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格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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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示生产单位名称 标示生产单位地址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被抽检单
位所在区

抽样环
节

食品大类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批号

1 南京市浦口区艾庭芳
卤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中
路202号丽都雅苑030幢116

室

南京市浦口区艾庭芳卤
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中
路202号丽都雅苑030幢116室 江北新区 生产 肉制品 烤鸭 / 2022-04-19

2 南京市浦口区艾庭芳
卤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中
路202号丽都雅苑030幢116

室

南京市浦口区艾庭芳卤
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中
路202号丽都雅苑030幢116室 江北新区 生产 肉制品 盐水鸭 / 2022-04-19

3 南京市浦口区程晶卤
菜店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中路202
号丽都雅苑030幢116室

南京市浦口区程晶卤菜
店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中路202号
丽都雅苑030幢116室 江北新区 生产 肉制品 卤牛肉 / 2022-04-19

4 南京蔡士富卤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

道保安村二步巷组
南京蔡士富卤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
道保安村二步巷组

江北新区 生产 肉制品 卤猪头肉 / 2022-04-19

5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华西路
18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万江
共和新城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
路139号万江共和新城天和苑

11幢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食用)低钠

盐
400克/袋 2021-12-30

6 新沂鲁花高端食用油
有限公司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大桥西
路118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万江
共和新城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
路139号万江共和新城天和苑

11幢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低芥酸特
香菜籽油

2升/瓶 2022-03-18

7 南京西丽食品有限公
司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
工业园

南京市浦口区美度食品
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新

城地和苑027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绿豆冰糕 / 2022-04-13

8 苏州优尔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
浦庄大道东侧

南京市浦口区美度食品
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新

城地和苑027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蟹香味豆
瓣

/ 2022-01-18

9 茂名市茂叶食品有限
公司

茂名市电白区南海街道霞海
北路7号 江北新区应祺零食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地和苑27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紫衣腰果 / 2021-12-28

10 洛阳源氏食品有限公
司

宜阳县产业集聚区食品专业
园李贺大道和香山路交叉口

江北新区应祺零食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地和苑27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老式大辣
片(豆制品) 200克/袋 2022-03-28



11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恒顺
大道66号 南京七天生活超市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地和苑029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恒顺香醋 340mL/袋 2020-12-18

12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恒顺
大道66号 南京七天生活超市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地和苑029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恒顺白醋 340ml/袋 2021-04-28

13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市浦口区吴菊美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万江共
和新城天和苑34幢1-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小米(分装) 500克/袋 2022-02-10

14 江西天天蜂业有限公
司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东升
大道285号(江西花之源蜂业

有限公司)2号楼第一层

南京市浦口区吴菊美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万江共
和新城天和苑34幢1-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蜂产品

紫云英蜂
蜜

480克/瓶 2021-08-25

15 南京市浦口区大兵卤
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北农
贸市场内

南京市浦口区大兵卤菜
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北农
贸市场内

江北新区 生产 肉制品 烤鸭 / 2022-04-20

16 南京市浦口区大兵卤
菜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北农
贸市场内

南京市浦口区大兵卤菜
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北农
贸市场内

江北新区 生产 肉制品 盐水鸭 / 2022-04-20

17 重庆德庄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10号 南京市浦口区杨政奎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地和苑030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重庆老火
锅底料

200克/袋 2021-11-23

18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办事
处二渡村一组

南京市浦口区杨政奎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地和苑030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蔬菜制品

脆口榨菜
芯

120克/袋 2022-01-17

19 常熟市天然淀粉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常熟支塘(任阳)盛泾村
江北新区百如江家百货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天和苑034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水磨糯米
粉

800克/袋 2022-01-03

20 普宁市泰宁食品厂 普宁市梅塘镇长美村
江北新区百如江家百货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天和苑034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水果制品 酱洋梅 150克/袋 2022-01-01

21 镇平想念食品有限公
司

镇平县杨营镇玉漳大道与玉
源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南京市江北新区好客多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地和苑031幢10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麦香挂面 800克/袋 2021-11-13

22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疏港
北路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好客多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新城地和苑031幢10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大豆油 1.8升/瓶 2021-11-20

23 嘉兴市真真老老食品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
镇正阳东路199号 江北新区军玉胜食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天和苑26幢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蜜枣粽子 100克/袋 2022-03-28



24 宁波思味特食品有限
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土港
镇卖面桥村

江北新区军玉胜食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

天和苑26幢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豆沙粽子 100g/袋 2022-04-10

25 建湖县楼王淀粉分装
厂

建湖县建阳镇水源路6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德富隆
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新城

天和苑26幢112营业房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玉米生粉
(食用玉米

淀粉)
300克/袋 2021-12-21

26 巢湖娃哈哈昌盛饮料
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向阳南路
民营经济园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德富隆
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浦珠北路139号万江共和新城

天和苑26幢112营业房
江北新区 流通 罐头

桂圆莲子
营养八宝

粥

360克/罐 2022-02-11

27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疏港
北路1号

南京市浦口区老朱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滨
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157-
163幢1054室(仓库地址：江苏

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滨江大
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157-163幢

105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1.8升/瓶 2022-02-12

28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
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绿春路318号

南京市浦口区老朱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滨
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157-
163幢1054室(仓库地址：江苏

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滨江大
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157-163幢

105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糖果制品
晶莹葡萄
牛奶硬糖

150克/袋 2021-12-20

29 湖北银鹭食品有限公
司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经济开
发区北桥工业园平章大道6

号

南京市浦口区畅心饴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

140幢11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罐头

绿豆汤罐
头

370克/瓶 2021-04-02

30
南京天地源食品有限
公司(原南京市浦口区

茂源炒货厂)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
道丹桂路21号

南京市浦口区畅心饴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

140幢11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花生米 110克/袋 2022-01-18

31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
区盐厂路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张太伟
烟酒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

城128幢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精制盐(食
用盐) 500克/袋 2022-01-01

3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
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食品工业园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张太伟

烟酒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

城128幢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宽挂面 800克/袋 2022-03-19

33 蒙牛乳业(唐山)有限

责任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外环路
南侧

南京市江北新区铭赫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

城127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纯牛奶 250mL/盒 2022-02-20

34 杭州萧山河庄蔬菜酱
品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乐河
路43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铭赫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

城127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蔬菜制品

五香脆萝
卜

300克/袋 2021-07-16



35 磐石市兴泽食品有限
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经济开
发区西阜康大路2777号

江北新区半岛盒子零食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

城280-282幢酒店11层1层F1-
0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蛋制品
大个儿卤

蛋
200克/袋 2022-03-02

36 山西兆阳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南政乡
南政食品工业园

江北新区半岛盒子零食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

城280-282幢酒店11层1层F1-
0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薯类和膨化

食品

花椒锅巴
【宫廷花
椒锅巴(花
椒味)】

158克/袋 2022-03-15

37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的鲜惠
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3幢

10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水果制品

香蕉片(分
装) 120克/袋 2022-04-16

38 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
限公司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关镇
冯园村段庄(经济开发区)道

北东路D-628

南京市江北新区的鲜惠
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3幢

10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罐头 黄桃罐头 312g/罐 2022-01-05

39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河南省遂平县产业集聚区众
品路6号

江北新区邻好百货贸易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2幢

106-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鸡蛋龙须
挂面(花色

挂面)
800克/袋 2022-01-10

40 承德云灵山食品有限
公司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大杖子
镇车河堡

江北新区邻好百货贸易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2幢

106-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水果制品

铁山楂(果
糕类) 180克/袋 2022-01-01

41 安徽银鹭食品有限公
司

安徽省滁州市杭州北路599
号

江北新区屹万鑫百货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弘泰路6号15幢125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罐头

桂圆八宝
粥

360克/罐 2021-12-12

42 周口鲁花浓香花生油
有限公司

周口市南环路东段路南
江北新区屹万鑫百货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弘泰路6号15幢125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低芥酸特
香菜籽油

2升/瓶 2022-04-12

43 新沂鲁花高端食用油
有限公司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大桥西
路118号

南京市鑫惠迪百货超市
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五幢

114-115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压榨葵花
仁油

1.6升/瓶 2022-03-17

44 沈阳欧客香食品有限
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镇
北街

南京市江北新区爱上购
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07幢

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排骨风味
肠

130克/支 2022-03-16

45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
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经济开发
区嫩江路12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爱上购
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07幢

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弹脆香脆
肠(香辣风

味)
130g/袋 2022-03-25

46 临沂金锣文瑞食品有
限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金锣科
技园

南京市鑫惠迪百货超市
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源路2号新荣家园五幢

114-115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爵脆(迷情

蜜辣味)熏
煮香肠

115g/袋 2022-03-15

47 芜湖双汇食品有限公
司

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
区临江工业区

南京市浦口区对面烟酒
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爱上花园05幢-11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台式烤香
肠

38g/袋 2022-03-02



48 重庆市涪陵辣妹子集
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西桥大
道9号

南京市浦口区对面烟酒
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爱上花园05幢-11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蔬菜制品 榨菜丝 60克/袋 2022-03-02

49 巢湖娃哈哈昌盛饮料
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向阳南路
民营经济园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尚便
利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爱上花园03幢109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罐头

木糖醇营
养八宝粥

360克/罐 2021-10-01

50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
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食品工业园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尚便

利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爱上花园03幢109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圆挂面 1千克/筒 2022-01-23

51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
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经济开发
区嫩江路127号

南京逾越之星便利超市
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爱上花园03幢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双汇鸡肉
肠(熏煮香

肠)
60g/根 2022-04-02

52 徐州卫岗乳品有限公
司

新沂市无锡-新沂工业园大桥

东路218号
南京逾越之星便利超市

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爱上花园03幢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纯牛奶 250mL/盒 2022-03-23

53 海宁市神农小吃佬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斜桥镇榨菜科技工业
园区

江北新区瑶亮百货超市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环路13号01幢10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蔬菜制品

去皮榨菜
芯

118克/袋 2022-01-03

54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疏港
北路1号

江北新区瑶亮百货超市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环路13号01幢10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大豆油 1.8升/瓶 2021-12-23

55 重庆德庄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10号 江北新区全冠优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环路13号盛泰嘉园02

幢109、110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三鲜火锅
底料

150g/袋 2021-10-20

56 周口金丝猴食品有限
公司

沈丘县沙南产业集聚区 江北新区全冠优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浦环路13号盛泰嘉园02

幢109、110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糖果制品

玉米味硬
糖

160克/袋 2021-12-13

57 PTMAYORAINDAHT
bk

POBox6138,Jakarta11061,Ind
onesia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丽岛
路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丽岛
路21号17幢110-11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饼干

皇冠丹麦
曲奇饼干

454克/盒 2021-04-08

58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工业园区
中山西路南侧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丽岛
路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丽岛
路21号17幢110-11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五芳大肉
粽(真空包

装)

280克(2只)/
袋

2022-03-16

59 嘉兴市真真老老食品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
镇正阳东路199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丽岛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丽岛路21号10幢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粗粮板栗
肉粽子

100g/袋 2022-04-02

60 嘉兴市真真老老食品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
镇正阳东路199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丽岛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丽岛路21号10幢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鲜肉粽子 100克/袋 2022-03-31

61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

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疏港
北路1号

南京市浦口区天琪百货
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高新技术开发区丽岛路21

号16幢102、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1.8升/瓶 2021-06-30

62 新沂鲁花高端食用油
有限公司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大桥西
路118号

江北新区超惠馨生活超
市馆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大桥北路83号-1太平宝邸002

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压榨葵花
仁油

1.6升/瓶 2022-01-09

63 徐州卫岗乳品有限公
司

新沂市无锡-新沂工业园大桥

东路218号
南京市浦口区天琪百货

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高新技术开发区丽岛路21

号16幢102、103室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浓香高钙
奶

220mL/袋 2022-04-18



64 上海永安乳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永华路
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陈杨杨
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弘阳旭日爱上城12区一

层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纯牛奶 250毫升/盒 2022-02-06

65 安徽义利北冰洋食品
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郑蒲大
道中段115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陈杨杨
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弘阳旭日爱上城12区一

层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北冰洋桔
汁汽水

480毫升/瓶 2022-04-13

66 明光市杨老三食品有
限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灵迹大
道68(二号厂房)

南京市浦口区卫宪成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泰西路5-1号泰山天然居007

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挂面(鸡蛋

风味挂面) 900克/筒 2022-03-16

67 邢台金沙河面业有限
责任公司

河北南和经济开发区619号 江北新区亿家乐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大桥北路83号浦阳大厦1

层10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花色挂面
(精制鸡蛋

挂面)
900克/筒 2022-02-22

68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
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经济开发
区嫩江路127号

南京市浦口区卫宪成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
道泰西路5-1号泰山天然居007

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泡面拍档
香肠

80g/根 2022-04-07

69 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
司

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1号 江北新区亿家乐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大桥北路83号浦阳大厦1

层10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双汇王中
王优级火
腿肠

65g/根 2022-03-07

70 福建泓一实业有限公
司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鑫盛路2号

江北新区超惠馨生活超
市馆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大桥北路83号-1太平宝邸002

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南瓜吐司
夹心面包

/ 2022-04-17

71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鲜百果
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600号10-7门面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8

72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鲜百果
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600号10-7门面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不知火
（柑橘
类）

散称 2022-4-8

73 / / 江苏谊品弘苏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仁锦苑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600号仁锦苑12

栋2-3-4号商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白鲫鱼 散称 2022-4-8

74 / / 江北新区鲜果棒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和

旭路37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进口香蕉 散称 2022-4-8

75 / / 江北新区鲜果棒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和

旭路37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超甜耙耙

柑
散称 2022-4-8

76 / / 南京市六合区何在武水
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
道葛中路35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沃柑 散称 2022-4-8

77 / / 江北新区果先森零食水
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白
玉社区润玉路10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苹果 散称 2022-4-11

78 / / 江北新区果先森零食水
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白
玉社区润玉路10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11



79 / / 南京市六合区果然是你
水果店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
社区润玉水苑润玉路8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11

80 / / 南京市六合区果然是你
水果店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
社区润玉水苑润玉路8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橙子 散称 2022-4-11

81 / / 南京市江北新区每日一
果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南
京润玉农贸市场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门面房2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水晶贡梨 散装称重 2022-4-11

82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冉之冉
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南
京润玉农贸市场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门面房2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苹果 散称 2022-4-11

83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冉之冉
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南
京润玉农贸市场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门面房2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橙子 散称 2022-4-11

84 贵州红赤水集团有限
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红赤水
食品工业园区

南京市六合区啁末食光
零食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欣乐新村24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水产制品

海带丝
（酸辣
味）

散装称重 2022-01-05

85 江苏润华贸易有限公
司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科技园天
马路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齐绪
龙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园西路349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白砂糖 400克/袋 2021-12-27

86 江苏金桥制盐有限公
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
工业园云港路9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齐绪
龙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园西路349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泡菜盐 500克/袋 2021-02-03

87 安徽珍然食品有限公
司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
发区纬七路与高科路交口标

准化工厂区8号

江苏北华联超市有限公
司南京江北新区大厂新

华路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新华路13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蜂产品 枇杷蜂蜜 480g/瓶 2021-11-18

88 安徽三杨食品有限公
司

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
义城路8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新华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新华路138号鑫乐生活广

场第一层F1-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多味花生 计量称重 2022-03-03

89 四川菜花香食品有限
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经济开发
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绿珍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新华路12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蔬菜制品

下饭菜
（酱腌
菜）

102克/袋 2021-12-07

90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
（荆门）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经济开发
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娟娟
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杨新路1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浓香压榨
菜籽油

1.5升/瓶 2022-01-09

91 安琪酵母（赤峰）有
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
旗乌丹镇玉龙工业园区南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娟娟
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杨新路1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优级绵白
糖

400克/袋 2021-10-25

92 安徽三杨食品有限公
司

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
义城路8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新华西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桂馨
园32-33幢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蟹黄味瓜
子仁

计量称重 2022-03-05

93 南通东恒食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经济开
发区淮河路136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新华西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桂馨
园32-33幢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蒜香青豌
豆

计量称重 2022-03-06



94 / /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
厂桃湖公园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业

街4栋一层4-103铺位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油条 / 2022-04-01

95 / /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
厂桃湖公园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业

街4栋一层4-103铺位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红豆派 / 2022-04-01

96 / / 江北新区安焱餐饮经营
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

业街05-01-04栋201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火锅清汤
底料

/ 2022-04-01

97 / / 江北新区安焱餐饮经营
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

业街05-01-04栋201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火锅红汤
底料

/ 2022-04-01

98 湖北贤哥食品有限公
司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仙
桃大道西段38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大厂
杨庄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空桂馨
园小区01幢门面房

江北新区 流通 方便食品

香辣味素
牛筋（调
味面制
品）

称重 2022-03-15

99 重庆市天润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运
大道99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大厂
杨庄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空桂馨
园小区01幢门面房

江北新区 流通 水产制品
香辣味风
味海带

计量称重 2022-03-07

100 / / 金子轩餐饮管理（南
京）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05-01-07栋102

、202商铺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蒜蓉辣酱
蘸料

/ 2022-04-01

101 / / 金子轩餐饮管理（南
京）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05-01-07栋102

、202商铺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油炸花生
米

/ 2022-04-02

102 盐城丰饴园食品有限
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沟墩镇
全民创业园6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丽荣
百货超市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13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绵白糖 400克/袋 2022-02-19

103 上海统一企业饮料食
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金舸路
130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丽荣
百货超市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13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方便食品

日式豚骨
拉面（油
炸方便
面）

（面饼+配
料125克，面

饼：90克）/
袋

2022-03-21

104 / / 南京市六合区老妈火锅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180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清汤汤底
（底料）

/ 2022-04-02

105 / / 南京市六合区老妈火锅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180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麻辣汤底
（底料）

/ 2022-04-02

106 益海（泰州）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疏港
北路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朱林森
食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5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菜籽油 1.8升/瓶 2022-01-23

107 梁山菱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梁山县城青年路9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朱林森
食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5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菱花牌味
精

200克／袋 2021-11-28



108 登封市思源食品有限
公司

登封市大金店镇207国道北

侧

南京市江北新区朱林森
食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5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方便食品

芝麻小辣
卷（调味
面制品）
（香辣
味）

散装称重 2022-03-06

109 江苏味巴哥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靖江市经济开发区城北园区
纬二路8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乐多多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629-1 江北新区 流通 蛋制品 卤蛋 30g/袋 2022-03-13

110
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
（东莞）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新科二路26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乐多多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629-1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美汁源果
粒橙橙汁
饮料

420ml/瓶 2021-11-25

111 南京多嘉食品有限公
司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湖熟
民族产业发展基地

南京市六合区黄德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78-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生粉 200克/袋 2022-01-02

112 苏州山青水秀食品有
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镇木东公
路西侧

南京市六合区黄德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78-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纯正红糖
（红糖）

400克/袋 2021-10-02

113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鹏零
百货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扬村二路280号113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小米（分
装）

500克/袋 2022-02-10

114 东洋饮料（常熟）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银丰路8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鹏零
百货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扬村二路280号113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茉莉乌龙
茶饮料

500毫升/瓶 2021-12-17

115 重庆市佳佳乐食品有
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大安工业园区
南京市六合区客喜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桂馨园31幢13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卤汁嫩豆
腐（五香
味）

计量称重 2022-01-06

116 上海程辉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宝山区金勺路1688号
18幢二、三层

南京市六合区客喜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桂馨园31幢13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桂花棒棒
糕（绿豆
味）

散装称重 2022-03-23

117 招远市钰晟食品有限
公司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上刘家
村

南京市六合区梅政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21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龙口粉丝 400克/袋 2021-10-02

118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招远金岭镇寨里
南京市六合区梅政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21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龙口粉丝 400g/袋 2021-08-02

119 南京大旺食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空港枢纽
经济区苍穹路1号

南京市六合区梅政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21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糖果制品

黄桃蜜桃
果肉果冻

178g/盒 2022-01-14

120 淮安旺旺食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新区旺旺
路21号 南京协政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欣乐路29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旺仔牛奶
(调制乳) 245mL/罐 2021-11-05

121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协政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欣乐路29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玉米淀粉
（分装）

300克/袋 2022-02-21

122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
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经济开发
区嫩江路12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飞思客
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杨新路129-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双汇王中
王优级火
腿肠

65g/根 2022-02-12

123 重庆市天润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运
大道99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草芳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18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QQ豆干

（五香
味）

计量称重 2022-03-03



124 上海祖香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佘山分区
勋业路198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草芳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18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樱花型麻
糬（白桃
味）

计量称重 2022-03-05

125 沈阳福润肉类加工有
限公司

沈阳市沈北新区宏业街11号 南京市六合区桂新园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新华西路32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鸡肉肠 100克/根 2022-03-17

126 阜阳雨润肉类加工有
限公司清真分厂

安徽省阜阳市阜胡路16号 南京市六合区桂新园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新华西路32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牛肉风味
清真肠

118克/根 2022-03-06

127 安徽乐锦记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肥东经
济开发区龙城路6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葛关路二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298号1020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糯米锅巴 268g/袋 2022-03-10

128 浙江龙游李子园食品
有限公司

浙江省龙游工业园区同舟路
32号 江北新区众元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166号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李子园朱
古力风味
乳饮料

450ml/瓶 2022-01-10

129 湖北石牌食品有限公
司

荆门高新区荆南大道19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葛关路二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298号1020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卤汁豆腐
干（甜卤
味）

计量称重 2022-03-15

130 农夫山泉（建德）新
安江饮料有限公司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朱家埠 江北新区众元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166号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东方树叶
茉莉花茶
原味饮料

500ml/瓶 2022-02-13

131 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
38号

江北新区臣之顺便利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屈臣氏饮
用水

650毫升/瓶 2021-07-16

132 南京多嘉食品有限公
司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湖熟
民族产业发展基地

南京市江北新区碧景超
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兴达路5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糯米粉 500克/袋 2021-09-12

133 东洋饮料（常熟）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银丰路88号

江北新区臣之顺便利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黑乌龙茶
乌龙茶饮
料（无
糖）

350毫升/瓶 2022-02-17

134 农夫山泉（建德）新
安江饮料有限公司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朱家埠
南京市江北新区碧景超

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兴达路5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茶π果味茶

饮料玫瑰
荔枝红茶

500ml/瓶 2022-01-22

135 南京华飞口碱厂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曹村

路工业园

江苏苏果金丝利卷烟零
售有限公司好的健民路

特许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食用玉米
淀粉（生
粉）

270g/袋 2022-01-23

136 四川康祖食品有限公
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
湾村16组39号

江北新区伊云百货副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38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蛋制品

翻砂铁蛋
台湾风味
鹌鹑蛋

计量称重 2021-12-19

137 马鞍山金品味食品有
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
城北社区店门口街道111号 江北新区佰联嘉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7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香酥锅巴 散装称重 2022-02-19



138 黄山市万安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城横江
路（东山开发区）

南京市六合区蓝露食品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扬子二村摊点群杨村路38-1

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万安茶干
（五香
味）

散装称重 2022-03-20

139 上海旺泰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海衡路
88号 江北新区佰联嘉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7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雪花酥
（原味）

散装称重 2022-03-01

140 重庆鸿煊食品有限公
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桥高农
村2社 江北新区佰联嘉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7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手撕素牛
排（火锅
味）

计量称重 2022-02-22

141 重庆市佳佳乐食品有
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大安工业园区
南京市六合区蓝露食品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扬子二村摊点群杨村路38-1

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五香味豆

干
计量称重 2022-03-16

142 东莞市家会香食品有
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鲤鱼山
工业路一街16号2号楼

江北新区伊云百货副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38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糖果制品

蒟蒻果汁
果冻（葡
萄味）

120克/袋 2022-03-10

143 / /
江苏苏果金丝利卷烟零
售有限公司好的健民路

特许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德悠纯牛
奶脱脂牛

奶

200毫升/盒 2021-07-23

144 龙海市鑫利食品有限
公司

龙海市海澄镇河福村工业区
（海澄镇河福村庙后

11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辉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551号一楼及二

楼大厅

江北新区 流通 饼干

高纤奇亚
籽苏打饼
干（奇亚
籽粗粮
味）

268克/盒 2022-01-10

145 龙海市三惠食品有限
公司

龙海市白水镇白水村
江苏谊品弘苏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仁锦苑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600号仁锦苑12

栋2-3-4号商铺
江北新区 流通

薯类和膨化
食品

尖角脆
（番茄
味）

称重销售 2022-04-13

146 武汉真巧食品有限公
司

湖北省仙桃市瑞阳大道38号 江苏谊品弘苏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仁锦苑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600号仁锦苑12

栋2-3-4号商铺
江北新区 流通 饼干 葱香饼 称重销售 2022-04-12

147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工业园区
中山西路南侧；浙江省嘉兴
市秀洲区高照街道美盾路

398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浦口
天浦路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
道天浦路99号雅居乐滨江花

园1#商业40室门面房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蛋黄猪肉
粽(真空包

装)

280克(2只)/
袋

2022-03-25

148 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
司(中日合资)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6号大街5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浦口
天浦路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
道天浦路99号雅居乐滨江花

园1#商业40室门面房
江北新区 流通 水果制品

丘比草莓
果酱

170g/瓶 2022-03-31

149 嘉兴谢大妈食品有限
公司

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秀越路
16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芳庭
潘园连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中南路551号西侧门面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板栗肉粽
（熟制品
、真空包
装、有馅
类）

280克（140
克×2枚）/袋 2022-04-06



150 嘉兴谢大妈食品有限
公司

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秀越路
16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明发
悦庭连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七瑶
路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鲜肉粽
（熟制品
、真空包
装、有馅
类）

280克（140
克×2枚）/袋 2022-04-06

151 开平市旭日蛋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长沙街
道办事处金章大道8号7、8

幢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明发
悦庭连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七瑶
路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蛋制品

咸鸭蛋
（真空包
装）

60克/袋 2022-04-06

152 芜湖市天方御井茶业
有限公司

芜湖市三山区峨桥国际茶城
西侧

南京市浦口区悦青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浦云路18号珍珠雅苑31

幢1层104、105商铺
江北新区 流通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大麦茶 200g/罐 2021-12-27

153 安徽德青源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阜阳路5号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润泰花园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润
泰花园二期2幢102、103、

104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西红柿 / 2022-03-25

154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阿娟蔬
菜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扬
村二路280号D区1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沃柑 / 2022-04-07

155 / /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润泰花园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润
泰花园二期2幢102、103、

104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生姜 / 2022-04-04

156 / /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润泰花园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润
泰花园二期2幢102、103、

104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粉番茄 / 2022-04-04

157 / /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润泰花园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润
泰花园二期2幢102、103、

104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黄瓜 / 2022-04-02

158 / /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润泰花园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润
泰花园二期2幢102、103、

104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茄子 / 2022-04-05

159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刘轩生
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04幢

105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鲫鱼 / 2022-04-06

160 / / 南京市六合区春福生鲜
超市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健民路
37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西芹 / 2022-04-07

161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阿娟蔬
菜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扬
村二路280号D区1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青椒 / 2022-04-07

162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刘轩生
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04幢

105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鳊鱼 / 2022-04-07



163 / / 南京市六合区春福生鲜
超市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健民路
37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金针菇 / 2022-04-07

164 / / 南京市江北新区文武斌
食品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扬
村二路280号C区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鳊鱼 / 2022-04-07

165 / / 苏北鸡鸭专卖谢乾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8幢

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菇 / 2022-04-07

166 / / 南京市江北新区文武斌
食品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扬
村二路280号C区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鲫鱼 / 2022-04-07

167 / / 苏北鸡鸭专卖谢乾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8幢

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苹果 / 2022-04-07

168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忠信水
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386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猪五花肉 / 2022-04-04

169 临沂鑫盛源食品有限
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张庄镇
大桥村

江北新区梓焜农贸生鲜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236、248、250、

256、26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 2022-04-05

170 / / 南京贞元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健

民路40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小台农芒

果
/ 2022-04-07

171 / / 江北新区鲜每刻生鲜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
东路102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

区11幢110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猪里脊肉 / 2022-04-07

172 临沂鑫盛源食品有限
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张庄镇
大桥村

江北新区梓焜农贸生鲜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236、248、250、

256、26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砀山梨 / 2022-04-05

173 / / 南京贞元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健

民路40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苏北虫草
蛋（鸡
蛋）

/ 2022-04-06

174 / / 江北新区鲜每刻生鲜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
东路102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

区11幢110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芒果 / 2022-04-05

175 / / 江北新区邱氏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246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薄皮青椒 / 2022-04-06

176 / / 江北新区佩荣生鲜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553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芹 / 2022-04-07

177 / / 江北新区承航生鲜超市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上城
路2号24幢10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精品粑粑
柑

/ 2022-04-07

178 / / 江北新区邱氏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246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本地菠菜 / 2022-04-02



179 / / 江北新区佩荣生鲜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553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草鸡蛋 / 2022-04-07

180 / / 南京市六合区礼之良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九村西路4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鸡翅中 1kg/袋 2022-04-05

181 五原县润海源实业有
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
原县工业园区

江北新区承航生鲜超市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上城
路2号24幢10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青椒 / 2022-02-18

182 / /
江苏谊品弘苏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阿尔卡迪亚分

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开阳苑商业幢

1062-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洋鸡蛋 / 2022-04-06

183 / / 南京市六合区礼之良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九村西路4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猪后腿肉 / 2022-04-05

184 淮安市金源肉品有限
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关城
村

江北新区陆师傅黑猪肉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8幢

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土鸡蛋 / 2022-04-11

185 / / 江北新区熙熙生鲜超市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依山溪谷花
园09幢-115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猪前腿肉 / 2022-04-10

186 淮安市金源肉品有限
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关城
村

江北新区陆师傅黑猪肉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8幢

107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洋鸡蛋 / 2022-04-11

187 / / 江北新区熙熙生鲜超市
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依山溪谷花
园09幢-115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鲫鱼 / 2022-04-10

188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芦庆水
产经营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11幢

11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黑鱼 / 2022-04-10

189 / / 江北新区杉威惠生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侨康路16号

16-29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黑鱼 / 2022-04-04

190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芦庆水
产经营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102
号北外滩水城第十街区011幢

11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本地香芹 / 2022-04-10

191 / / 江北新区杉威惠生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侨康路16号

16-29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鸡蛋 / 2022-04-06

192 / / 南京悦万家生鲜有限公
司江北新区分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侨康路16号
04幢16-7室16-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牛奶青枣 / 2022-04-05

193 / / 江北新区恩涵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花漾

紫郡花园03幢-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红皮花生

米
/ 2022-04-03

194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顺发蔬
果生鲜馆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丁家山路2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鲫鱼 / 2022-04-05



195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顺发蔬
果生鲜馆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丁家山路2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水仙芒 / 2022-04-11

196 / / 江北新区恩涵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花漾

紫郡花园03幢-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水仙芒 散称 2022-04-04

197 / / 江北新区冬雨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侨康路16号16-19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贡梨 散称 2022-04-04

198 / / 江北新区冬雨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侨康路16号16-19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芹 散称 2022-04-04

199 / / 江北新区旋转马达小陀
螺农产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侨康路16号

16-20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纯芝麻油 400ml/瓶 2022-04-07

200 和县龙门口调味品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西埠镇
盛家口街道010号

南京互联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潘营路580号（经久市场

内门面房8-9号）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香纯芝麻
油

245ml/瓶 2021-10-16

201 盘中餐粮油食品（长
沙）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站前路

南京市浦口区佳乐购百
货超市店

南京市浦口区百润路弘阳上
城二区19栋负一层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芝麻香油 450ml/瓶 2021-10-08

202 南京浦顺麻油有限公
司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永宁
社区十三组

江北新区刘杰香磨五谷
杂粮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泰
西路28号泰山庙菜市场内卤

菜区4号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310ml/瓶 2022-04-01

203 和县欣澄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西埠镇
盛家口工业开发区

南京市浦口区吕万领粮
油干货批发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浦滨路88号福斯特农贸

市场1层19号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350ml/瓶 2021-09-10

204 和县腾达油脂有限责
任公司

和县西埠镇盛家口熊官塘
南京莲阔强食品商贸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潘营路580号（经久市场

大楼门面房5号）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420ml/瓶 2022-01-20

205 含山县丰农粮油贸易
有限公司

含山县环峰镇祁门绿色工业
园区

南京莲阔强食品商贸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潘营路580号（经久市场

大楼门面房5号）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纯芝麻香
油

405ml/瓶 2022-01-02

206 安徽华安食品有限公
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盛家口
经济开发区

南京市浦口区周橙干货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西路28号九荣市场27-

28号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320ml/瓶 2021-03-31

207 含山县丰农粮油贸易
有限公司

含山县环峰镇祁门绿色工业
园

南京市浦口区龙静家禽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泰西路28号泰来市场10-
12号商铺泰来市场10-12号商

铺

江北新区 生产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2022-03-02

208 / / 南京市浦口区王琦琦家
禽经营部

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1号
C08栋睿雪农贸市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鸡琵琶腿 / 2022-3-22



209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皱皮青椒 / 2022-4-4

210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鲜活鳊鱼 / 2022-4-5

211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黄瓜 / 2022-4-5

212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高原娃娃

菜
/ 2022-4-4

213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青菜 / 2022-4-4

214 池州市长山生态农业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
长山村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有机富硒
鸡蛋

400g/盒 2022-4-1

215 安徽圣迪乐村生态食
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农业循
环经济试验区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虎踞北路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西
路5-1号泰山天然居05-109局

部、110、111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圣迪乐村
高品质鸡

蛋

675g/盒 2022-3-26

216 安徽德青源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阜阳路5号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虎踞北路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西
路5-1号泰山天然居05-109局

部、110、111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德青源A级
鲜鸡蛋15

枚

750克/盒 2022-3-25

217 聊城和美食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固河镇
316路北农牧产业园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虎踞北路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西
路5-1号泰山天然居05-109局

部、110、111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精选鸡爪 400g/袋 2022-2-15

218 / /
江苏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南京虎踞北路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西
路5-1号泰山天然居05-109局

部、110、111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胡萝卜 / 2022-4-3

219 江苏百汇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泰兴市农产品加工园区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
路3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平价】
新鲜猪肉

糜

计量称重 2022-4-4

220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
路3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基围虾 / 2022-4-5

221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业华
水产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88号盛

泉新城04幢2单元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鲫鱼 散称 2022-4-7



222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业华
水产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88号盛

泉新城04幢2单元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草鱼 散称 2022-4-7

223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业华
水产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88号盛

泉新城04幢2单元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鲈鱼 散称 2022-4-7

224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业华
水产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88号盛

泉新城04幢2单元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鳊鱼 散称 2022-4-7

225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业华
水产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88号盛

泉新城04幢2单元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黑鱼 散称 2022-4-7

226 / / 南京市浦口区王老五农
产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
道临泉村花园88号盛泉新城

005幢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茄子 散称 2022-4-7

227 / / 南京市浦口区王老五农
产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
道临泉村花园88号盛泉新城

005幢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青椒 散称 2022-4-7

228 / / 南京市江北新区东鲜生
鲜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
88号盛泉新城05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菠菜 散称 2022-4-7

229 / / 南京市江北新区东鲜生
鲜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花园
88号盛泉新城05幢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芹 散称 2022-4-7

230 / / 南京市浦口区忆客惠生
鲜农产品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
道临泉村花园88号盛泉新城

004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芹 散称 2022-4-7

231 / / 南京市浦口区忆客惠生
鲜农产品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
道临泉村花园88号盛泉新城

004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小青菜 散称 2022-4-7

232 / /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玉月
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吉庆路2-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7

233 / /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玉月
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吉庆路2-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春见耙耙
柑

散称 2022-4-7

234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黄巧丽
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吉庆路22-14
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进口香蕉 散称 2022-4-7



235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黄巧丽
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吉庆路22-14
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茂谷柑 散称 2022-4-7

236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超仁水
果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万寿路151号
03幢11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4

237 / / 南京市江北新区超仁水
果经营部

南京市江北新区万寿路151号
03幢11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梨 散称 2022-4-4

238 / / 江北新区聚叔堂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望江路2号正荣锦城02幢

1单元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7

239 / / 江北新区聚叔堂水果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望江路2号正荣锦城02幢

1单元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苹果 散称 2022-4-7

240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御果庄
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瑶路7号11
幢10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散称 2022-4-7

241 / / 南京市江北新区御果庄
水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七瑶路7号11
幢10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春见耙耙
柑

散称 2022-4-7

242 / / 南京市浦口区解小满鲜
肉店

浦口区大桥北路12号桥北农

贸市场17号摊位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猪肝 散称 2022-3-22

243 / / 浦东路菜市场谢宏山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4区4-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韭菜 / 2022-3-23

244 / / 浦东路菜市场周安珍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3号摊位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青椒 / 2022-3-22

245 / / 浦东路菜市场谢宏山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4区4-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菜秧（普
通白菜）

/ 2022-3-23

246 来安县晟瑞食品有限
公司动物产品加工厂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新安镇
创新路24号

南京市浦口区董加勇鲜
肉经营部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五花肉
（猪肉）

/ 2022-3-21

247 / / 南京市浦口区董加勇鲜
肉经营部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猪肝 / 2022-3-21



248 / / 浦东路菜市场王宏宇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市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鸭肫 / 2022-3-23

249 / / 浦东路菜市场王宏宇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市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黑腿鸡
（鸡肉）

/ 2022-3-23

250 / / 浦东路菜市场潘业山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水产区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黑鱼 / 2022-3-23

251 / / 浦东路菜市场宋芳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3号九荣

市场23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草莓
（小）

/ 2022-3-23

252 / / 江北新区财源滚滚水果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望江
路2号正荣润锦城21幢1单元

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香蕉 / 2022-3-23

253 / / 江北新区财源滚滚水果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望江
路2号正荣润锦城21幢1单元

104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A级春见

（大）
（柑）

/ 2022-3-23

254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鲜森水
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天
浦路99号雅居乐滨江花园1#

商业3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火龙果 / 2022-3-23

255 / / 南京市江北新区鲜森水
果店

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天
浦路99号雅居乐滨江花园1#

商业3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草莓 / 2022-3-23

256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鲜美味美
花蛤

/ 2022-4-5

257 / / 超荔志（南京）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
街道桥荫路48号明信旧货市

场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农产品 青甘蓝 / 2022-4-5

258 贵州红赤水集团有限
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红赤水
食品工业园区

南京市六合区啁末食光
零食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欣乐新村24幢101室 江北新区 流通 水产制品

海带丝
（酸辣
味）

散装称重 2022-01-05

259 江苏润华贸易有限公
司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科技园天
马路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齐绪
龙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园西路349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白砂糖 400克/袋 2021-12-27

260 江苏金桥制盐有限公
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
工业园云港路9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齐绪
龙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园西路349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泡菜盐 500克/袋 2021-02-03

261 安徽珍然食品有限公
司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
发区纬七路与高科路交口标

准化工厂区8号

江苏北华联超市有限公
司南京江北新区大厂新

华路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新华路13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蜂产品 枇杷蜂蜜 480g/瓶 2021-11-18



262 安徽三杨食品有限公
司

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
义城路8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新华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新华路138号鑫乐生活广

场第一层F1-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多味花生 计量称重 2022-03-03

263 四川菜花香食品有限
公司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经济开发
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绿珍百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新华路12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蔬菜制品

下饭菜
（酱腌
菜）

102克/袋 2021-12-07

264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
（荆门）有限公司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经济开发
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娟娟
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杨新路1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浓香压榨
菜籽油

1.5升/瓶 2022-01-09

265 安琪酵母（赤峰）有
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
旗乌丹镇玉龙工业园区南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王娟娟
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杨新路1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优级绵白
糖

400克/袋 2021-10-25

266 安徽三杨食品有限公
司

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
义城路8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新华西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桂馨
园32-33幢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蟹黄味瓜
子仁

计量称重 2022-03-05

267 南通东恒食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经济开
发区淮河路136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新华西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桂馨
园32-33幢112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蒜香青豌
豆

计量称重 2022-03-06

268 / /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
厂桃湖公园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业

街4栋一层4-103铺位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油条 / 2022-04-01

269 / / 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大
厂桃湖公园餐厅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业

街4栋一层4-103铺位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红豆派 / 2022-04-01

270 / / 江北新区安焱餐饮经营
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

业街05-01-04栋201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火锅清汤
底料

/ 2022-04-01

271 / / 江北新区安焱餐饮经营
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桃湖公园商

业街05-01-04栋201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火锅红汤
底料

/ 2022-04-01

272 湖北贤哥食品有限公
司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仙
桃大道西段38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大厂
杨庄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空桂馨
园小区01幢门面房

江北新区 流通 方便食品

香辣味素
牛筋（调
味面制
品）

称重 2022-03-15

273 重庆市天润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运
大道99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大厂
杨庄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空桂馨
园小区01幢门面房

江北新区 流通 水产制品
香辣味风
味海带

计量称重 2022-03-07

274 / / 金子轩餐饮管理（南
京）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05-01-07栋102

、202商铺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蒜蓉辣酱
蘸料

/ 2022-04-01

275 / / 金子轩餐饮管理（南
京）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湖滨路2号05-01-07栋102

、202商铺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油炸花生
米

/ 2022-04-02



276 盐城丰饴园食品有限
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沟墩镇
全民创业园6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丽荣
百货超市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13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绵白糖 400克/袋 2022-02-19

277 上海统一企业饮料食
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金舸路
130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周丽荣
百货超市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13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方便食品

日式豚骨
拉面（油
炸方便
面）

（面饼+配
料125克，面

饼：90克）/
袋

2022-03-21

278 / / 南京市六合区老妈火锅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180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清汤汤底
（底料）

/ 2022-04-02

279 / / 南京市六合区老妈火锅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180号 江北新区 餐饮 餐饮食品

麻辣汤底
（底料）

/ 2022-04-02

280 益海（泰州）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

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疏港
北路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朱林森
食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5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菜籽油 1.8升/瓶 2022-01-23

281 梁山菱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梁山县城青年路9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朱林森
食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5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菱花牌味
精

200克／袋 2021-11-28

282 登封市思源食品有限
公司

登封市大金店镇207国道北

侧

南京市江北新区朱林森
食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南街57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方便食品

芝麻小辣
卷（调味
面制品）
（香辣
味）

散装称重 2022-03-06

283 江苏味巴哥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靖江市经济开发区城北园区
纬二路8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乐多多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629-1 江北新区 流通 蛋制品 卤蛋 30g/袋 2022-03-13

284
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
（东莞）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新科二路26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乐多多
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629-1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美汁源果
粒橙橙汁
饮料

420ml/瓶 2021-11-25

285 南京多嘉食品有限公
司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湖熟
民族产业发展基地

南京市六合区黄德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78-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生粉 200克/袋 2022-01-02

286 苏州山青水秀食品有
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镇木东公
路西侧

南京市六合区黄德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凤滨路78-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糖

纯正红糖
（红糖）

400克/袋 2021-10-02

287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鹏零
百货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扬村二路280号113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小米（分
装）

500克/袋 2022-02-10

288 东洋饮料（常熟）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银丰路8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胡鹏零
百货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扬村二路280号113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茉莉乌龙
茶饮料

500毫升/瓶 2021-12-17

289 重庆市佳佳乐食品有
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大安工业园区
南京市六合区客喜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桂馨园31幢13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卤汁嫩豆
腐（五香
味）

计量称重 2022-01-06

290 上海程辉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宝山区金勺路1688号
18幢二、三层

南京市六合区客喜味食
品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桂馨园31幢138室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桂花棒棒
糕（绿豆
味）

散装称重 2022-03-23

291 招远市钰晟食品有限
公司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上刘家
村

南京市六合区梅政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21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龙口粉丝 400克/袋 2021-10-02



292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招远金岭镇寨里
南京市六合区梅政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21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龙口粉丝 400g/袋 2021-08-02

293 南京大旺食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空港枢纽
经济区苍穹路1号

南京市六合区梅政百货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21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糖果制品

黄桃蜜桃
果肉果冻

178g/盒 2022-01-14

294 淮安旺旺食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新区旺旺
路21号 南京协政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欣乐路29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旺仔牛奶
(调制乳) 245mL/罐 2021-11-05

295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协政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欣乐路29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玉米淀粉
（分装）

300克/袋 2022-02-21

296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
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经济开发
区嫩江路12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飞思客
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杨新路129-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双汇王中
王优级火
腿肠

65g/根 2022-02-12

297 重庆市天润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运
大道99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草芳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18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QQ豆干

（五香
味）

计量称重 2022-03-03

298 上海祖香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佘山分区
勋业路198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草芳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草芳路185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樱花型麻
糬（白桃
味）

计量称重 2022-03-05

299 沈阳福润肉类加工有
限公司

沈阳市沈北新区宏业街11号 南京市六合区桂新园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新华西路32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鸡肉肠 100克/根 2022-03-17

300 阜阳雨润肉类加工有
限公司清真分厂

安徽省阜阳市阜胡路16号 南京市六合区桂新园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新华西路32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肉制品

牛肉风味
清真肠

118克/根 2022-03-06

301 安徽乐锦记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肥东经
济开发区龙城路6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葛关路二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298号1020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糯米锅巴 268g/袋 2022-03-10

302 浙江龙游李子园食品
有限公司

浙江省龙游工业园区同舟路
32号 江北新区众元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166号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李子园朱
古力风味
乳饮料

450ml/瓶 2022-01-10

303 湖北石牌食品有限公
司

荆门高新区荆南大道19号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葛关路二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葛关路298号1020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卤汁豆腐
干（甜卤
味）

计量称重 2022-03-15

304 农夫山泉（建德）新
安江饮料有限公司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朱家埠 江北新区众元便利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166号106室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东方树叶
茉莉花茶
原味饮料

500ml/瓶 2022-02-13

305 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
38号

江北新区臣之顺便利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屈臣氏饮
用水

650毫升/瓶 2021-07-16

306 南京多嘉食品有限公
司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湖熟
民族产业发展基地

南京市江北新区碧景超
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兴达路5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粮食加工品 糯米粉 500克/袋 2021-09-12

307 东洋饮料（常熟）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银丰路88号

江北新区臣之顺便利超
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黑乌龙茶
乌龙茶饮
料（无
糖）

350毫升/瓶 2022-02-17



308 农夫山泉（建德）新
安江饮料有限公司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朱家埠
南京市江北新区碧景超

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兴达路54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饮料

茶π果味茶

饮料玫瑰
荔枝红茶

500ml/瓶 2022-01-22

309 南京华飞口碱厂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曹村

路工业园

江苏苏果金丝利卷烟零
售有限公司好的健民路

特许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淀粉及淀粉
制品

食用玉米
淀粉（生
粉）

270g/袋 2022-01-23

310 四川康祖食品有限公
司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十八
湾村16组39号

江北新区伊云百货副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38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蛋制品

翻砂铁蛋
台湾风味
鹌鹑蛋

计量称重 2021-12-19

311 马鞍山金品味食品有
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
城北社区店门口街道111号 江北新区佰联嘉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7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香酥锅巴 散装称重 2022-02-19

312 黄山市万安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城横江
路（东山开发区）

南京市六合区蓝露食品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扬子二村摊点群杨村路38-1

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万安茶干
（五香
味）

散装称重 2022-03-20

313 上海旺泰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海衡路
88号 江北新区佰联嘉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7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糕点

雪花酥
（原味）

散装称重 2022-03-01

314 重庆鸿煊食品有限公
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桥高农
村2社 江北新区佰联嘉超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晓山路7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手撕素牛
排（火锅
味）

计量称重 2022-02-22

315 重庆市佳佳乐食品有
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大安工业园区
南京市六合区蓝露食品

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
道扬子二村摊点群杨村路38-1

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五香味豆

干
计量称重 2022-03-16

316 东莞市家会香食品有
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鲤鱼山
工业路一街16号2号楼

江北新区伊云百货副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38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糖果制品

蒟蒻果汁
果冻（葡
萄味）

120克/袋 2022-03-10

317 / /
江苏苏果金丝利卷烟零
售有限公司好的健民路

特许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
街道健民路410号 江北新区 流通 乳制品

德悠纯牛
奶脱脂牛

奶

200毫升/盒 2021-07-23

318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
镇

南京市江北新区辉佳百
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关路819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玉米油 900毫升/瓶 2021-11-21

319 和县兴和油脂有限公
司

和县西埠镇盛家口
南京市六合区杜美清食

品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
街道润玉农贸市场干货4-6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纯芝麻香
油

320ml/瓶 2022-02-06

320 / / 南京市六合区玉莲茶叶
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
街道白玉社区玉龙路11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茶叶及相关
制品

云雾绿茶 称重销售 2021-10-15

321 南京忠来果品食杂有
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滨江技术开发区
地秀路75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合悦福
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和旭路42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水果制品 葡萄干 128克/袋 2022-01-11



322 江苏汇福油脂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
镇疏港北路18号

江北新区加梁粮油经营
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新城市场C区门面房2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大豆油 5L/桶 2022-03-24

323 山东腾盛食品有限公
司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国际物流
产业园B区31-33号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大厂
美利连锁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
街道葛关路81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豆制品

腐竹（分
装）

400克/袋 2022-02-10

324 无锡华顺民生食品有
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晓陆
路68号

南京市六合区欧购生活
百货超市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
街道润玉农贸市场二楼

江北新区 流通 速冻食品

酒酿小圆
子（速冻
面米食
品）

250克（小圆

子215克酒酿

35克）/袋
2022-02-06

325 马鞍山市珍油珍味调
味品有限公司

安徽省含山县环峰镇油脂工
业园区

南京市浦口区潘绍猛粮
油经营部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吉庆浦滨路8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
调和油

450ml/瓶 2022-02-12

326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恒顺
大道66号

南京市浦口区王长友烟
酒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吉庆浦滨路8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调味品 恒顺香醋 340mL/袋 2021-06-15

327 扬州市广陵区双凤食
用油厂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
霍桥富民西路

南京市浦口区王长友烟
酒百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吉庆浦滨路8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芝麻香食
用芝麻调
和油

400ml/瓶 2022-01-02

328 新沂鲁花高端食用油
有限公司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大桥西
路118号

南京市浦口区陈龙喜干
货店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
街道浦滨路88号（仓库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
顶山街道浦滨路88号）

江北新区 流通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压榨葵花
仁油

1.6升/瓶 202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