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成品油抽查检验结果明细表（1）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型号规格 受检单位 受检单位地址 生产单位 检验结果
样品原
编号

1 JZ190110NY0325 汽油发动机油
SG 15W-

40 4L/桶
玛多县永盛汽车配件门市部 玛多县三岔路口

四川惠达天友润

滑油科技有限公
司

不合格                 QH-97               

2 JZ190109NY1898 车用汽油（ⅥA） 98号 曲麻莱县通达加油站 青海省曲麻莱县黄河路73号 曹家堡油库 不合格                 QH-31               

3 JZ190109NY179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北金滩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国道

315下行线南侧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44                 

4 JZ190109NY179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海北金滩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国道

315下行线南侧
永登油库 合格                  青45                 

5 JZ190109NY179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西海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海北大道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46                 

6 JZ190109NY1793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西海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海北大道 西固油库 合格                  青47                 

7 JZ190109NY179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西海镇三联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原三分厂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48                 

8 JZ190109NY1795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西海镇三联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原三分厂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49                 

9 JZ190109NY179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海晏县三角城镇三角城村
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环城东路东

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50                 

10 JZ190109NY1797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海晏县三角城镇三角城村

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环城东路东
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51                 

11 JZ190109NY179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西海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52                 

12 JZ190109NY1799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西海路 永登油库 合格                  青53                 

13 JZ190109NY180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银滩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银滩乡 多巴油库 合格                  青56                 

14 JZ190109NY180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银滩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银滩乡 西固油库 合格                  青57                 

15 JZ190109NY180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海晏县马匹寺加油站

海晏县315国道134公里处（甘子
河乡收费站）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58                 



16 JZ190109NY1803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海晏县马匹寺加油站

海晏县315国道134公里处（甘子
河乡收费站）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59                 

17 JZ190109NY180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哈尔盖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60                 

18 JZ190109NY1805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哈尔盖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61                 

19 JZ190109NY180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哈尔盖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乡
中国石油销售曹

家堡油库
合格                  青62                 

20 JZ190109NY1807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哈尔盖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乡 西固油库 合格                  青63                 

21 JZ190109NY1808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东大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64                 

22 JZ190109NY1809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东大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65                 

23 JZ190109NY1810 车用柴油（Ⅵ） 0号 刚察县中园加油站有限公司
刚察县吉尔孟乡向阳村315国道

北侧248KM+500M处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南销售分公

合格                  青68                 

24 JZ190109NY1811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刚察泉吉加油站
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69                 

25 JZ190109NY181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刚察泉吉加油站
青海省刚察县泉吉乡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70                 

26 JZ190109NY1813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热水加油站
刚察县哈尔盖镇热水地区 多巴油库 合格                  青71                 

27 JZ190109NY1814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热水加油站
刚察县哈尔盖镇热水地区 多巴油库 合格                  青72                 

28 JZ190109NY1815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热水石化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热水煤矿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73                 

29 JZ190109NY181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祁连县西出口泽丰加油站

祁连县八宝镇城西（二尕公路北
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74                 

30 JZ190109NY181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西加油站

祁连县八宝西路312号 张掖油库 合格                  青75                 

31 JZ190109NY1818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西加油站

祁连县八宝西路312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76                 

32 JZ190109NY181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连心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八宝中路 张掖油库 合格                  青79                 



33 JZ190109NY1820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连心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八宝中路 张掖油库 合格                  青80                 

34 JZ190109NY1821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祁连县东出口加油站
青海省祁连县林场路南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81                 

35 JZ190109NY182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祁连县东出口加油站
青海省祁连县林场路南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82                 

36 JZ190109NY1823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林场片段 张掖油库 合格                  青83                 

37 JZ190109NY1824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林场片段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84                 

38 JZ190109NY182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扎麻什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扎麻什乡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86                 

39 JZ190109NY182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扎麻什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扎麻什乡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87                 

40 JZ190109NY182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祁连玉林加油站 青海省祁连县默勒镇新区
中国石化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
石油分公司

合格                  青85                 

41 JZ190109NY182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祁连县央隆乡永贵加油站
祁连县央隆乡湟嘉公路376公里

处
中石油多巴油库 合格                  青88                 

42 JZ190109NY1829 车用柴油（Ⅵ） 0号 祁连县央隆乡永贵加油站
祁连县央隆乡湟嘉公路376公里

处
中石油多巴油库 合格                  青89                 

43 JZ190109NY1830 车用柴油（Ⅵ） 0号 祁连县野牛沟益民加油站 祁连县野牛沟乡清真寺对面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90                 

44 JZ190109NY1831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峨堡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峨保镇 张掖油库 合格                  青91                 

45 JZ190109NY183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峨堡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峨保镇 张掖油库 合格                  青92                 

46 JZ190109NY1833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峨堡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峨保镇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93                 

47 JZ190109NY183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祁连县峨堡加油站
祁连县峨堡镇227国道西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94                 

48 JZ190109NY183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祁连县峨堡加油站
祁连县峨堡镇227国道西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95                 

49 JZ190109NY183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祁连县峨堡加油站
祁连县峨堡镇227国道西侧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96                 



50 JZ190109NY183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东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门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97                 

51 JZ190109NY1838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东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门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98                 

52 JZ190109NY1839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东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门口 多巴油库 合格                  青99                 

53 JZ190109NY1840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东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门口 西固油库 合格                  青100                

54 JZ190109NY1841 车用汽油（ⅥA） 95号 门源县嘉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关街延伸

段北侧小沙沟路东侧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青103                

55 JZ190109NY184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门源县嘉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关街延伸

段北侧小沙沟路东侧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青104                

56 JZ190109NY1843 车用柴油（Ⅵ） 0号 门源县嘉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关街延伸

段北侧小沙沟路东侧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青105                

57 JZ190109NY184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青石嘴祥云加油站

门源县青石嘴镇宁张公路白水河

大桥北
多巴油库 合格                  青106                

58 JZ190109NY184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青石嘴祥云加油站

门源县青石嘴镇宁张公路白水河

大桥北
潢源中心油库 合格                  青107                

59 JZ190109NY184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青石嘴祥云加油站

门源县青石嘴镇宁张公路白水河

大桥北
潢源中心油库 合格                  青108                

60 JZ190109NY184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门源县大沙沟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岗木公路215公里

处(西滩乡大沙沟村)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北销售分公

合格                  青109                

61 JZ190109NY1848 车用柴油（Ⅵ） 0号 门源县大沙沟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岗木公路215公里

处(西滩乡大沙沟村)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北销售分公

合格                  青110                

62 JZ190109NY184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白水河加油站

门源县青石咀镇宁张公路131公
里处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11                

63 JZ190109NY185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白水河加油站

门源县青石咀镇宁张公路131公
里处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12                

64 JZ190109NY185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白水河加油站

门源县青石咀镇宁张公路131公
里处

西固油库（青
海）

合格                  青113                

65 JZ190109NY185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门源县恒源加油站 门源县阴田乡卡子沟大桥北
山东中油胜利石
油销售有限公司

合格                  青114                

66 JZ190109NY1853 车用柴油（Ⅵ） 0号 门源县恒源加油站 门源县阴田乡卡子沟大桥北
山东中油胜利石
油销售有限公司

合格                  青115                



67 JZ190109NY185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西郊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西郊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16                

68 JZ190109NY185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西郊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西郊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17                

69 JZ190109NY185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西郊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西郊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18                

70 JZ190109NY185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西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西门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19                

71 JZ190109NY1858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西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西门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20                

72 JZ190109NY185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门源县克图农机加油站 门源县东川镇克图乡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北销售分公

合格                  青121                

73 JZ190109NY1860 车用柴油（Ⅵ） 0号 门源县克图农机加油站 门源县东川镇克图乡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北销售分公

合格                  青122                

74 JZ190109NY186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县东川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东川镇孔家庄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23                

75 JZ190109NY186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县东川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东川镇孔家庄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24                

76 JZ190109NY186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海北金滩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国道

315下行线南侧
西固油库 合格                  青125                

77 JZ190109NY186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西海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海北大道 达西油库 合格                  青126                

78 JZ190109NY186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石

油分公司西海镇三联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原三分厂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127                

79 JZ190109NY186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西海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128                

80 JZ190109NY186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银滩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银滩乡 多巴油库 合格                  青129                

81 JZ190109NY1868 车用柴油（Ⅵ） 0号 囊谦县三江源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香达镇214

国道旁
多巴油库 合格                  QH-01               

82 JZ190109NY186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囊谦县达忠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香曲南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02               

83 JZ190109NY1870 车用柴油（Ⅵ） 0号 囊谦县达忠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香曲南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03               



84 JZ190109NY187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囊谦县香达加油站 青海省囊谦县香达镇香达南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04               

85 JZ190109NY1872 车用柴油（Ⅵ） 0号 囊谦县香达加油站 青海省囊谦县香达镇香达南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05               

86 JZ190109NY187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囊谦县扎西东周加油站 囊谦县香达镇香曲南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06               

87 JZ190109NY1874 车用柴油（Ⅵ） 0号 囊谦县扎西东周加油站 囊谦县香达镇香曲南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07               

88 JZ190109NY187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囊谦县扎西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香达镇香曲

南路122号
银川宝廷新能源 合格                  QH-08               

89 JZ190109NY187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囊谦阿卓加油站
囊谦县新城区214国道交警大队

旁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09               

90 JZ190109NY1877 车用柴油（Ⅵ） 0号 囊谦阿卓加油站
囊谦县新城区214国道交警大队

旁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0               

91 JZ190109NY187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杂多县阿力加油站 杂多县萨呼镇然子路4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1               

92 JZ190109NY187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杂多县阿力加油站 杂多县萨呼镇然子路4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2               

93 JZ190109NY1880 车用柴油（Ⅵ） 0号 杂多县阿力加油站 杂多县萨呼镇然子路4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3               

94 JZ190109NY188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杂多县长澜加油站 杂多县加索卡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4               

95 JZ190109NY188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杂多县长澜加油站 杂多县加索卡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5               

96 JZ190109NY1883 车用柴油（Ⅵ） 0号 杂多县长澜加油站 杂多县加索卡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6               

97 JZ190109NY188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杂多县雪域加油站 杂多县温琼滩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7               

98 JZ190109NY1885 车用柴油（Ⅵ） 0号 杂多县雪域加油站 杂多县温琼滩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18               

99 JZ190109NY188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杂多县澜沧江加油站 杂多县温琼滩路21号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19               

100 JZ190109NY188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杂多县澜沧江加油站 杂多县温琼滩路21号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20               



101 JZ190109NY1888 车用柴油（Ⅵ） 0号 杂多县澜沧江加油站 杂多县温琼滩路21号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21               

102 JZ190109NY188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治多县中国油品玉秀加油站有限公

司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城南新区格

桑路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22               

103 JZ190109NY189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治多县中国油品玉秀加油站有限公

司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城南新区格

桑路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23               

104 JZ190109NY1891 车用柴油（Ⅵ） 0号
治多县中国油品玉秀加油站有限公

司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城南新区格

桑路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24               

105 JZ190109NY189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治多县嘎嘉洛加油站 治多县曲那滩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25               

106 JZ190109NY1893 车用柴油（Ⅵ） 0号 治多县嘎嘉洛加油站 治多县曲那滩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26               

107 JZ190109NY189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曲麻莱县中园石化加油站
曲麻莱县上郊区(国道308线入口

处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27               

108 JZ190109NY189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曲麻莱县中园石化加油站
曲麻莱县上郊区(国道308线入口

处)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28               

109 JZ190109NY1896 车用柴油（Ⅵ） 0号 曲麻莱县中园石化加油站
曲麻莱县上郊区(国道308线入口

处)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29               

110 JZ190109NY1897 车用柴油（Ⅵ） -20号 曲麻莱县中园石化加油站
曲麻莱县上郊区(国道308线入口

处)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30               

111 JZ190109NY189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曲麻莱县城北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长江路23

号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34               

112 JZ190109NY1900 车用柴油（Ⅵ） 0号 曲麻莱县城北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长江路23

号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35               

113 JZ190109NY190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曲麻莱县中围加油城有限公司 青海省曲麻莱县上居民区 青海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36               

114 JZ190109NY190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曲麻莱县中围加油城有限公司 青海省曲麻莱县上居民区 青海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37               

115 JZ190109NY1903 车用柴油（Ⅵ） 0号 曲麻莱县中围加油城有限公司 青海省曲麻莱县上居民区 青海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38               

116 JZ190109NY190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玉树州称多县扎朵镇拉布寺加油站 青海省称多县扎朵镇
宁夏瑞科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39               

117 JZ190109NY1905 车用柴油（Ⅵ） 0号 玉树州称多县扎朵镇拉布寺加油站 青海省称多县扎朵镇
宁夏瑞科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40               



118 JZ190109NY190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称多县扎朵镇赛康寺加油站 称多县扎朵镇 多巴油库 合格                  QH-41               

119 JZ190109NY190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称多县扎朵镇赛康寺加油站 称多县扎朵镇 多巴油库 合格                  QH-42               

120 JZ190109NY1908 车用柴油（Ⅵ） 0号 称多县扎朵镇赛康寺加油站 称多县扎朵镇 多巴油库 合格                  QH-43               

121 JZ190109NY190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称多县珍秦石油加油站 称多县珍秦镇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46               

122 JZ190109NY1910 车用柴油（Ⅵ） 0号 称多县珍秦石油加油站 称多县珍秦镇 青海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47               

123 JZ190109NY191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称多县顺达加油站 称多县歇武镇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48               

124 JZ190109NY1912 车用柴油（Ⅵ） 0号 称多县顺达加油站 称多县歇武镇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49               

125 JZ190109NY191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玉树市西杭（普通合伙）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市结古镇禅古村北
青海海南州石油

分公司
合格                  QH-52               

126 JZ190109NY1914 车用柴油（Ⅵ） 0号 玉树市西杭（普通合伙）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市结古镇禅古村北
青海海南州石油

分公司
合格                  QH-53               

127 JZ190109NY191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玉树州青康加油站 玉树市南环路214国道
青海玉树销售分

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

合格                  QH-55               

128 JZ190109NY1916 车用柴油（Ⅵ） 0号 玉树州青康加油站 玉树市南环路214国道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玉树销售分公

合格                  QH-56               

129 JZ190109NY191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玉树州中信加油站有限公司 玉树州玉树市结古镇东风村
中国石化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
石油分公司

合格                  QH-57               

130 JZ190109NY1918 车用柴油（Ⅵ） 0号 玉树州中信加油站有限公司 玉树州玉树市结古镇东风村
中国石化销售有
限公司青海海南

州石油分公司

合格                  QH-58               

131 JZ190109NY191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玉树中园加油站有限公司
玉树市结古镇新寨巴塘路214高

速公路旁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西宁销售分公

合格                  QH-59               

132 JZ190109NY192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玉树中园加油站有限公司
玉树市结古镇新寨巴塘路214高

速公路旁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南销售分公

合格                  QH-60               

133 JZ190109NY1921 车用柴油（Ⅵ） 0号 玉树中园加油站有限公司
玉树市结古镇新寨巴塘路214高

速公路旁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西宁销售分公

合格                  QH-61               

134 JZ190109NY192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树

销售分公司新寨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县结古镇新寨村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2               



135 JZ190109NY1923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树

销售分公司新寨加油站
青海省玉树县结古镇新寨村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3               

136 JZ190109NY192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玉树分公司

北环路东加油站
玉树州玉树市北环路东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4               

137 JZ190109NY192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玉树分公司

北环路东加油站
玉树州玉树市北环路东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5               

138 JZ190109NY192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玉树分公司

北环路西加油站
玉树州玉树市北环路西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6               

139 JZ190109NY192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玉树分公司

北环路西加油站
玉树州玉树市北环路西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7               

140 JZ190109NY192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玉树分公司

南环路西加油站
玉树州玉树市南环路西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8               

141 JZ190109NY192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玉树分公司

南环路西加油站
玉树州玉树市南环路西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69               

142 JZ190109NY193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玉树市三江源油城 玉树市德宁格巷
宁夏宝众祥石化

仓储有限公司
合格                  QH-70               

143 JZ190109NY193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玛沁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71               

144 JZ190109NY193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玛沁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72               

145 JZ190109NY1933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玛沁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73               

146 JZ190109NY193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三岔口加油站

果洛州玛沁县大武镇南环路与西

久公路交叉处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82               

147 JZ190109NY193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三岔口加油站

果洛州玛沁县大武镇南环路与西
久公路交叉处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83               

148 JZ190109NY193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三岔口加油站

果洛州玛沁县大武镇南环路与西
久公路交叉处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84               

149 JZ190109NY193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玛多县花石峡磊聚加油站 青海省玛多县花石峡镇平安路
中国石化格尔木

油库
合格                  QH-85               

150 JZ190109NY1938 车用柴油（Ⅵ） 0号 玛多县花石峡磊聚加油站 青海省玛多县花石峡镇平安路
中国石化格尔木

油库
合格                  QH-86               

151 JZ190109NY193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果洛州雪山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平
安路3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87               



152 JZ190109NY194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果洛州雪山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平
安路3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88               

153 JZ190109NY194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果洛州雪山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平
安路3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89               

154 JZ190109NY1942 车用柴油（Ⅵ） -2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果洛州雪山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平
安路3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90               

155 JZ190109NY194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玛多县宏源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玛多县三岔路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91               

156 JZ190109NY194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玛多县宏源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玛多县三岔路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92               

157 JZ190109NY1945 车用柴油（Ⅵ） 0号 玛多县宏源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玛多县三岔路口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93               

158 JZ190109NY194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玛多县达吉加油站 青海玛多县玛查理镇三岔路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94               

159 JZ190109NY194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玛多县达吉加油站 青海玛多县玛查理镇三岔路口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95               

160 JZ190109NY1948 车用柴油（Ⅵ） 0号 玛多县达吉加油站 青海玛多县玛查理镇三岔路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96               

161 JZ190109NY194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99               

162 JZ190109NY195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00              

163 JZ190109NY1951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01              

164 JZ190109NY195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02              

165 JZ190109NY195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果洛州顺达加油站（普通合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黄河路20号
青海西宁石油分

公司
合格                  QH-103              

166 JZ190109NY1954 车用柴油（Ⅵ） 0号 果洛州顺达加油站（普通合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黄河路20号
青海西宁石油分

公司
合格                  QH-104              

167 JZ190109NY195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果洛州犇达加油站（普通合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黄河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果洛销售分公

合格                  QH-105              

168 JZ190109NY195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果洛州犇达加油站（普通合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黄河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果洛销售分公

合格                  QH-106              



169 JZ190109NY1957 车用柴油（Ⅵ） 0号 果洛州犇达加油站（普通合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黄河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果洛销售分公

合格                  QH-107              

170 JZ190109NY195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玛沁大武中吉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乡
中石化青海格尔

木油库
合格                  QH-108              

171 JZ190109NY195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玛沁大武中吉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乡
中石化青海格尔

木油库
合格                  QH-109              

172 JZ190109NY1960 车用柴油（Ⅵ） 0号 玛沁大武中吉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乡
中石化青海格尔

木油库
合格                  QH-110              

173 JZ190109NY196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玛沁县大武锦峰加油站 青海玛沁县大武镇南环路西段
宁夏宝众祥石化
仓储有限公司

合格                  QH-111              

174 JZ190109NY196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玛沁县大武锦峰加油站 青海玛沁县大武镇南环路西段
宁夏宝众祥石化
仓储有限公司

合格                  QH-112              

175 JZ190109NY1963 车用柴油（Ⅵ） 0号 玛沁县大武锦峰加油站 青海玛沁县大武镇南环路西段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13              

176 JZ190109NY196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甘德县便民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青珍乡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114              

177 JZ190109NY1965 车用柴油（Ⅵ） 0号 甘德县便民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青珍乡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115              

178 JZ190109NY196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甘德雪源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柯曲镇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116              

179 JZ190109NY196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甘德雪源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柯曲镇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117              

180 JZ190109NY1968 车用柴油（Ⅵ） 0号 甘德雪源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柯曲镇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118              

181 JZ190109NY196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甘德上贡麻加油站

青海省甘德县上贡麻乡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19              

182 JZ190109NY197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甘德上贡麻加油站

青海省甘德县上贡麻乡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20              

183 JZ190109NY197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甘德上贡麻加油站

青海省甘德县上贡麻乡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21              

184 JZ190109NY197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果洛达日加油站
青海省达日县吉迈镇西久公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22              

185 JZ190109NY1973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果洛达日加油站
青海省达日县吉迈镇西久公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23              



186 JZ190109NY1974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果洛达日加油站
青海省达日县吉迈镇西久公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24              

187 JZ190109NY197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达日县茂盛加油站 青海省达日县黄河东路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125              

188 JZ190109NY197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达日县茂盛加油站 青海省达日县黄河东路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126              

189 JZ190109NY197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达日县中园石化加油站 达日县新建环城北路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27              

190 JZ190109NY197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班玛县多贡麻吉祥加油站 班玛县多贡麻乡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28              

191 JZ190109NY1979 车用柴油（Ⅵ） 0号 班玛县多贡麻吉祥加油站 班玛县多贡麻乡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29              

192 JZ190109NY198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班玛县大团加油站 班玛县金河路
宁夏宝众祥石化
仓储有限公司

合格                  QH-130              

193 JZ190109NY1981 车用柴油（Ⅵ） 0号 班玛县大团加油站 班玛县金河路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31              

194 JZ190109NY198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班玛县金河加油站 青海省班玛县赛来塘镇环城东路
宁夏瑞科新源商

贸有限公司
合格                  QH-132              

195 JZ190109NY1983 车用柴油（Ⅵ） 0号 班玛县金河加油站 青海省班玛县赛来塘镇环城东路
青海海南销售分

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

合格                  QH-133              

196 JZ190109NY198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班玛县南杰加油站 班玛县赛来塘镇大桥以东100米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134              

197 JZ190109NY198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班玛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赛来塘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35              

198 JZ190109NY198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班玛加油站
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赛来塘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QH-136              

199 JZ190109NY198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久治县白玉康源加油站 青海省久治县白玉乡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137              

200 JZ190109NY1988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久治县白玉康源加油站 青海省久治县白玉乡
江油兴蜀石化有

限公司
合格                  QH-138              

201 JZ190109NY198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甘德县下藏科赞巴利加油站 甘德县下藏科乡江穷沟口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QH-139              

202 JZ190109NY1990 车用柴油（Ⅵ） 0号 甘德县下藏科赞巴利加油站 甘德县下藏科乡江穷沟口 青海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40              



203 JZ190110NY0310 汽油机油
SM 10W-
40 4L/桶

曲麻莱县通达加油站 青海省曲麻莱县黄河路73号
嘉实多（深圳）

有限公司
合格                  QH-32               

204 JZ190110NY0311 柴油机油
CD 10W-

30 

3.5kg/桶

曲麻莱县通达加油站 青海省曲麻莱县黄河路73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润滑油厂

合格                  QH-33               

205 JZ190110NY0312 汽油机油
SL 5W/40 
4L/桶

称多县扎朵镇赛康寺加油站 称多县扎朵镇
美国亿安集（香
港）润滑油有限

公司

合格                  QH-44               

206 JZ190110NY0313 柴油机油
CD 15W-

40 
3.5kg/桶

称多县扎朵镇赛康寺加油站 称多县扎朵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润滑油分公司

合格                  QH-45               

207 JZ190110NY0314 汽油机油
SJ SG 
15W-40 

3.5kg/桶

称多县顺达加油站 称多县歇武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润滑油分公司

合格                  QH-50               

208 JZ190110NY0315 柴油机油
CH-4 

15W-40 
3.5kg/桶

称多县顺达加油站 称多县歇武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华
东润滑油厂

合格                  QH-51               

209 JZ190110NY0316 汽油机油
APISM/CF 
5W/30 

4L/桶

玉树市明正汽修 玉树市巴塘小区
深圳市沃丹润滑
科技有限公司监

制

合格                  QH-54               

210 JZ190110NY0317 汽油机油
API SF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玛沁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润滑油厂

合格                  QH-74               

211 JZ190110NY0318 柴油机油
CD 15W-

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果洛销售分公司玛沁加油站
青海省玛沁县大武镇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润滑油厂

合格                  QH-75               

212 JZ190110NY0319
博世合成型发动机油

蓝装X8

SN/CF 

5W-40 
4L/桶

玛沁县小马补胎铺 青海省玛沁县黄河路
博世汽车技术服

务（中国）有限
公司

合格                  QH-76               

213 JZ190110NY0320
博世合成型发动机油

蓝装X6

SN/CF 
10W-40 

4L/桶

玛沁县小马补胎铺 青海省玛沁县黄河路
博世汽车技术服
务（中国）有限

公司

合格                  QH-77               

214 JZ190110NY0321 合成科技发动机油
API/SN 

SAE 10W-
40 4L/桶

玛沁嘉林轮胎机油销售 大武镇环城南东路
埃克森美孚（太

仓）石油有限公
司

合格                  QH-78               

215 JZ190110NY0322 高性能汽油机油
API/SL 
10W-40 

4L/桶

玛沁嘉林轮胎机油销售 大武镇环城南东路
青岛康普顿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合格                  QH-79               

216 JZ190110NY0323 发动机油
API SL 
15W-40 

4L/桶

玛沁唐军轮胎店 玛沁县大武镇环城南东路
埃克森美孚（天
津）石油有限公

司

合格                  QH-80               

217 JZ190110NY0324
养护宝9000合成汽油

机油

API SN 
5W-40 

4L/桶

玛沁唐军轮胎店 玛沁县大武镇环城南东路
新疆金雪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QH-81               

218 JZ190110NY0326 增压合成型柴油机油
CF-4 

20W-50 

4L/桶

玛多县永盛汽车配件门市部 玛多县三岔路口
法国润达尔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润

达尔化工（青

合格                  QH-98               

219 JZ190110NY0380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SL 10W-

3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东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门口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101                



220 JZ190110NY0381 重载型柴油机油
CH-4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门源东门加油站

青海省门源县浩门镇东门口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102                

221 JZ190110NY0382 体质多级汽油机油
KR5 SJ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西加油站

祁连县八宝西路31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77                 

222 JZ190110NY0383 重载型柴油机油
CF-4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西加油站

祁连县八宝西路31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78                 

223 JZ190110NY0384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KR6 SL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东大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66                 

224 JZ190110NY0385 重载型柴油机油
CF-4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东大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67                 

225 JZ190110NY0386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KR6 SL 

10W-3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西海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54                 

226 JZ190110NY0387 重载型柴油机油
CF-4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晏县西海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55                 

227 JZ190110NY0388 重载柴油机油
CF-4 

15W/40 
4L/桶

刚察县中园加油站有限公司
刚察县吉尔孟乡向阳村315国道

北侧248KM+500M处

大连高路宝润滑

油有限公司
合格                  青130                

228 JZ190110NY0389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KR6 SJ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刚察热水加油站
刚察县哈尔盖镇热水地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131                

229 JZ190110NY0390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KR6 SJ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连心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八宝中路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132                

230 JZ190110NY0391 重载型柴油机油
CH-4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北销售分公司祁连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林场片段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133                

231 JZ190110NY1531 重载型柴油机油
CH-4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胜利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西26                

232 JZ190110NY1532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KR5 SJ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胜利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西25                

233 JZ190110NY1533 优质多级汽油机油
KR6 SL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茶卡盐

湖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109
国道南侧、东环路东侧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西08                

234 JZ190110NY1534 重载型柴油机油
CH-4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德令哈陶哈路加油

站

德令哈市陶哈路以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西44                

235 JZ190110NY1535 柴油机油
CD 20W-

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格尔木销售分公司黄河路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东路1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QH-185              

236 JZ190110NY1536 D62柴油机油
CH-4 

20W-50 

4L/桶

贵德县道达尔润滑油服务中心 贵德县河东乡惠安路
力可多(上海)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QH-176              



237 JZ190110NY1537 柴油机油
CD 20W-

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南过马营加油站

青海省贵南县过马营镇东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润滑油厂

合格                  QH-159              

238 JZ190110NY1538 重载型柴油机油
CH-4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德河东加油站

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QH-167              

239 JZ190110NY1539 合成汽油机油
SN 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德郭拉加油站

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城西村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QH-175              

240 JZ190110NY1540 KR5 汽油机油
SJ 15W-

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同德县城加油站

青海省同德县东大街36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QH-153              

241 JZ190110NY1541 KR6 汽油机油
API SJ 
15W-4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同德县巴滩加油站

青海省同德县巴滩
北京中石油润滑
油有限公司

合格                  QH-150              

242 JZ190110NY1542 重载型柴油机油
CF-4 

20W-50 
3.5kg/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茶卡盐
湖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109
国道南侧东环路东侧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润滑油厂

合格                  青西09                

243 JZ190110NY198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贵南县塔秀乡牧民加油站 贵南县塔秀乡北路001号
青海销售海南分

公司
合格                  QH-141              

244 JZ190110NY1985 车用柴油（Ⅵ） 0号 贵南县塔秀乡牧民加油站 贵南县塔秀乡北路001号
青海销售海南分

公司
合格                  QH-142              

245 JZ190110NY198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南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河洲村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43              

246 JZ190110NY198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贵南加油站
贵南县茫曲镇加土乎村 黄源油库 合格                  QH-144              

247 JZ190110NY198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贵南县锦惠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茫

曲镇茫曲镇加土乎村
中国石化 合格                  QH-145              

248 JZ190110NY1989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南森多加油站
青海省贵南县森多乡黄沙头 多巴油库 合格                  QH-146              

249 JZ190110NY199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贵南县顺通加油站
贵南县森多镇黄沙头西久公路东

侧1号
西宁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47              

250 JZ190110NY1991 车用柴油（Ⅵ） 0号 同德县巴滩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同德县南巴滩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48              

251 JZ190110NY199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同德县巴滩加油站

青海省同德县巴滩 多巴油库 合格                  QH-149              

252 JZ190110NY1993 车用柴油（Ⅵ） 0号 同德县月亮湾加油站
同德县尕巴松多镇同宁公路3公

里处
中国石油海南州 合格                 QH-151              

253 JZ190110NY199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同德县城加油站

青海省同德县东大街36号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52              



254 JZ190110NY199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同德县雪域同兴加油站 同德县城关南环路西口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54              

255 JZ190110NY199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同德县新区加油站 青海省同德县新区加油站 中国石油西宁 合格                  QH-155              

256 JZ190110NY199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同德县云林石油有限公司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

沟乡松多村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56              

257 JZ190110NY199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贵南县过马营石化加油站 贵南县过马营镇南街41号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57              

258 JZ190110NY199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南过马营加油站

青海省贵南县过马营镇东街 多巴油库 合格                  QH-158              

259 JZ190110NY200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贵南县过马营加油站
贵南县过马营镇西久公路171公

里处
多巴油库 合格                  QH-160              

260 JZ190110NY200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贵德县常牧镇曲丹峪加油站有限公

司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常牧镇下岗

村曲丹峪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161              

261 JZ190110NY2002 车用柴油（Ⅵ） 0号
贵德县常牧镇曲丹峪加油站有限公

司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常牧镇下岗

村曲丹峪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162              

262 JZ190110NY2003 车用柴油（Ⅵ） 0号 贵德县常牧加油站有限公司 贵德县常牧镇上兰角村二社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163              

263 JZ190110NY2004 车用柴油（Ⅵ） 0号
贵德县蓆笈滩中园石油服务区有限

公司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尕让乡蓆笈

滩村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164              

264 JZ190110NY200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贵德河滨加油站

贵德县河东乡马家西村西久公路

107公里处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165              

265 JZ190110NY200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德河东加油站
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66              

266 JZ190110NY2007 车用柴油（Ⅵ） 0号 贵德县中园石油服务区有限公司 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麻巴村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68              

267 JZ190110NY2008 车用柴油（Ⅵ） -20号 贵德县新街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 多巴油库 合格                  QH-169              

268 JZ190110NY200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贵德兴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贵德县河西镇红岩村四社 曹家堡油库 合格                  QH-170              

269 JZ190110NY201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贵德县南出口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上刘屯村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QH-171              

270 JZ190110NY2011 车用柴油（Ⅵ） 0号 贵德县河西宁青加油站 贵德县河西集镇南街80号 西宁中国石化 合格                  QH-172              



271 JZ190110NY201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德河西加油站

青海省贵德县河西镇西街 多巴油库 合格                  QH-173              

272 JZ190110NY2013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贵德郭拉加油站

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城西村 多巴油库 合格                  QH-174              

273 JZ190110NY201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开发区加油站

格尔木市昆仑经济开发区(通宁
路207号)

中石化格尔木油
库

合格                  QH-177              

274 JZ190110NY201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开发区加油站

格尔木市昆仑经济开发区(通宁
路207号)

格尔木中石油 合格                  QH-178              

275 JZ190110NY201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开发区加油站

格尔木市昆仑经济开发区(通宁
路207号)

格尔木中石油 合格                  QH-179              

276 JZ190110NY201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格尔木昆行通油品有限公司 青海省格尔木市团结湖路14号 格尔木中石油 合格                  QH-180              

277 JZ190110NY2018 车用柴油（Ⅵ） 0号 格尔木昆行通油品有限公司 青海省格尔木市团结湖路14号 格尔木中石油 合格                  QH-181              

278 JZ190110NY2019 车用柴油（Ⅵ） -20号 格尔木昆行通油品有限公司 青海省格尔木市团结湖路14号 格尔木中石油 合格                  QH-182              

279 JZ190110NY202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格尔木销售分公司黄河路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东路1号 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83              

280 JZ190110NY202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格尔木销售分公司黄河路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东路1号 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84              

281 JZ190110NY202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格尔木销售分公司柴达木加油站

格尔木市中山路42号与黄河路交

汇处西南角
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86              

282 JZ190110NY2023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格尔木销售分公司柴达木加油站

格尔木市中山路42号与黄河路交

汇处西南角
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87              

283 JZ190110NY202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昆仑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39号 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88              

284 JZ190110NY202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昆仑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39号 海西柯柯油库 合格                  QH-189              

285 JZ190110NY202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昆仑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39号 / 合格                  QH-190              

286 JZ190110NY202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柴达木西路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柴达木西路 格尔木油库 合格                  QH-191              

287 JZ190110NY2028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柴达木西路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柴达木西路 中石油格尔木 合格                  QH-192              



288 JZ190110NY2029 车用柴油（Ⅵ） -20号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
尔木石油分公司柴达木西路加油站

青海省格尔木柴达木西路 中石油格尔木 合格                  QH-193              

289 JZ190110NY203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青海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格尔木

加油站
格尔木市盐桥中路16号 山东利华益 合格                  QH-194              

290 JZ190110NY203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青海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格尔木

加油站
格尔木市盐桥中路16号 山东利华益 合格                  QH-195              

291 JZ190110NY203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青海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格尔木

加油站
格尔木市盐桥中路16号 山东利华益 合格                  QH-196              

292 JZ190110NY2033 车用柴油（Ⅵ） 0号
青海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格尔木

加油站
格尔木市盐桥中路16号 山东利华益 合格                  QH-197              

293 JZ190110NY203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共茶高速北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切吉乡东科

村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南01                

294 JZ190110NY203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共茶高速南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切吉乡东科

村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南02                

295 JZ190110NY203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共和县切吉乡万鑫加油站 青海省共和县切吉乡
中国石化销售有

限公司青海海南
州石油分公司

合格                  青南03                

296 JZ190110NY2037 车用柴油（Ⅵ） 0号 共和县切吉乡万鑫加油站 青海省共和县切吉乡
中国石化销售有
限公司青海海西

石油分公司

合格                  青南04                

297 JZ190110NY203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共和县鑫顺工贸有限公司 共和县哇玉(原哇玉农场)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南05                

298 JZ190110NY2039 车用柴油（Ⅵ） 0号 共和县鑫顺工贸有限公司 共和县哇玉(原哇玉农场)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南06                

299 JZ190110NY204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共和服务区南加油
站

共和县恰卜恰镇西香卡尕寺村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07                

300 JZ190110NY204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共和服务区北加油

站

共和县恰卜恰镇西香卡尕寺村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08                

301 JZ190110NY2042 车用柴油（Ⅵ） 0号 海南州君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城北新区 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南09                

302 JZ190110NY204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共和石原加油站 共和县恰卜恰镇幸福滩三岔路口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青南10                

303 JZ190110NY2044 车用柴油（Ⅵ） 0号 共和石原加油站 共和县恰卜恰镇幸福滩三岔路口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青南11                

304 JZ190110NY204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海南州中青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第二

加油站
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幸福滩

宁夏瑞科新源化
工有限公司

合格                  青南12                



305 JZ190110NY2046 车用柴油（Ⅵ） 0号
海南州中青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第二

加油站
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幸福滩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分公司

合格                  青南13                

306 JZ190110NY2047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恒通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幸福摊 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14                

307 JZ190110NY204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共和县元年工贸有限公司 共和县恰卜恰镇环城东路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北销售分公

合格                  青南15                

308 JZ190110NY2049 车用汽油（ⅥA） 95号 共和县元年工贸有限公司 共和县恰卜恰镇环城东路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海北销售分公

合格                  青南16                

309 JZ190110NY205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共和第二加油站

共和县恰卜恰镇环城北路4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17                

310 JZ190110NY205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共和县中园加油站 共和县次汗素214国道西侧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南18                

311 JZ190110NY2052 车用柴油（Ⅵ） 0号 共和县中园加油站 共和县次汗素214国道西侧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曹家堡油库

合格                  青南19                

312 JZ190110NY2053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共和次汗素加油站
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次汗素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20                

313 JZ190110NY2054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南销售分公司共和第三加油站
共和县恰卜恰镇绿洲南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21                

314 JZ190110NY205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共和县黄河南大街加油站

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黄河南大

街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南22                

315 JZ190110NY2056 车用柴油（Ⅵ） 0号 共和中围加油站 共和县铁盖乡铁盖村(九道班) 湟源中心油库 合格                  青南23                

316 JZ190110NY205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河卡加油站
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南24                

317 JZ190110NY2058 车用柴油（Ⅵ） -2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兴海河卡加油站
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25                

318 JZ190110NY205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兴海县锦惠加油站
青海省兴海县子科滩镇环城东路

与兴同公路交叉处
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26                

319 JZ190110NY2060 车用柴油（Ⅵ） 0号 兴海县锦惠加油站
青海省兴海县子科滩镇环城东路

与兴同公路交叉处
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27                

320 JZ190110NY206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兴海县兴同公路加油站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子科滩镇兴

同公路
青海西湟源中心

油库
合格                  青南28                

321 JZ190110NY206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销售分公司兴海东大街加油站

青海省兴海县东大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南29                



322 JZ190110NY2063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兴海县加油站
青海省兴海县东大街18号

青海西宁湟源中
心油库

合格                  青南30                

323 JZ190110NY206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乌兰县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西出口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01                

324 JZ190110NY2065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乌兰县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西出口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02                

325 JZ190110NY2066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乌兰县城西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西出口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03                

326 JZ190110NY2067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茶卡盐

湖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109
国道南侧、东环路东侧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04                

327 JZ190110NY2068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茶卡盐
湖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109
国道南侧、东环路东侧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05                

328 JZ190110NY2069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茶卡盐

湖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109
国道南侧、东环路东侧

多巴油库 合格                  青西06                

329 JZ190110NY2070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茶卡盐
湖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109

国道南侧、东环路东侧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西07                

330 JZ190110NY2071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乌兰县茶卡镇小水桥鑫禾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

兰县茶卡镇小水桥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10                

331 JZ190110NY2072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乌兰县茶卡镇小水桥鑫禾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

兰县茶卡镇小水桥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11                

332 JZ190110NY2073 车用柴油（Ⅵ） 0号 乌兰县茶卡镇小水桥鑫禾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

兰县茶卡镇小水桥
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12                

333 JZ190110NY2074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乌兰县金穗助之行加油站 乌兰县希里沟镇车站路6号 海西中石油 合格                  青西13                

334 JZ190110NY2075 车用柴油（Ⅵ） 0号 乌兰县金穗助之行加油站 乌兰县希里沟镇车站路6号 海西中石化 合格                  青西14                

335 JZ190110NY207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交通路

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交通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15                

336 JZ190110NY2077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交通路

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交通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多巴油库

合格                  青西16                

337 JZ190110NY2078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乌兰经营部交通路

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交通路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17                

338 JZ190110NY2079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乌兰县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东出口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18                



339 JZ190110NY2080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乌兰县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东出口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19                

340 JZ190110NY2081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乌兰县城东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东出口 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20                

341 JZ190110NY2082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胜利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格尔木油库 合格                  青西21                

342 JZ190110NY2083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胜利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格尔木油库 合格                  青西22                

343 JZ190110NY2084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胜利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23                

344 JZ190110NY2085 车用柴油（Ⅵ） -2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胜利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24                

345 JZ190110NY208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36号 格尔木油库 合格                  青西27                

346 JZ190110NY208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36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28                

347 JZ190110NY2088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36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29                

348 JZ190110NY2089 车用柴油（Ⅵ） -2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都兰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36号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30                

349 JZ190110NY209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都兰县察苏镇广汇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31                

350 JZ190110NY2091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都兰县察苏镇广汇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32                

351 JZ190110NY209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都兰县察苏镇广汇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33                

352 JZ190110NY209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都兰英德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解放

路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格尔木销售分

合格                  青西34                

353 JZ190110NY2094 车用柴油（Ⅵ） 0号
都兰英德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解放

路加油站
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解放街

宁夏泰富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青西35                

354 JZ190110NY2095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都兰香日德汇通加油站
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小街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36                

355 JZ190110NY2096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都兰香日德汇通加油站
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小街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37                



356 JZ190110NY2097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都兰香日德汇通加油站
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小街 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38                

357 JZ190110NY2098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香日德桥头加油站

都兰县香日德镇桥头 格尔木油库 合格                  青西39                

358 JZ190110NY2099 车用柴油（Ⅵ） 0号
都兰县香日德镇农机管理推广服务

站
都兰县香日德镇河西下柴开村

宁夏东来能源有
限公司

合格                  青西40                

359 JZ190110NY2100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德令哈陶哈路加油
站

德令哈市陶哈路以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41                

360 JZ190110NY2101 车用汽油（ⅥA） 98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德令哈陶哈路加油

站

德令哈市陶哈路以北 格尔木油库 合格                  青西42                

361 JZ190110NY2102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海西销售分公司德令哈陶哈路加油
站

德令哈市陶哈路以北
中国石油青海销
售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43                

362 JZ190110NY2103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德令哈纬七路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纬七路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45                

363 JZ190110NY2104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德令哈纬七路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纬七路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46                

364 JZ190110NY2105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德令哈纬七路加油站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纬七路 中油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47                

365 JZ190110NY2106 车用汽油（ⅥA） 92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德令哈资源路加油站
青海省德令哈市资源路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48                

366 JZ190110NY2107 车用汽油（ⅥA） 95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德令哈资源路加油站
青海省德令哈市资源路 柯柯油库 合格                  青西49                

367 JZ190110NY2108 车用柴油（Ⅵ） 0号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

公司德令哈资源路加油站
青海省德令哈市资源路 德令哈油库 合格                  青西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