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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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宁县文静货运部 张明
中宁县鸣沙镇李滩村一队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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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2 中宁县大佳好便利店 张涛 中宁县恩和镇政府西侧00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
用家电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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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3 中宁县二明轮胎部 乔希亮
中宁县恩和镇双井子204斗口

0194号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轮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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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6日 个体工商户

4
中宁县凯瑞聚农副产品

店
黄生奇

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五队016
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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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6日 个体工商户

5 中宁县熙然商行 童杰
中宁县恩和镇华寺村九队024

号

一般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食用农产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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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6 中宁县鸿鑫达货运部 万少华
中宁县恩和镇沙滩村一队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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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7 中宁县艳花馒头店 马福有
中宁县恩和镇红悟山幸福一

村

许可项目：食品小作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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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8 中宁县昌茂养殖厂 马文
中宁县白马乡三道湖村东山

坡00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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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
围：谷物种植；草种植；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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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2日 个体工商户

9 中宁县润茂养殖厂 王军
中宁县白马乡三道湖村东山

坡01号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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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范
围：谷物种植；水果种植；草种植；鲜肉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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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10
中宁县和睦农副产品经

营部
王波

中宁县石空镇倪丁村七队01
号

一般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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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日 个体工商户

11 中宁县旭业养殖场 王得宝 中宁县余丁乡石空村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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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12 中宁县宝驰汽修店 蒋旭升
中宁县石空镇商贸综合批发

市场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
售；润滑油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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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3 中宁县老杜果蔬店 杜建吉 石空镇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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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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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4 中宁县天然居饭庄 杨龙 中宁县石空镇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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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5 中宁县忆碗酒小酒馆 白海龙 石空镇丰安屯景区民俗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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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16
中宁县民慧农副产品经

营店
张慧民 余丁乡黄羊村十队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蔬菜种植；谷物销售；农
副产品销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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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17
中宁县卓途种植家庭农

场
刘军

中宁县石空镇立新村一队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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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种
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花卉种
植；水果种植；园艺产品种植；茶叶种植；中草
药种植；草种植； 树木种植经营；休闲观光活
动；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牲畜销售；林业
产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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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18
中宁县树兴农副产品经

营店
万生华 石空镇商贸综合批发市场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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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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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19 中宁县润润货运部 王涛 石空镇史营村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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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20 中宁县马兴珍货运部 马兴珍
中宁县石空工业城公租房D

区13号楼2单元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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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21 中宁县鲜又惠果蔬店 刘立文 石空镇华夏特钢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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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农副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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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22 中宁县聚贤庄汉餐馆 李静翻 石空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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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23 中宁县赵哥货运部 赵立升 中宁县石空镇史营村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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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24
中宁县果果鲜农副产品

店
雍慧霞

石空镇丰安屯景区丝路古长
街10-2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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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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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25 中宁县德胜货运部 王德胜 石空镇立新村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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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26
中宁县森芙达农副产品

经营部
时亮 中宁县石空镇黄庄村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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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农产品收购；中草药种植；农用薄膜销售；食用
农产品批发；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
包装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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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2日 个体工商户

27
中宁县旭春汽车底盘修

理部
王绪伟 中宁县石空镇机电市场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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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2日 个体工商户

28 中宁县金达莱花发型社 杨杰 石空镇华夏特钢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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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29
中宁县杨进德货物运输

部
杨进德

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宁原
村20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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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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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日 个体工商户

30 中宁县罗花裁缝部 罗文花 中宁县大战场镇商贸中心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饰
制造；缝纫修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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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日 个体工商户

31 中宁县郑师汽车装潢店 郑海军
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一

队071

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电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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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日 个体工商户

32 中宁县维讯连锁通讯店 杨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十字路

口

一般项目：通讯设备销售；销售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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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日 个体工商户



33
中宁县铁功鸡房屋中介

信息部
穆凤龙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加油站
旁边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房屋拆迁服务； 2023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34 中宁县俊鹏果蔬店 马龙 中宁县大战场镇西街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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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蔬菜零售；鲜蛋
零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豆及薯类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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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35
中宁县木阳丹杂粮烤饼

店
姚建玉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贸市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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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36 中宁县瑞兰包子店 马锐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路口

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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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37
中宁县马文虎货物运输

部
马文龙

中宁县大战场镇清河村四队
035号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2023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38
中宁县虎志发土特产商

行
虎志发 中宁县大战场镇市场内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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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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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39
中宁县马强椒麻鸡生汆

面店
马强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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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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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40
中宁县马万军货物运输

部
马万军

中宁县大战场镇清河村三队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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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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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7日 个体工商户



41 中宁县海鹏货物运输部 李女儿
中宁县大战场镇清河村三队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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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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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7日 个体工商户

42 中宁县海涛货物运输部 海波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盛村五队

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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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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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43 中宁县惠百家商行 禹尔沙
中宁县大战场镇兴业村三队

十字路口
2023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44 中宁县大马子餐厅 田晓燕
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四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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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45
中宁县杨小东蔬菜粮油

干果批发商行
杨小东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贸市场东
侧彩钢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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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批发；未经加工的坚果、
干果销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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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46
中宁县国标装修材料加

工厂
马天龙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八队

一般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承接总公司工程
建设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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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9日 个体工商户

47
中宁县彦家电气焊修理

行
沙彦家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一般项目：金属制品修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
电镀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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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48
中宁县李进瑞货物运输

部
李鹏

中宁县大战场镇元丰村二队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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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49 中宁县强子综合商店 赵连刚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面粉厂

向东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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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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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50 中宁县贵荣轮胎销售店 马治军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村六

队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轮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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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51 中宁县悦香亭早餐店 马义珍 中宁县大战场镇中学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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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2 中宁县鼎尚台球俱乐部 冯春生
中宁县大战场镇西街十字路

口向西200米

一般项目：台球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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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3
中宁县向日葵百货批发

部
李志花 中宁县大战场镇南街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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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4 中宁县厨娘特色汉餐 刘娜
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一

队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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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5 中宁县永荣商店 穆成芳 中宁县大战镇北街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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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6 中宁县马梁饭馆 杨成成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盛村二队 小餐饮 2023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7 中宁县全珍茶店 母全珍 中宁县大战场镇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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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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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58 中宁县俊文维修部 马富宝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路口

一般项目：自行车修理；电动自行车维修；摩托
车及零配件零售；电车销售；轮胎销售；电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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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59 中宁县香百味餐厅 马努罕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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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60 中宁县香葱饼子店 杨成成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盛村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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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61 中宁县卢斌汉餐 卢斌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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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62
中宁县杜师水暖安装维

修店
杜月辉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

般项目：五金产品零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
品批发；通用设备修理；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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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63
中宁县李大吾呆鲜面麻

辣条店
李大吾呆 中宁县大战场镇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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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64
中宁县茶点错过你奶茶

店
张浩蓉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街中心小
学对面

许可项目：小餐饮、小食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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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65 中宁县百家缘饺子馆 冶玉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路口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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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5日 个体工商户

66 中宁县明玥货物运输部 虎平平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清河村

三队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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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6日 个体工商户

67
中宁县罗志武货物运输

部
罗志武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马莲梁
村二队0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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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6日 个体工商户



68 中宁县雅荣姑娘服装店 罗红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农贸

市场6栋16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箱包销
售；美发饰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礼品花卉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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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6日 个体工商户

69
中宁县渔粉叔叔五谷杂

粮店北街店
田金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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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70
中宁县今香袁椒麻土鸡

店北街店
李生林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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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71 中宁县喜气洋洋商行 李金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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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文具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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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72 中宁县应奇商店 杨春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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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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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73
中宁县李应奇轮胎底盘

维修店
杨春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路
口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金属制品修理；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汽车零配件零售；
轮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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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74 中宁县星江牛皮收购点 李磊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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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75 中宁县富荣特种电焊部 马志福 中宁县大战场镇元丰村一队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金属制品修理；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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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76
中宁县杨万成货物运输

部
杨万成

中宁县大战场镇唐圈村一队
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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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77 中宁县宏丰蛋糕坊 马银财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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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78 中宁县瑞哲货物运输部 李忠
中宁县大战场镇清河村五队

0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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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1日 个体工商户

79
中宁县马博浩货物运输

部
马学金

中宁县大战场镇南街菜市场
西门口向南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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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1日 个体工商户

80 中宁县李拜儿烤饼店 冯小芳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社区

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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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1日 个体工商户

81
中宁县张永断桥门窗加

工厂
张永 中宁县大战场镇西街

一般项目：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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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1日 个体工商户

82
中宁县罗发祥水果蔬菜

店
罗发祥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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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
蔬菜零售；鲜蛋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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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83 中宁县柯占有百货商店 柯占有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村五

队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
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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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84
中宁县高占成牛羊饲料

直销店
高占成 中宁县大战场镇兴业村四队

一般项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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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85
中宁县富佳家家电家私

城
李佳雪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

一般项目：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
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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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86 中宁县发财商店 李金花 中宁县大战场镇唐圈村三队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
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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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87 中宁县沙小镇生活超市 沙金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红贵汽

贸对面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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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零售；新鲜
蔬菜零售；鲜蛋零售；化妆品零售； 日用品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五金产品零
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母婴用品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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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88 中宁县千万客来超市 马志祥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社区

七队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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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零售；新鲜
蔬菜零售；鲜蛋零售；日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
化妆品零售；母婴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日用家电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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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89 中宁县进来顺五金店 施进顺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118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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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90 中宁县强花货物运输部 马福强
中宁县大战场镇马莲梁村四

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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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91
中宁县刘栓电脑刹车方

向机店
刘栓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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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92 中宁县三个娃童装店 马永梅 中宁县大战场镇农贸市场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 2023年3月27日 个体工商户

93
中宁县马保风燕面糅糅

店
马保风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街

许可项目：小餐饮、小食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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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7日 个体工商户



94 中宁县思奕服装店 李晓轩
中宁县渠口商贸城5号楼108号

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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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日 个体工商户

95 中宁县金锐货运部 高生重
中宁县太阳梁乡新海村B区

B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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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日 个体工商户

96 中宁县丁西目养殖场 丁西目
中宁县太阳梁乡兴源村养殖

场3座

许可项目：畜牧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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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日 个体工商户

97
中宁县洁小二洗护用品

店
李海成

中宁县渠口农场原地毯厂后
跃进渠以西铁路以东自建房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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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日 个体工商户

98 中宁县衣魅服装店 杨雪梅
中宁县渠口商贸城1号楼110号

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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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日 个体工商户

99
中宁县海龙室内外装修

装饰店
李海龙 中宁县渠口农场农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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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产品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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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00
中宁县永军西红柿销售

店
王永军 中宁县渠口农场农六队

一般项目：新鲜蔬菜零售；蔬菜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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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01 中宁县小田烤饼店 田兴福 中宁县渠口农场酒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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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02
中宁县渠口梦幻雪奶茶

小吃店
丁勇

中宁县渠口农业银行对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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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103 中宁县道圣和化妆品店 王柯
中宁县渠口农五队道路旁畜

牧公司楼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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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104 中宁县渠口晓军便利店 李晓军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渠口中学

109国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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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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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9日 个体工商户

105 中宁县渠口誉美潮鞋店 马兰
中宁县渠口农场太阳梁路利

民小区营业房005号

一般项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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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106 中宁县渠口正科货运部 罗正科
中宁县渠口老中学109国道旁

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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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107 中宁县渠口雅琴小吃店 李学奇
中宁县太阳梁乡新海二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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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4日 个体工商户

108
中宁县金马强盛商混经

销部
马思丹

中宁县渠口农场园六队109国
道西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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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

2023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109
中宁县渠口伊品服装服

饰店
贾虎成

中宁县渠口利民街购物中心
斜对面营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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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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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110
中宁县德盛村鑫隆养殖

场
何永禄

中宁县渠口高速路服务区旁
自建牛场

许可项目：畜牧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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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1日 个体工商户

111 中宁县渠口韵香园茶店 张小玲
中宁县渠口中达商贸城6号楼

115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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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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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112
中宁县尧顺达建材经销

部
向宁

中宁县顺达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场地西侧及北侧土场

地

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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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113
中宁县翔瑞达生态农业

家庭农场
黎翔 中宁县渠口园三队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中草药种植；农副产品销
售；牲畜销售；畜禽收购；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农业机械服务；
灌溉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
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业园艺服
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智能农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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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114
中宁县渠口波哥机械租

赁部
张波

中宁县渠口园三队跃进渠边
营业房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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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7日 个体工商户



115
中宁县广通工程机械租

赁部
刘亮

中宁县太阳梁乡德盛村市场
内南排1号房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土石方工
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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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7日 个体工商户

116 中宁县田兴礼养殖场 田兴礼
中宁县徐套乡麻黄沟二社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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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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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日 个体工商户

117 中宁县文玟小吃店 马红 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段头村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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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日 个体工商户

118 中宁县杨红武百货超市 杨红武 中宁县喊叫水乡喊叫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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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119 中宁县正龙饲料经销部 周正龙
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段头村060

号

一般项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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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120 中宁县周天天养殖场 周正龙
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段头村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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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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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121 中宁县贺志礼养殖场 贺志礼
中宁县喊叫水乡贺家口子北

社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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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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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3日 个体工商户

122 中宁县周小虎洗车行 周天虎
中宁县喊叫水乡喊叫水村变

电
所对面

一般项目：洗车服务，洗车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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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6日 个体工商户

123 中宁县马晓明货运部 马晓明 中宁县徐套乡朱川社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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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7日 个体工商户

124
中宁县徐套忠盛电器经

营部
柯中

中宁县徐套乡精准扶贫
创业园2号楼15号房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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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8日 个体工商户

125 中宁县周瑛货运部 周瑛 中宁县徐套乡田滩社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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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9日 个体工商户



126
中宁县喊叫水马海

水果店
马家

中宁县喊叫水乡马庄子社122
号3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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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9日 个体工商户

127
中宁县徐套小黑电焊

加工部
黑文成

中宁县徐套乡下流水路口山
西饭馆斜对面

一般项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动车修理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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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0日 个体工商户

128 中宁县耀祥生活超市 马耀祥
中宁县徐套乡北圈口子社079

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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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129 中宁县马宗成养殖场 马宗成
中宁县喊叫水乡马塘村13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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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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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3日 个体工商户

130 中宁县博昊货运部 丁俊 中宁县徐套乡下流水村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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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131 中宁县田磊农资店 何靖
中宁县徐套乡精准扶贫创业

园2#商业楼1-2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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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132 中宁县贺学瑞养殖场 贺学瑞
中宁县喊叫水乡贺口子村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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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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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133 中宁县徐套马平养殖场 马平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政村白

套下自然村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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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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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7日 个体工商户

134 中宁县马宏武养殖场 马宏武 中宁县徐套乡上流水社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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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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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135 中宁县马树俊养殖场 马树俊 中宁县徐套乡上流水社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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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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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136 中宁县杨凯福利货运部 杨凯福利
中宁县喊叫水乡五丰台社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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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137 中宁县马吉全养殖场 马吉全
中宁县喊叫水乡马家塘村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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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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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138 中宁县马维祥养殖场 马维祥
中宁县喊叫水乡马家塘村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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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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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 个体工商户

139 中宁县宇轩货运部 周小军
中宁县徐套乡白套行政村白

套下自然村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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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1日 个体工商户

140 中宁县斌海养殖场 周海 中宁县徐套乡新庄子村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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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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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3日 个体工商户

141 中宁县山水养殖场 金晓总
中宁县徐套乡乐园村养殖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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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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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4日 个体工商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