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食品抽检信息                                                                                                     
重要提示：大米、香米等稻米类的谷物加工品中检出镉不合格时，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无权公布。具体流程要求见食安办函〔2015〕2号文件。
信息公布上传字段限制：
1 抽样编号不能有空格回车等特殊字符。
2 被抽样单位所在省份必须按照省份简写填写，如北京、广东等。
3 分类字段必须按照每年计划中的食品大类填写。
4 所有字段均为必填项。
5 所有字段均不能包含问号。

抽样编号 序号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
企业地址

被抽样
单位名称

食品名称
规格型

号
生产日期/批

号
分类

任务来源/
项目名称

备注

XC22130105931131080 1 / /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油馍头 / 2022-12-06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081 2
信阳市昌东商贸有限公

司

河南省信阳市浉

河区十三里桥乡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豫信信阳毛尖 50克/袋 2022-05-24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082 3 烟台三嘉粉丝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张星

镇张西村北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龙口粉丝 300g/袋 2022-09-01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083 4
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

（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汇

通大道2号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美汁源汁汁桃桃 420ml/瓶 2022-09-07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084 5
烟台商都料理食品有限

公司

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

办事处庙后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绿豆粉丝 388g/袋 2022-08-03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085 6
汝南县信念食品有限公

司

汝南县产业集聚区崇德路2

号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精制红薯粉条 500克/袋 2022-04-09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2 7
咸阳市彩虹商贸食品有

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朝阳路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金鸽多味葵花籽 160克/袋 2022-09-25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3 8
滁州洽洽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经开区铜陵

东路197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洽洽香瓜子 308克/袋 2022-11-02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16 9 河南长领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民权县310国道东段

北侧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长领花生（蒜香

味）
500g/袋 2022-09-23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4 10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省招远金岭镇寨里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豌豆淀粉 200g/袋 2022-07-06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5 11 河北川达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姚村

乡辛木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嫩肉淀粉（玉米

淀粉）
260克/袋 2022-06-10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15 12
咸阳市彩虹商贸食品有

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朝阳路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金鸽多味葵花籽 160克/袋 2022-09-21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6 13 河南东都实业有限公司
汝州市庙下镇小寨工业园

区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东都粉条 1kg/袋 2022-07-02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14 14
滁州洽洽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经开区铜陵

东路197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洽洽香瓜子 200克/袋 2022-10-15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7 15 河南龙辉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路寨

乡宋寨村118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龙王庙粉皮丝 350克/袋 2022-03-04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09 1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油条 / 2022-12-07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13 17
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限

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以南、二号

路以西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橙汁饮料 2.5L/瓶 2022-08-19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12 18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

任公司
光山县白雀园镇西街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信阳毛尖茶

净含
量:100克

/袋

2021-11-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19 19 烟台三嘉粉丝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张星

镇张西村北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龙口粉丝 300g/袋 2022-07-14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20 20 招远市鑫华龙口粉丝厂 招远市张星镇后大里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龙口粉丝 400克/袋 2022-09-07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25 21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

任公司
光山县白雀园镇西街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碧螺春 100克/盒 2022-03-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24 22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

任公司
光山县白雀园镇西街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红茶 80克/盒 2022-08-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21 23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

任公司
光山县白雀园镇西街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信阳毛尖茶 100克/袋 2022-04-08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22 24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

任公司
光山县白雀园镇西街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信阳毛尖茶 100克/袋 2022-05-08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23 25
光山县韩氏茶叶有限责

任公司
光山县白雀园镇西街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云南红茶 100克/袋 2022-03-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8 26 包头恰恰食品有限公司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路

38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洽洽香瓜子 200克/袋 2022-09-19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0 27 河南英杰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后河
镇后河专业园区英杰大道6

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猪肉小馄饨 337克/袋 2022-09-24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1 28
思念食品（河南）有限

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15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猪肉大葱灌汤水

饺
455克/袋 2022-10-20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2 29 河南部落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燕山南路76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黑芝麻汤圆 455克/袋 2022-11-02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7 30
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兴川

路929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徽记绿茶瓜子 135g/袋 2022-11-12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3 31
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

（南宁）有限公司
南宁市丰达路28号厂房四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美汁源果粒橙 1.25L/瓶 2022-07-14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6 32
常州开古茶叶食品有限

公司

常州市钟楼区童子河西路

16-1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金骏眉红茶（分

装）

80克（16

袋）/盒
2022-11-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4 33
常州开古茶叶食品有限

公司

常州市钟楼区童子河西路

16-1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铁观音（乌龙

茶）

105克(15

袋）/盒
2022-09-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5 34
常州开古茶叶食品有限

公司

常州市钟楼区童子河西路

16-1号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开古碧螺春（绿

茶）

80克(16)

袋/盒
2022-07-0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39 35
郑州百兴食品有限公司

获嘉分公司
获嘉县亢村镇纬七路1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黑芝麻汤圆

500克
（12克/

颗）/袋

2022-02-09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3 36 光山县雨河茶厂 光山县晏河乡晏河村许洼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信阳毛尖茶（分

装）
100克/袋 2022-10-01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0 37 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中段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猪肉香菇水饺 455克/袋 2022-11-17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1 38 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中段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韭菜鸡蛋水饺 455克/袋 2022-11-11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2 39 光山县雨河茶厂 光山县晏河乡晏河村许洼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高山绿茶（分

装）
100克/袋 2022-08-18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2 40
思念食品（河南）有限

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1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玉米蔬菜猪肉灌

汤水饺
455克/袋 2022-10-30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1 41
河南开心仁食品有限公

司

河南尉氏县尉北科技食品

工业园区皓月大道77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水煮五香味瓜子 150克/袋 2022-06-17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3 42
长春伊利冷冻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长春
九台经济开发区群英大路

1666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芋见波波冰淇淋 75克/袋 2022-04-12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0 43
河南开心仁食品有限公

司

河南尉氏县尉北科技食品

工业园区皓月大道77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蜜汁味瓜子 150克/袋 2022-06-18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9 44
咸阳市彩虹商贸食品有

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朝阳路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金鸽多味葵花籽 160克/袋 2022-11-09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4 45
潍坊伊利乳业有限责任

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关
街道西环路西侧朐山路南

侧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冰片蜜桃棒冰 70克/袋 2022-05-02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8 46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光明

路6号、7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冰糖雪梨 梨汁

饮品
500ml/瓶 2022-10-07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5 47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天冰蛋糕中板 60克 2022-01-10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6 48
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

（东莞）有限公司漯河

分公司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

路1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美汁源果粒橙 420ml/瓶 2022-08-31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47 49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光明

路6号、7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康师傅水蜜桃 

水果饮品
500ml/瓶 2022-09-05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6 50
安阳市德润粮油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内黄县二安镇工业区

平顶山市新华区觅之唯食

品店

葵花籽（鲜橙

味）
5kg 2022-08-01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9 5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坤航饮品

店
满杯百香果 / 2022-12-08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0 5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坤航饮品

店
桃桃蜜柚 / 2022-12-08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7 53
天津市宝香食品有限公

司

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大瓦

头村王口加油对过

平顶山市新华区觅之唯食

品店
海盐味瓜子

计量称重

销售
2022-09-07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58 54 安徽香味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工业园

区晨兴路18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觅之唯食

品店
散装核桃味花生

散装称重
（7.5kg

）

2022-09-01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1 5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古茗饮品

店
百香双重奏 / 2022-12-08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2 5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古茗饮品

店
超A葡萄啵啵冻 / 2022-12-08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3 5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茶百道奶

茶店
生椰西瓜 / 2022-12-08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4 5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茶百道奶

茶店
红艳艳（树莓） / 2022-12-08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5 59
河南省黑美人食品有限

公司

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刘沃

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橙露干果

店

葵花籽（烘炒

类）
散装称重 2022-11-09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6 60
许昌市八里香食品有限

公司

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镇湖

徐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橙露干果

店
山核桃味瓜子 5kg/箱 2022-11-25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7 61 河南东都实业有限公司
汝州市庙下镇小寨工业园

区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东都粉条 500g/袋 2022-07-02

淀粉及淀粉

制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8 62
遂平县瑾瑜食品有限公

司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遂平县产业

集聚区思念路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猪肉荠菜灌汤水

饺
455克/袋 2022-09-16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69 63
遂平县瑾瑜食品有限公

司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遂平县产业

集聚区思念路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黑芝麻汤圆

455克
（12克/

颗）/袋

2022-09-13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0 64
遂平县瑾瑜食品有限公

司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遂平县产业

集聚区思念路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花生汤圆

455克
（12克/

颗）/袋

2022-09-24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1 65
思念食品（河南）有限

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1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蓝莓水果汤圆

360克
（12克/

颗）/袋

2022-09-01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2 66
思念食品（河南）有限

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1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杭州风味鲜美肉

馅小笼包
300克/袋 2022-10-16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3 67
郑州百兴食品有限公司

获嘉分公司
获嘉县亢村镇纬七路1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黑芝麻汤圆

500克
（20克/

颗）/袋

2022-10-30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4 68 河南紫米食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石固镇朝阳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百花百货

超市

蒸煎饺（玉米蔬

菜猪肉）
1千克/袋 2022-10-07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5 69
思念食品（河南）有限

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15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猪肉荠菜灌汤水

饺
455克/袋 2022-11-09 速冻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7 70
农夫山泉湖北丹江口

（新城）饮料有限公司

丹江口市经济开发区安乐

河工业园水都大道008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农夫果园混合果

蔬

500ml／

瓶
2022-05-26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8 71
农夫山泉湖北丹江口

（新城）饮料有限公司

丹江口市经济开发区安乐

河工业园水都大道008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农夫果园混合果

蔬
500ml/瓶 2022-05-24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79 72
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

（东莞）有限公司漯河

分公司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

路1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美汁源果粒橙 450ml/瓶 2022-09-15 饮料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0 7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熟猪头肉 / 2022-12-09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1 7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卤连肝肉 / 2022-12-09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91 75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小神童香芋口味

冰淇淋
65克/个 2022-08-07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90 76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小神童草莓口味

冰淇淋
65克/个 2022-05-27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9 77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小神童哈密瓜口

味冰淇淋
65克/个 2022-08-04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8 78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小神童巧克力口

味冰淇淋
65克/个 2022-06-04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7 79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小神童脆筒冰淇

淋
75克/个 2022-07-28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6 80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活力兵海盐荔枝

味雪糕
80克/个 2022-07-14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5 81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活力兵桑葚蔓越

莓口味雪糕
80克/个 2022-07-12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4 82
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

东路137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冠军小白冰淇淋

66.5克/

个
2022-06-07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183 83
天津伊利康业冷冻食品

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南经济开发区

（双桥河）宝源路30号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伊利苦咖啡雪糕 70克/袋 2022-07-30 冷冻饮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40 8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马先生胡

辣汤店
煎炸油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39 8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马先生胡

辣汤店
羊肉包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38 8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马先生胡

辣汤店
油条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37 8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马先生胡

辣汤店
油饼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42 8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朱二妮早

餐店
油条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41 89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朱二妮早

餐店
煎炸油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45 90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朱占胜烩

面店
油条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44 9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朱占胜烩

面店
煎炸油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43 9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朱占胜烩

面店
油馍头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53 9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方中餐饮

店
豆腐山野菜包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52 9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方中餐饮

店
香菇牛肉包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51 9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方中餐饮

店
油饼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54 9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方中餐饮

店
煎炸油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74 9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林三味

厨熟食店
五香烧鸡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73 9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林三味

厨熟食店
卤椒麻鸡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72 99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林三味

厨熟食店
卤猪蹄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71 100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林三味

厨熟食店
卤鸭胗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70 10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林三味

厨熟食店
卤鸭肠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69 10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金林三味

厨熟食店
卤猪耳 / 2022-12-12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0 10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煎炸油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89 10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油条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88 10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韭菜豆腐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87 10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雪菜粉条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86 10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羊肉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85 10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包菜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84 109 / /
平顶山市新华区鹿增民小

吃服务店
萝卜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2 110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同之盛羊

肉胡辣汤店
煎炸油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1 11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同之盛羊

肉胡辣汤店
油馍头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5 11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弘祥撒欢

猪包子铺
桑叶豆腐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4 11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弘祥撒欢

猪包子铺
韭菜鸡蛋包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3 11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弘祥撒欢

猪包子铺
煎炸油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6 11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汪荣彬小

吃店
煎炸油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7 11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程记食品

店
猪头肉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8 11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程记食品

店
脱骨香肘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399 11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程记食品

店
猪蹄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400 119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卤货郎熟

食店
猪耳朵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401 120 / /
平顶山市新华区程记食品

店
猪耳片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402 12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程记食品

店
煎炸油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403 12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程记食品

店
卤鸡腿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405 12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卤货郎熟

食店
煎炸油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XC22130105931131406 12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卤货郎熟

食店
卤猪头肉 / 2022-12-14 餐饮食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9 125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小白菜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4 126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丑橘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3 127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鲜鸡蛋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8 128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青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7 129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普通绿豆芽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0 130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精品后腿肉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6 131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普通黄豆芽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5 132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蜜桔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1 133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鸡腿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19 134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带皮里脊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18 135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梅花肉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50 136 / /
平顶山德客惠商贸有限公

司
蜜桔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49 137 / /
平顶山德客惠商贸有限公

司
绿豆芽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48 138 / /
平顶山德客惠商贸有限公

司
黄豆芽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47 139 / /
平顶山德客惠商贸有限公

司
鸡脯肉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46 140 / /
平顶山德客惠商贸有限公

司
鸡腿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45 141 / /
平顶山德客惠商贸有限公

司
瘦肉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60 14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汉伟百货

店
小白菜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59 14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汉伟百货

店
上海青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57 14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汉伟百货

店
黄豆芽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62 14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汉伟百货

店
芹菜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61 14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汉伟百货

店
小香芹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58 14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汉伟百货

店
韭菜 / 2022-11-1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0922 148 / / 河南平顶鲜商贸有限公司 鸡大胸 / 2022-11-1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4 149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韭菜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3 150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小白菜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2 15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上海青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1 15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芹菜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0 15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鸡蛋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69 15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黄豆芽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68 15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菲百货

超市
绿豆芽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9 156 / /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橘子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8 157 / /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蜜桔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7 158 / /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猪肉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6 159 / /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鸡蛋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75 160 / /
河南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平顶山凌云分公司
鸡胸肉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1 161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可好百货

商行
耙耙柑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0 162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可好百货

商行
芹菜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89 163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可好百货

商行
小白菜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88 164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可好百货

商行
上海青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87 16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可好百货

商行
鸡蛋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86 16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可好百货

商行
绿豆芽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7 167 / /
平顶山市双盟商贸有限公

司
韭菜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6 168 / /
平顶山市双盟商贸有限公

司
鸡蛋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5 169 / /
平顶山市双盟商贸有限公

司
绿豆芽 / 2022-12-05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4 170 / /
平顶山市双盟商贸有限公

司
芹菜 / 2022-12-04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3 171 / /
平顶山市双盟商贸有限公

司
上海青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2 172 / /
平顶山市双盟商贸有限公

司
小白菜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8 173
南阳芽状元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潘河

街道产业集聚区经一路3号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绿豆芽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099 174 万成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

良镇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韭菜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00 175 周平稳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

良镇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芹菜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08 176 程东亚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玉

皇沟

平顶山市新华区鑫莹菲生

活超市
鸡蛋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11 177 / /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鸡蛋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10 17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营万家

福超市二店
芹菜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17 179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芹菜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18 180 / /
平顶山市新华区圆圆名烟

名酒
鸡蛋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29 181 / /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羊肉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28 182 / /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鸡蛋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27 183 / /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芹菜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26 184 / /
平顶山市百花商业连锁有

限公司五矿新新街店
韭菜 / 2022-12-06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54 185 / /
平顶山市新华区世纪华良

生活超市
鸡蛋 / 2022-12-07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76 186 / /
平顶山市新华区莹之菲百

货超市
芹菜 / 2022-12-08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182 187 / /
平顶山市裕家商业连锁经

营有限公司平安佳园店
羊肉 / 2022-12-08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NCP22130105931131404 188 / /
平顶山市新华区井尽然蔬

菜店
韭菜 / 2022-12-14 食用农产品

平顶山市新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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