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饮料-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饮料主要是饮用纯净水、瓶（桶）装饮用水、其他饮用水。共抽检饮料样品7批次。其中：
    1、抽检饮用纯净水2批次。 
    2、抽检其他饮用水4批次。                                                                                                                                                                                                                                                                                                                                                                                                                                                                                                                                                                                                                                                                               
    3、抽检瓶（桶）装饮用水1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声明：以下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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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日照山河水矿泉水有
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风景区收费口东
100米路北

日照山河水矿泉水有限公司 河山泉天然山泉水 550ml/瓶 2018-08-11

2
日照山河水矿泉水有
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风景区收费口东
100米路北

日照山河水矿泉水有限公司 河山泉桶装山泉水 18.9L/桶 2018-08-20

3
山东绿丰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五莲山旅游度
假区

山东绿丰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饮用纯净水 560ml/瓶 2018-04-21

4
日照尧王饮品有限公
司

日照市五莲县户部乡上沟村 日照尧王饮品有限公司 莲山龙潭山泉水 18.9L/桶 2018-08-27

5
五莲县七连山大滴水
饮用纯净水厂

日照市五莲县洪凝街道幸福路28号 五莲县七连山大滴水饮用纯净水厂 桶装饮用水 18.9L/桶 2018-09-03

6
日照山海天农村供水
有限公司

山海天两城街道张王庄村 日照山海天农村供水有限公司 饮用纯净水 18.9L/桶 2018-08-29

7
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
司山泉水厂

青岛路北段 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山泉水厂 山泉水 16L/桶 2018-08-30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茶叶及相关制品-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茶叶及相关制品主要是茶叶。共抽检茶叶及相关制品样品39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附表：产品合格信息

（声明：以下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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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山东乡村之光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四门口村
山东乡村之光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红茶 250g/袋 2018-06-18

2
山东乡村之光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四门口村
山东乡村之光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绿茶 250g/袋 2018-06-18

3 日照东盛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薄家口村 日照东盛茶业有限公司 东盛绿茶
计量销售（散
装）

2018-08-15

4 日照乾清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黄埠村 日照乾清茶业有限公司 后黄埠绿茶 125g/袋 2018-07-05

5 日照乾清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黄埠村 日照乾清茶业有限公司 后黄埠红茶 125g/袋 2018-07-16

6
日照市御园春茶业有限
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薄家口村 日照市御园春茶业有限公司 御园春茶 250g/袋 2018-06-17

7 日照薄家口茶厂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薄家口村 日照薄家口茶厂 薄家口绿茶 125g/袋 2018-05-20

8
日照市瑞德茶业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尚家庄村 日照市瑞德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125g/袋 2018-07-10

9
日照市北垛春茶业有限
公司

岚山区巨峰镇薄家口村 日照市北垛春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100g/袋 2018-05-25

10 日照市岚山区明峰茶场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薄家口村 日照市岚山区明峰茶场 日照青绿茶 62.5g/袋 2018-05-28

11
日照市茂园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费家官庄村 日照市茂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红茶 计量销售 201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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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2
日照市茂园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费家官庄村 日照市茂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绿茶 计量销售 2018-06-16

13
日照市岚山区金春茶叶
技术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崖下村
日照市岚山区金春茶叶技术服
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绿茶 计量销售 2018-08-12

14
日照市岚山区狮子河茶
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狮子河村
日照市岚山区狮子河茶叶农民
专业合作社

日照绿茶 计量销售 2018-08-12

15
山东百满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崖下村 山东百满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绿茶 250g/袋 2018-05-08

16
日照市鲁东春茶业有限
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驻地 日照市鲁东春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绿茶 散装 2018-07-12

17
日照市圣园春茶业有限
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西山
字河村

日照市圣园春茶业有限公司 圣园春绿茶 125g/袋 2018-06-20

18
日照市圣园春茶业有限
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西山
字河村

日照市圣园春茶业有限公司 圣园春红茶 100g/袋 2018-05-18

19 日照云翠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皂户沟村 日照云翠茶业有限公司 云翠绿茶 125g/袋 2018-08-08

20 日照青桥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石桥官庄村
417号

日照青桥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散装 2018-08-02

21 日照青桥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石桥官庄村
418号

日照青桥茶业有限公司 红茶 散装 2018-08-03

22
日照清溪龙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下李家庄
子村

日照清溪龙吟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清溪龙吟绿茶 散装 2018-07-10

23
日照清溪龙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下李家庄
子村

日照清溪龙吟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清溪龙吟红茶 散装 2018-08-17

24
日照盛润茶业专业合作
社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独垛村 日照盛润茶业专业合作社 盛润绿茶 散装 2018-08-20

25 日照嘉晖工贸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薄家口村 日照嘉晖工贸有限公司 煜惠青绿茶 散装 2018-05-23

26
日照市玮晨茶叶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北卜落村 日照市玮晨茶叶有限公司 日照绿茶 散装 2018-08-02

27 日照市圣山茶厂 岚山区巨峰镇驻地 日照市圣山茶厂 绿茶 散装 201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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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28 日照市圣山茶厂 岚山区巨峰镇驻地 日照市圣山茶厂 红茶 散装 2018-07-01

29
日照市向北茶业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尚家庄 日照市向北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125g/袋 2018-05-20

30 日照绿汀茶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秦家小庄村 日照绿汀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250g/袋 2018-05-08

31
日照市银海茶业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蒋家庄 日照市银海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250g/袋 2018-07-16

32
日照市银海茶业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蒋家庄 日照市银海茶业有限公司 红茶 250g/袋 2018-08-03

33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李家庄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 绿茶 125g/袋 2018-09-01

34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
司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李家庄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 红茶 125g/袋 2018-08-27

35
日照市东港区韵青茶叶
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西沈马庄
日照市东港区韵青茶叶专业合
作社

韵青绿茶 散装 2018-06-08

36
日照南湖马陵春茶业有
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西马
陵前村

日照南湖马陵春茶业有限公司 绿茶 50g/袋 2018-07-16

37 山东省五莲县富园茶场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 山东省五莲县富园茶场
富园茗茶（绿
茶）

125g/袋 2018-08-24

38
日照市凤玉茶业有限公
司

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凤玉路1号 日照市凤玉茶业有限公司 始皇绿茶 散装 2018-07-10

39
日照中庸致和茶业有限
公司

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青松岭村 日照中庸致和茶业有限公司 庸和绿茶 散装 2018-08-10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糕点-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糕点主要是糕点。共抽糕点样品2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附表：产品合格信息

（声明：以下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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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
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山东港荣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郊区工业园1号（东港区三庄镇
大王家寨）

山东港荣食品有限公司 蒸鸡蛋原味蛋糕 散装称重 2018-08-28

2 日照好佰客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经济开发区金家沟村 日照好佰客食品有限公司 老式面包 散装 2018-08-16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白酒-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白酒主要是白酒。共抽白酒3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附表：产品合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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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山东日照尧王酒业有限公司 日照市深圳西路89号 山东日照尧王酒业有限公司 尧王醇浓香型白酒
480ml/瓶 酒精度
35%vol

2018-08-24

2 五莲银河酒业有限公司 五莲县解放路101号 五莲银河酒业有限公司 五莲特曲 白酒
480ml/瓶 酒精度
39%vol

2018-08-30

3 五莲银河酒业有限公司 五莲县解放路101号 五莲银河酒业有限公司 红五莲 白酒
480ml/瓶 酒精度
35%vol

2018-08-24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啤酒-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啤酒主要是啤酒。共抽啤酒样品1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附表：产品合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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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
号

标称生产日期/批
号

1 青岛啤酒（日照）有限公司 桂林路99号 青岛啤酒（日照）有限公司 啤酒
600ml/瓶 酒
精度≥
3.1%vol

2018-09-0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肉制品-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肉制品主要是熏煮香肠火腿制品和酱卤肉制品。共抽肉制品样品2批次。其中：
    1. 抽检熏煮香肠火腿制品1批次。  2.抽检酱卤肉制品1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声明：以下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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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
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日照维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岚山中路
西段

日照维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三文治火腿 350克/个 2018-08-19

2 五莲县正香食品厂 五莲县许孟镇许孟村 五莲县正香食品厂 正香狗肉 350g/袋 2018-07-12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速冻食品-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速冻食品主要是速冻调理肉制品、速冻面米食品、速冻水产制品。共抽速冻食品样品12批次。其中：
    1. 抽检速冻调理肉制品2批次。                                                                                                                                                                                                                                                                                                                                                                                                                                                                                                                                                                                                                                                                                  
    2、抽检速冻面米食品1批次。   
　　3、抽检速冻水产制品9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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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日照维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岚
山中路西段

日照维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雪花鸡柳 1kg/袋 2018-08-19

2 日照森诺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中小企
业园

日照森诺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虾仁（生制） 200g/袋 2018-04-20

3 日照森诺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中小企
业园

日照森诺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调制鳗鱼（熟制
品）

140g/袋 2018-06-12

4 日照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圣岚路中段南侧 日照东方红食品有限公司
白菜猪肉水饺（速冻生
制）

450g/袋 2018-08-20

5 日照国民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
潮河村

日照国民食品有限公司
无双剑翅（速冻生制
品）

850克/袋 2018-05-27

6 山东阿掖山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观海路西 山东阿掖山集团有限公司 模拟蟹柳 500g/袋 2018-07-13

7 日照顶源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观海路东安东
卫二路南侧

日照顶源食品有限公司 休闲仿蟹柳
16g/包×20包/
盒

2018-08-13

8 日照天台山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国际海洋城涛
雒镇驻地西汇丰路东侧

日照天台山食品有限公司 巴沙鱼片 500g/袋 2018-07-15

9 青岛举鑫日照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涛雒工业园
青岛举鑫日照食品有限公
司

梭边鱼块（麻辣）（革
胡子鲶）

500g/袋 2018-08-09

10 青岛举鑫日照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涛雒工业园
青岛举鑫日照食品有限公
司

带皮梭边鱼（革胡子
鲶）（速冻生制品）

500g/袋 2018-08-22

11
山东恒宜源海洋食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
星河路19号

山东恒宜源海洋食品有限
公司

速冻即食海参 计量销售 2018-07-12

12
山东恒宜源海洋食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
星河路19号

山东恒宜源海洋食品有限
公司

脆花章鱼（生制品） 500g/袋 2018-07-02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主要是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共抽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样品4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附表：产品合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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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日照金果粮油有限公司 日照市潍坊路201号 日照金果粮油有限公司 盐香花生 200g/袋 2018-08-15

2 五莲宝昌汇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许孟镇牛家
官庄村

五莲宝昌汇食品有限公司 奶香花生 138克/袋 2018-08-02

3
山东双圣农副产品有限公
司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工业园 山东双圣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烘炒白芝麻 25kg/袋 2018-08-23

4 日照市乐天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发区重庆路
618号

日照市乐天食品有限公司 坚果海苔 40克/盒 2018-08-28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罐头-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罐头主要是畜禽水产罐头。共抽罐头样品3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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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称 标称规格型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山东联美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岚山中
路西段

山东联美食品有限公司 五香红头鱼罐头 410克/瓶 2018-08-15

2 山东联美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岚山中
路西段

山东联美食品有限公司 骨酥带鱼罐头 计量销售 2018-08-03

3 五莲县云宝食品厂 日照市五莲县户部乡黄巷子村 五莲县云宝食品厂 美味红头鱼软罐头
200克/袋 固形物≥
80%

2018-08-14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告（水产加工品-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抽检的水产加工品主要是干制水产品。共抽水产加工品样品4批次。
    产品合格信息见附表。 
    
                                                                                                                                                                                          

（声明：以下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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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称食品名
称

标称规格型
号

标称生产日期/
批号

1 日照鼎博海味商贸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国际水产
城

日照鼎博海味商贸有限公司 虾皮 250g/袋 2018-08-18

2 日照鼎博海味商贸有限公司
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国际水产
城

日照鼎博海味商贸有限公司 鱿鱼丝 250g/袋 2018-08-18

3
山东恒宜源海洋食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星河路
19号

山东恒宜源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虾米（分装）
100g/袋（特
大）

2018-08-23

4 日照海地亚食品有限公司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安家村一村 日照海地亚食品有限公司 烤虾 250g/袋 2018-0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