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检合格产品信息表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食品大类（一级） 被采样单位名称 规格
预包装/
散装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供货商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供货商地址
生产批号/制作

日期

1 XC22441600608230102 蛋黄鲜肉粽 餐饮食品 河源市高新区三津汤包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13

2 XC22441600608230103 大肉粽 餐饮食品 河源市高新区三津汤包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13

3 XC22441600608230104
冰宇香粽（蜜枣

粽）
糕点 河源三新商贸有限公司 500克/袋 散装 新乡市蒲北食品有限公司 长垣市张三寨镇张南工业区 2022-04-03

4 XC22441600608230106 板栗猪肉粽 糕点 河源三新商贸有限公司 750克/袋 散装 焦作市和采食品有限公司 武陟县西陶镇南东陶村西北地 2022-03-05

5 XC22441600608230105
冰宇香粽（猪肉

粽）
糕点 河源三新商贸有限公司 500克/袋 散装 新乡市蒲北食品有限公司 长垣市张三寨镇张南工业区 2022-04-09

6 XC22441600608230108 饺子皮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高新区谢丽君鲜面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7 XC22441600608230110 水煮花生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500g/包 预包装 连平县高莞镇清达花生加工厂 河源市连平县高莞镇徐村 2022-05-18

8 XC22441600608230114 面条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高新区何展雄肉丸档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9 XC22441600608230109
奥利奥巧克力味

夹心
饼干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233克/盒 预包装 亿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龙街宋巷1号 2022-03-19

10 XC22441600608230111 巴旦木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散装称重 无包装 / / 2022-02-10

11 NCP22441600608230107 四季豆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吴记粮油副食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7

12 NCP22441600608230112 白衣花生米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5

13 NCP22441600608230113 香蕉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7

14 NCP22441600608230128 罗非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郑记水产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15 NCP22441600608230129 花雕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郑记水产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16 NCP22441600608230127 基围虾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阿容鱼档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17 NCP22441600608230130 豆角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阿发蔬菜商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18 NCP22441600608230131 韭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阿发蔬菜商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8



19 NCP22441600608230125 四季豆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中秀蔬果商行 散装称重 散装 严松蔬菜批发 惠州市江北农产品批发市场内 2022-05-27

20 NCP22441600608230126 长豆角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中秀蔬果商行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5-27

21 XC22441600608230132 凤梨味月饼 糕点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市 132克/个 预包装 东莞市友丽来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谢岗镇五星村金海工业区C1栋2-3楼 2022-07-05

22 XC22441600608230133 叉烧味月饼 糕点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市 132克/个 预包装 东莞市友丽来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谢岗镇谢岗金海一路5号1栋201室、

301室
2022-07-12

23 XC22441600608230134 伍仁月饼 糕点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市 132克/个 预包装 东莞市友丽来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谢岗镇五星村金海工业区C1栋2-3楼 2022-07-12

24 XC22441600608230141 黑芝麻蓉味月饼 糕点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100克/个 预包装 广东福香浓食品有限公司 揭西县京溪园镇美德村工业区 2022-07-16

25 XC22441600608230140 菠萝味冬蓉月饼 糕点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100克/个 预包装 广东福香浓食品有限公司 揭西县京溪园镇美德村工业区 2022-07-16

26 XC22441600608230150 草莓月饼 糕点
河源市高新区祥丰创业家园麦可德

基面包店
135g/个 预包装

河源市高新区祥丰创业家园麦可德基
面包店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兴业大道东面科四路
北面祥丰创业家园A12栋110号

2022-08-17

27 XC22441600608230151
招牌咸香伍仁月

饼
糕点

河源市高新区祥丰创业家园麦可德
基面包店

散装称重 散装
河源市高新区祥丰创业家园麦可德基

面包店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兴业大道东面科四路

北面祥丰创业家园A12栋110号
2022-08-09

28 XC22441600608230135 青口梅 水果制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市 散装称重 散装 将乐玉井坊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将乐县积善工业园鹏程大道四路5号 2022-07-05

29 XC22441600608230144 花生油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毅兴榨油坊 / 散装 河源市高新区毅兴榨油坊 河源市高新区高埔统建房21栋11卡 2022-08-03

30 XC22441600608230136 水饺皮 粮食加工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市 / 散装 / / 2022-08-16

31 XC22441600608230145 花生油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日焕油坊 / 散装 河源市源城区日焕油坊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埔新村村民回迁安

置区东市场46-1-2号商铺左半卡
2022-08-17

32 XC22441600608230146 花生油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小杨油坊 / 散装 河源市源城区小杨油坊 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高埔新村十三栋11卡 2022-08-18

33 XC22441600608230137 黄花菜 蔬菜制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市 / 散装 / / 2022-07-16

34 XC22441600608230143 豆角干 蔬菜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 散装 / / 2022-07-25

35 XC22441600608230142 黑木耳 蔬菜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 散装 / / 2022-07-15

36 NCP22441600608230147 花甲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强仔水产店 / 散装 暖记贝类批发(供应商) 18820008071(供应商电话) 2022-08-18



37 NCP22441600608230138 大白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世纪联华百

货商场
/ 散装 / / 2022-08-17

38 NCP22441600608230148 罗非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强仔水产店 / 散装 / / 2022-08-18

39 NCP22441600608230149 基围虾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洪记水产店 / 散装 / / 2022-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