用品销
售；化妆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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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2
中宁县优品源百货批

发中心
陈嘉伟

中宁县殷庄大社区5
号楼与6号楼之间101

铺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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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水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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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3
中宁县凯晟信息咨询

服务部
亢文凯

中宁县正大路金岸骄
子2#楼1层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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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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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4
中宁县名伟石锅鱼饭

店
李杰

中宁县东街杞乡经典
A区2＃商业楼43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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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5
中宁县艺磁美发工作

室
陈星羽

中宁县新市街10＃商
业楼1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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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6
中宁县顺意发电子产

品店
曹淑萍

中宁县城东街时代万
象商业广场C段综合

楼2层11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真空器件销
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光电
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
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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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7 中宁县爱惠生活超市 郭金霞
中宁县杞乡经典A区
14＃综合楼1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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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蔬
菜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化妆品零
售；玩具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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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8 中宁县杞旺欣商行 黄伏林
中宁县裕民路枸杞东
苑西面2号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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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经营范围：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蛋零售；农副产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劳
动保护用品销售；鞋帽零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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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69
中宁县张玉成农业技

术服务部
张玉成

中宁县古城村三队-
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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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灌溉服务；装卸搬运；土地
整治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机械服务；林业机械服务；
运输货物打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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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70
中宁县良春农业技术

服务部
严良春

中宁县舟塔乡铁渠村
二队022号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
物收割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
林业机械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副产品销
售；初级农产品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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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71
中宁县贾治全农业技

术服务中心
贾治全

中宁县新堡镇毛营村
一队0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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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品销售；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
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林业机械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灌溉服务；农业机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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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72
中宁县文龙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
李文龙

中宁县古城子乡古城
子村三队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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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
品销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
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林业机械服
务；土地整治服务；灌溉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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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73
中宁县徐成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
徐成

中宁县新堡镇肖闸村
六队017号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
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林业机械服
务；土地整治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中草药种植；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农副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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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74
中宁县皓通水暖管件

经营部
武伟波

中宁县北环路1栋1层
01号

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塑料制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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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75
中宁县轩阳农机服务

有限公司
盛燕

中宁县营盘滩村一队
-01-051号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租赁；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
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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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有限责任公司

276
中宁县恩和裕农丰农
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

社
王文

中宁县恩和镇上庄村
小学院内01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农业机械租赁；草及相关制品销售；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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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农民专业合作社

277
宁夏东方华宸商贸有

限公司
张东升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中宁县中宁县石空

商业街6-15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建筑
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地板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
售；家居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
保温材料销售；门窗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灯具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日用
陶瓷制品销售；电气安装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日用家电
零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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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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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有限责任公司

278
宁夏铭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孔垦

中宁县恩和镇沙滩村
二队S308线南村部2

号房屋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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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设施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服务；灌
溉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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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有限责任公司

279
中宁县小罗畜农畜禽

养殖家庭农场
罗成文

中宁县大战场乡清河
村五队010号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牲畜饲养；家禽饲养；种畜禽经营；牲畜屠
宰；家禽屠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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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销售；畜禽收购；畜禽委托饲养管理服
务；饲料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谷物种
植；谷物销售；草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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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非公司私营企业



280
宁夏硕可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傅军成

中宁县为民 城市广
场8幢13层B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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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销售；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
用；智能农业管理；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与农业生产经营
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业面源
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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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零售；
农药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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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有限责任公司

281
中宁县兴厚德农副产

品店
王兴德 中宁县石桥村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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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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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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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工商户

282 中宁县避风塘奶茶店 李同
中宁县裕民街金岸家
园14＃综合楼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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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3/1 个体工商户

283
中宁县添颂防水材料

经营部
王世军

中宁县红宝综合批发
市场第18幢13号房二

层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保温材
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棉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
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水泥制品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用设备修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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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3/2 个体工商户

284 中宁县悦彬驿站超市 万悦
中宁县南街世纪春天
14＃商业楼1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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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
销售；玩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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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3/3 个体工商户

285
中宁县徐套乡马慧货

运部
马慧 

中宁县徐套乡徐套行
政村柴趟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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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

286
中宁县喊叫水革朝养

殖场
马革朝

中宁县喊叫水乡沙梁
社063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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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

287
中宁县喊叫水岳鹏养

殖场
金岳鹏

中宁县喊叫水乡沙梁
社067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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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

288
中宁县喊叫水亚兵养

殖场
金亚兵

中宁县喊叫水乡沙梁
社057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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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

289
中宁县喊叫水秀海养

殖场
金秀海

中宁县喊叫水乡沙梁
社059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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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3 个体

290
中宁县喊叫水祥情商

店
勉力祥

中宁县喊叫水乡下流
水村4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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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

291
中宁县徐套乡永福货

运部
丁永福

中宁县徐套乡下流水
村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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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

292
中宁县徐套乡双鹏养

殖场
赵双鹏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下自然村74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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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

293
中宁县徐套乡生保养

殖场
杨生保

中宁县徐套乡新庄子
村327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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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

294
中宁县徐套乡田兴喜

养殖场
田兴喜

中宁县徐套乡新庄子
村247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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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



295
中宁县徐套乡学林货

运部
丁学林

中宁县徐套乡下流水
村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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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6 个体

296
中宁县徐套乡德财养

殖场
洪德财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上自然村87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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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297
中宁县徐套乡万青综

合百货超市
田大林

中宁县徐套乡精准扶
贫创业园5号楼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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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298
中宁县徐套乡周阳养

殖场
周阳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上自然村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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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299
中宁县徐套乡桂霞货

运部
张桂霞

中宁县徐套乡徐套行
政村柴趟自然村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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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300
中宁县徐套乡晓荣货

运部
黑晓荣

中宁县徐套乡小湾行
政村包套自然村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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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301
中宁县喊叫水绿优家

庭农场
张定瑞

中宁县喊叫水乡喊叫
水村151-1号

一般项目：硒砂瓜、苹果、枸杞、粮食种植形式、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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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302
中宁县徐套乡赵双东

养殖场
赵双东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下自然村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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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303
中宁县徐套乡周晓福

养殖场
周晓福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上自然村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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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304
中宁县徐套乡洪晓清

养殖场
洪晓清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上自然村93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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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7 个体

305
中宁县徐套乡俊财货

运部
马俊财

中宁县徐套乡徐套行
政村徐套东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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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

306
中宁县徐套乡马忠养

殖场
马忠

中宁县徐套乡田滩社
243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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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8 个体

307
中宁县徐套乡杨彦祥

百货超市
杨彦祥

中宁县徐套乡上流水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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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9 个体

308 中宁县佳禾手机通讯 马小娟
中宁县徐套乡乐园村

小学对面
一般项目：电信业务代办、手机销售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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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

309
中宁县密雪冰城奶茶

店
马小娟

中宁县徐套乡乐园村
小学对面

一般项目：预包装食品销售、餐饮、奶茶、冰淇淋、小吃甜品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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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0 个体

310
中宁县喊叫水马晓东

货运部
马晓东

中宁县喊叫水乡大滩
川社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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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3 个体

311
中宁县徐套乡田花货

运部
田花

中宁县徐套乡上流水
社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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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

312
中宁县徐套乡赵双龙

养殖场
赵双龙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上自然村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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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

313
中宁县喊叫水马军养

殖场
马军

中宁县喊叫水乡马家
塘村045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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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

314
中宁县喊叫水杨尚宝

农资店
杨尚宝

中宁县喊叫水乡杨庄
子二社0186号

一般项目：农药销售、化肥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地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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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4 个体

315
中宁县喊叫水贺恩清

养殖场
贺恩清

中宁县喊叫水乡贺口
子村106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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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5 个体

316
中宁县喊叫水金秀平

货运部
金秀平

中宁县喊叫水乡沙梁
社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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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

317
中宁县徐套乡勉小云

农资店
勉小云

中宁县徐套乡白卷口
子村7号房

一般项目：农药销售、化肥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地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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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17 个体



318
中宁县徐套乡马自福

养殖场
马自福

中宁县徐套乡上流水
社195号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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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0 个体

319 中宁县田彦英货运部 田彦英
中宁县徐套乡李士行
政村贺吉平自然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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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

320
中宁县青云农资经销

部
杨青云

中宁县喊叫水乡杨庄
子社022号

一般项目：农药销售、化肥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地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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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

321
中宁县贤香农资经销

店
马希贤

中宁县徐套乡白洼洼
村蒿川路口

一般项目：农药销售、化肥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地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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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7 个体

322 中宁县石财养殖场 石财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
政村白套上自然村27

一般项目：牛羊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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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

323
中宁县马兴力电器修

理部
马如福

中宁县徐套乡新庄子
村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电气设备修理，摩托车及配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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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28 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