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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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日期/批号的样品所检项目） 

序号 标识生产企业名称 标识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

单位省 
样品名称 样品规格 

生产（购进）

日期 

食品

大类 
备注 

1 
广西南宁黄家园食品有限公

司 

南宁市良庆区月湖二街 2 号

（精通大院）B6 区 

广西南宁黄家园食品有限

公司 
广西 白莲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1 糕点  

2 
南宁市松明珍品食品有限公

司 

南宁市良庆区那马镇南北二

级公路西侧南宁那马客运站

临街铺面 2 栋 21 号 

南宁市松明珍品食品有限

公司 
广西 板栗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3 
南宁市松明珍品食品有限公

司 

南宁市良庆区那马镇南北二

级公路西侧南宁那马客运站

临街铺面 2 栋 21 号 

南宁市松明珍品食品有限

公司 
广西 叉烧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4 
广西宾阳县糖业烟酒公司糖

果糕点厂 
宾阳县宾州镇中和街 380 号 

广西宾阳县糖业烟酒公司

糖果糕点厂 
广西 

纯正白莲蓉月

饼 

500 克 /盒

（ 125 克

x4 只） 

2022-08-22 糕点  

5 
广西宾阳县糖业烟酒公司糖

果糕点厂 
宾阳县宾州镇中和街 380 号 

广西宾阳县糖业烟酒公司

糖果糕点厂 
广西 叉烧月饼 

500 克 /盒

（ 125 克

x4 只） 

2022-08-21 糕点  

6 宾阳县鑫发糕点厂 
宾阳县宾州镇新城区南海路

三类 262 号 
宾阳县鑫发糕点厂 广西 白莲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7 南宁市钱记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良庆区金城路 78 号 南宁市钱记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 金装白莲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8 南宁市钱记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良庆区金城路 78 号 南宁市钱记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 伍仁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9 宾阳县荣华烘焙食品坊 

宾阳县宾州镇仁爱社区仁爱

北路 140 号新宾供销社大楼

第四层 

宾阳县荣华烘焙食品坊 广西 板栗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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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宾阳县荣华烘焙食品坊 

宾阳县宾州镇仁爱社区仁爱

北路 140 号新宾供销社大楼

第四层 

宾阳县荣华烘焙食品坊 广西 特制叉烧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11 宾阳县美味村食品厂 
宾阳县宾州镇广场南路南二

支路北排 8 号 
宾阳县美味村食品厂 广西 香辣牛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12 宾阳县黎塘镇永安饼业 
广西南宁市黎塘镇永安东路

3-5 号 
宾阳县黎塘镇永安饼业 广西 莲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0 糕点  

13 横县峦城金华饼家 横县峦城镇永馨街 162 号 横县峦城金华饼家 广西 冬蓉月饼 125g/个 2022-08-25 糕点  

14 横县峦城金华饼家 横县峦城镇永馨街 162 号 横县峦城金华饼家 广西 栗蓉月饼 125g/个 2022-08-25 糕点  

15 横县峦城珊珊食品厂 横县峦城镇永馨街 58 号 横县峦城珊珊食品厂 广西 什锦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5 糕点  

16 横县峦城珊珊食品厂 横县峦城镇永馨街 58 号 横县峦城珊珊食品厂 广西 白莲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5 糕点  

17 横县峦城郑记饼厂 横县峦城镇新城街 165 号 横县峦城郑记饼厂 广西 冬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18 横县峦城郑记饼厂 横县峦城镇新城街 165 号 横县峦城郑记饼厂 广西 豆沙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19 
广西横州市峦城供销合作社

饼厂 
横县峦城镇护龙街 39 号 

广西横州市峦城供销合作

社饼厂 
广西 豆沙月饼 125g/个 2022-08-24 糕点  

20 
广西横州市峦城供销合作社

饼厂 
横州市峦城镇护龙街 39 号 

广西横州市峦城供销合作

社饼厂 
广西 香芋月饼 125g/个 2022-08-23 糕点  

21 横县峦城远洋食品厂 
广西南宁市横县峦城镇护龙

街 219 号 
横县峦城远洋食品厂 广西 叉烧月饼 125g/个 2022-08-24 糕点  

22 横县峦城远洋食品厂 
广西南宁市横县峦城镇护龙

街 219 号 
横县峦城远洋食品厂 广西 豆蓉月饼 125g/个 2022-08-23 糕点  

23 上林县明亮镇新兴饼屋 上林县明亮镇新兴街 18 号 上林县明亮镇新兴饼屋 广西 莲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5 糕点  

24 上林县明亮镇新兴饼屋 上林县明亮镇新兴街 18 号 上林县明亮镇新兴饼屋 广西 叉烧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25 上林县明英食品加工厂 上林县明亮镇华亭街 111 号 上林县明英食品加工厂 广西 板栗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26 上林县明英食品加工厂 上林县明亮镇华亭街 111 号 上林县明英食品加工厂 广西 伍仁叉烧月饼 125 克/个 2022-08-17 糕点  

27 上林县明亮镇红芬饼屋 上林县明亮镇华亭街 214 号 上林县明亮镇红芬饼屋 广西 板栗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28 横县六景肥佬益民饼厂 横县六景镇建新街 41 号 横县六景肥佬益民饼厂 广西 什锦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5 糕点  

29 横县六景肥佬益民饼厂 横县六景镇建新街 41 号 横县六景肥佬益民饼厂 广西 板栗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3 糕点  



 

序号 标识生产企业名称 标识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

单位省 
样品名称 样品规格 

生产（购进）

日期 

食品

大类 
备注 

30 广西横县良圻供销合作社 广西横县六景镇良东街 01 号 广西横县良圻供销合作社 广西 什锦月饼 120 克/个 2022-08-26 糕点  

31 马山县白山镇盛富食品厂 
马山县白山镇中学社区中学

街第六排第 15 间 
马山县白山镇盛富食品厂 广西 什锦月饼 110 克/个 2022-08-25 糕点  

32 马山县天海食品厂 
马山县白山镇金伦大道西四

巷 68 号 
马山县天海食品厂 广西 黑山羊月饼 125 克/个 2022-08-15 糕点  

33 马山县天海食品厂 
马山县白山镇金伦大道西四

巷 68 号 
马山县天海食品厂 广西 

纯正白莲蓉月

饼 
125 克/个 2022-08-25 糕点  

34 上林县明亮镇红芬饼屋 上林县明亮镇华亭街 214 号 上林县明亮镇红芬饼屋 广西 黑芝麻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35 上林县趣香饼家 上林县大丰镇霞客路 108 号 上林县趣香饼家 广西 蛋黄莲蓉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4 糕点  

36 上林县趣香饼家 上林县大丰镇霞客路 108 号 上林县趣香饼家 广西 伍仁叉烧月饼 125 克/个 2022-08-22 糕点  

37 马山县白山镇庆升饼厂 
广西马山县白山镇中学路

386-7 号 
马山县白山镇庆升饼厂 广西 伍仁叉烧月饼 110 克/个 2022-08-21 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