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检合格产品信息表

序号 样品编号 产品名称 食品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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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22441600608230161
提拉米苏蛋糕（巧克

力味）
糕点

河源市高新区客佳惠超
市

散装称重 散装 河北怡和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四芝

兰镇北白豆村
2022-09-01

2 XC22441600608230160 和鲜切蛋糕 糕点
河源市高新区客佳惠超

市
散装称重 散装 福州富得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青口
镇祥青路37号（福建鑫上
华钢制品有限公司）8幢3-

4层

2022-09-09

3 XC22441600608230162 旺仔牛奶（调制品） 乳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新鸿佳百

货商店
145mL/罐 预包装 广州明旺乳业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
经济区新元路5号

2021-12-05

4 XC22441600608230164 香蕉味夹心饼干 饼干
河源市高新区金新盛商

行
散装称重 散装 龙海市旌利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海市海澄工业区 2022-05-01

5 XC22441600608230163
千麦园无添加蔗糖消

化饼干
饼干

河源市高新区金新盛商
行

散装称重 散装 东莞市金象山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麻涌镇东太村 2022-08-08

6 XC22441600608230152
加碘深井精制盐（食

用盐）
调味品

河源市源城区楠开幼儿
园

2.5千克/袋 预包装 中盐新干盐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

洲镇朝鸡山
2022-06-04

7 XC22441600608230154 食用植物调和油
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
河源市楠开高级中学 10升/桶 预包装

中储粮油脂工业东莞有限公
司

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后工
业园

2022-09-07

8 NCP22441600608230156 大白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楠开学校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09-25

9 XC22441600608230157
仲恺香好食稻米（大

米）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翡翠城幼儿园

24.5kg/袋 预包装 徐州顺达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大庙镇后姚村
2022-07-30

10 XC22441600608230158
香满园特选莲花香米

（籼米）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现代职业技术学
校

25千克/袋 预包装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西湖慈惠农场良

种站
202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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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XC22441600608230153 食用植物调和油
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天虹幼儿

园
16.7L/桶 预包装 东莞市中兴油脂有限公司

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工业
区东街3号

2022-08-17

12 XC22441600608230155
花生浓香型食用植物

调和油
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顺和幼儿

园
5L/桶 预包装

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
公司

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蛇口
赤湾右炮台路15号

2022-08-20

13 XC22441600608230165 米排粉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高

埔小学
5千克/袋 预包装 河源合成米面制品有限公司

东源县仙塘镇工业园梅子
坑

2022-09-22

14 NCP22441600608230166 鸡蛋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泥

金小学
/ 散装 / / 2022-09-27

15 NCP22441600608230167 鸡蛋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大

塘小学
/ 散装

河源市源城区御龙实惠农产
品超市（供应商）

13725659968（供应商电
话）

2022-09-26

16 XC22441600608230169
仲恺香好食稻米（大

米）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源城区大塘幼儿
园

24.5kg/袋 预包装 徐州顺达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徐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大庙镇后姚村

2022-07-30

17 XC22441600608230168
加碘深井精制盐（食

用盐）
调味品

河源市源城区大塘幼儿
园

2.5千克/袋 预包装 中盐新干盐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

洲镇朝鸡山
2022-04-12

18 NCP22441600608230170 鸡蛋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高埔培英

幼儿园食堂
/ 散装 / / 2022-09-20

19 XC22441600608230171 米排粉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源城区高埔培英

幼儿园食堂
5千克/袋 预包装 河源合成米面制品有限公司

东源县仙塘镇工业园梅子
坑

2022-09-18

20 NCP22441600608230159 上海青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实验学校 散装称重 散装
河源市林之源饮食服务有限

公司（供应商）
河源市新市区文昌路206号 2022-09-26

21 XC22441600608230212 冰花山楂 水果制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

市
108克/袋 预包装 广东盈盛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西县河棉公路凤
江路段

2022-08-21



序号 样品编号 产品名称 食品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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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XC22441600608230211 冰糖杨梅 水果制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

市
268克/盒 预包装 广东盈盛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西县河棉公路凤
江路段

2022-09-01

23 XC22441600608230196 萝卜干 蔬菜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日彩咸菜

店
散装称重 散装 佳味咸杂食品批发行

惠州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
流园5栋16-18号

2022-09-19

24 XC22441600608230197 腌豆角 蔬菜制品
河源市源城区日彩咸菜

店
散装称重 散装 佳味咸杂食品批发行

惠州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
流园5栋16-18号

2022-08-24

25 XC22441600608230185 香菇 蔬菜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吴记粮油

副食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10-07

26 XC22441600608230186 小木耳 蔬菜制品
河源市高新区吴记粮油

副食店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10-07

27 XC22441600608230215 拉面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高新区谢丽君鲜

面店
/ 散装 / / 2022-10-14

28 XC22441600608230214 刀削面 粮食加工品
河源市高新区谢丽君鲜

面店
/ 散装 / / 2022-10-14

29 NCP22441600608230210 鲈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

市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10-19

30 NCP22441600608230209 花雕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

市
散装称重 散装 / / 2022-10-19

31 NCP22441600608230208 香蕉（海南蕉） 食用农产品
河源高新区三新生活超

市
/ 散装

东莞市荣光果品贸易有限公
司（供应商）

东莞市东城街道下桥工业
园14号1栋桂龙果品

2022-10-18

32 NCP22441600608230213 粉蕉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果唯鲜水

果店
/ 散装 / / 202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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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NCP22441600608230203 美贝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壹号码通

水产品批发档
/ 散装 壹号码头（供应商） / 2022-10-07

34 NCP22441600608230207 草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壹号码通

水产品批发档
/ 散装 / / 2022-10-18

35 NCP22441600608230206 鲈鱼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壹号码通

水产品批发档
/ 散装

河源市赢利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供应商）

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白田
下坝村

2022-10-18

36 NCP22441600608230205 花甲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壹号码通

水产品批发档
/ 散装 壹号码头（供应商） / 2022-10-19

37 NCP22441600608230204 基围虾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壹号码通

水产品批发档
/ 散装 壹号码头（供应商） / 2022-10-19

38 NCP22441600608230195 四季豆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张姐蔬菜

档
/ 散装 / / 2022-10-18

39 NCP22441600608230187 黄豆芽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中秀蔬果

商行
/ 散装 / / 2022-10-16

40 NCP22441600608230189 四季豆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中秀蔬果

商行
/ 散装 / / 2022-10-16

41 NCP22441600608230190 四季豆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窦记蔬菜

店
/ 散装 / / 2022-10-16

42 NCP22441600608230193 四季豆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明兰果蔬

店
/ 散装 / / 2022-10-16

43 NCP22441600608230192 香蕉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湘艳水果

店
/ 散装 / / 20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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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NCP22441600608230194 白鸭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源城区波记三鸟

店
/ 散装 / / 2022-10-17

45 NCP22441600608230182 老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吴记粮油

副食店
/ 散装 / / 2022-10-14

46 NCP22441600608230184 绿豆芽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吴记粮油

副食店
/ 散装 / / 2022-10-14

47 NCP22441600608230177 韭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阿发蔬菜

商店
/ 散装 兄弟韭菜批发（供应商）

惠州市江北海吉星农产品
批发市场

2022-10-12

48 NCP22441600608230175 韭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

裕昌德蔬果店
/ 散装 / / 2022-10-13

49 NCP22441600608230173 大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

裕昌德蔬果店
/ 散装 / / 2022-10-13

50 NCP22441600608230172 老姜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大塘市场

裕昌德蔬果店
/ 散装 / / 2022-10-13

51 NCP22441600608230179 水鸭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陈记果园

鸡档
/ 散装 / / 2022-10-12

52 NCP22441600608230180 广黄鸡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陈记果园

鸡档
/ 散装 / / 2022-10-12

53 NCP22441600608230181 乌鸡 食用农产品
河源市高新区陈记果园

鸡档
/ 散装 / / 2022-10-12

54 XC22441600608230200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保健食品
河源市源城区起源百货

商行
250ml/罐 预包装

广东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
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
街道红牛路81号

202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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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XC22441600608230202 追风牌八珍酒 保健食品
河源市源城区华发百货

商店

500ml/瓶，
酒精度：
38%vol

预包装 劲牌有限公司
湖北省大冶市大冶大道169

号
2022-07-01

56 XC22441600608230201
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

饮料
保健食品

河源市源城区起源百货
商行

500mL/瓶 预包装 广东东鹏饮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三江

荔三路746号
2022-07-14

57 XC22441600608230199 中国劲酒（保健酒） 保健食品
河源市源城区起源百货

商行

258ml/瓶 
酒精度：
35%vol

预包装 劲牌有限公司
湖北省大冶市大冶大道169

号
2021-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