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吉林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标称商标 受检单位名称 标称生产单位名称 抽查结果 不合格项目

1 8”芝士盘 20.8cm（8） -/- -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应县东进陶瓷有限公司 不合格 标签标识

2 乐卡2号匙 - 2019-9-5/- -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揭阳市鱼得水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不合格 标签标识

3 4.5英寸碗（手绘） 4.5英寸 2020-9-28/- -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怀仁市龙欣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不合格 标签标识

4 乐家椭圆烤盘8” 200mm -/- 瓷纳雅 白城市洮北区草根超市店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祥远陶瓷厂 不合格 标签标识

5 未标识（不锈钢餐匙） - -/- 合得利 白城市佳禾京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揭阳产业园磐东少跃五金制品厂 不合格 标签标识

6 8”饭盘 20.3cm -/- 唐福 白城市佳禾京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怀仁市亿家亲瓷业有限公司 不合格 标签标识

7 竹纤维纸杯 235ML/50只 2018-8-1/- -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临沂宏泰纸塑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8 花之语纸杯 50只/188ml 2019-11-24/-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汪清超

市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9
龙士达230ml/50只装纸

杯
200ml/50只装 2019-4-3/-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汪清超
市

浙江红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椒江分
公司

合格

10
龙士达230ml/50只装纸

杯
230ml/50只装 2019-4-5/-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汪清超
市

石家庄佳诚纸制容器有限公司 合格

11 云蕾纸杯 190ml/100只 2019-7-10/- -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2 云蕾纸杯 250ml 2019-7-2/-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3 云蕾本色纸杯 228ml/66只 2019-8-20/- -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4 云蕾纸杯 190ml 2019-8-8/- -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5 福日惠家20cm调料盆 - 2019-9-23/- -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揭阳市福日不锈钢有限公司 合格

16 未标识（不锈钢餐匙) - 2020-11-22/- - 长岭县家得乐王文娟日用品摊床 揭阳市三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 增厚型纸杯 245ml*100只 2020-11-8/- -
吉林市永鑫万客隆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船营区分公司
邵武市万家美家居用品制造有限公

司
合格

18 一次性纸杯 250ml*50只 2020-12-1/- -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三久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 云蕾纸杯 228ml 2020-12-20/-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20 竹纤维纸杯 248ml 2020-12-22/-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 顺祥釉中4.25英寸味碟 108mm 2020-12-7/- -
通化山城博利实业有限公司二道江

分公司
广东顺祥陶瓷有限公司 合格

22 清立保鲜膜 25厘米×50米 2020-3-28/- - 长岭县家得乐王文娟日用品摊床 陕西清立洁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23 米菲原浆纸杯-M40 225ml 2020-5-27/-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24 焕龙一次性纸杯 200ml  50只/包 2020-8-5/- -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台州市中蓝纸塑业有限公司 合格

25 一次性纸杯 250ml*40只 2020-9-8/- -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三久纸杯有限公司 合格



26 云蕾欢乐纸杯
100只 容量：

228ml
2021-10-1/- - 白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云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27 米朴惠享纸杯（100只）
约230ml*100只

（约70*70*85mm/
只)

2021-10-19/- -
大商股份延吉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临沂焕龙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8 25cm×60m抗菌PE保鲜膜 25cm×60m 2021-10-20/- - 白城市中智食品超市 浙江龙士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9 食品用PE保鲜膜 25cm×100型 2021-10-20/- - 白城市洮北区草根超市店 台州市路桥区三杉塑钢厂 合格

30
绘彩纸杯（食品接触用

纸容器）
228ml 50只装 2021-10-6/-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德惠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台州市云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31 本色圆盘（21cm） 8枚⌀210mm 2021-10-6/- -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钜

城店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2 啤酒瓶 500ml/瓶 2021-11-15/- - 长春冰峰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鸿业玻璃容器有限公司 合格

33 PE保鲜袋 40×30cm 120只 2021-11-2/- -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仪乌小商

品城
台州市云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34 不锈钢圆盘 Ф18cm 2021-11-20/- - 白城市佳禾京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卓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35
米朴尊享瓦楞小纸杯

（30只）

约300ml*30只
（约78*78*92mm/

只)
2021-11-20/- -

大商股份延吉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临沂焕龙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36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225ml 2021-11-21/-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37 原浆一次性纸杯M40 225ml 2021-11-6/- -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38 优易撕*保鲜膜L90 300mm×0.01mm 2021-1-19/- - 柳河县柳河镇于仕万客隆超市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9 禧天龙竹纤维加厚纸杯 250ml*80只 2021-12-1/- -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禧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40 一大卷保鲜袋XL330
40cm×30cm×0.0

08mm 数量：
330+10只

2021-12-1/- -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1 禧天龙竹纤维加厚纸杯 250ml/80只 2021-12-1/-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42 9盎司纸杯 50只装9盎司纸杯 2021-12-10/- - 白城市洮北区草根超市店 台州市椒江红达塑业有限公司 合格

43
封杯膜（食品用复合

膜）
160m*130mm*0.05

5mm
2021-12-15/- - 长春市青松塑料包装制品厂 长春市青松塑料包装制品厂 合格

44
228ml竹纤维本色纸杯60

只
228ml 2021-12-2/-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45 238mL喜庆纸杯 50只*238mL 2021-12-2/-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46 238mL喜庆纸杯 50只/238ml 2021-12-2/-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汪清超

市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47 原浆一次性纸杯S40 180ml 2021-12-22/-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48 中号淋膜纸杯 50只/225ml 2021-12-27/- -
长春欧亚集团珲春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49
228ml竹纤维本色纸杯60

只
228ml、LJ-2186 2021-12-30/- -

通化山城博利实业有限公司二道江
分公司

浙江龙士达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50 鲜旺鲜PE保鲜袋 100只 25×35cm 2021-12-5/- - 白城市佳禾京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三合日用品厂 合格

51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40只/袋 2021-12-5/- - 延吉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52 PE保鲜膜 25cm×30m 2021-1-5/- -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仪乌小商

品城
台州市云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53 中号淋膜纸杯 50只/装  225ml 2021-1-5/- -
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4 绘彩竹纤维纸杯 260ml 40只装 2021-3-15/- -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无锡市德耀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55 原浆一次性纸杯S40 40只/180ml 2021-3-5/- -
长春欧亚集团珲春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56 200mL航旅杯 80只装 200ml 2021-3-7/- -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绿色密码家居用品（浙江）有限公

司
合格

57 小号淋膜纸杯 180ml 2021-4-24/-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58 300mL加厚纸杯 42只*300mL 2021-4-6/-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59 福日欧式圆盘22CM - 2021-4-7/- - 白城市中智食品超市 揭阳市福日不锈钢有限公司 合格

60 大号淋膜纸杯 270ml 2021-4-9/-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61 风笛纸杯 250ml*50只 2021-5-14/- - 龙井市福万家食品超市 河北风笛纸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62 原浆一次性纸杯S40 180ml 2021-5-21/-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63 小号淋膜纸杯 50只/180ml 2021-6-19/- -
长春欧亚集团珲春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64 原浆一次性纸杯S40 180ml 2021-6-9/- -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65 食品级PE保鲜袋 25cm×35cm 2021-7-1/- - 长岭县家得乐王文娟日用品摊床 台州市优喜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66 安可馨保鲜袋
30cm×40cm×100

只
2021-7-3/- - 通化市二道江区伟业日杂商店 无锡安可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67 小号淋膜纸杯 180ml/50只 2021-8-17/-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68
中号保鲜袋250只装（卷

装）
30厘米*20厘米

*250只
2021-8-2/- - 吉林市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合格

69 背心式保鲜袋
300*380*0.007mm

(此规格含提
手)220只 承重

2021-8-20/- - 磐石市东宁街陈琳琳食品综合超市 台州市黄岩腾迪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70
朵美好增量装大号保鲜

袋
25cm×35cm×450

只
2021-9-1/- - 白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西平县博硕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71 一次性纸杯 100只装228ml 2021-9-1/- - 长岭县家得乐王文娟日用品摊床 台州市绿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72 中号淋膜纸杯 225ml/只 2021-9-15/-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二道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3 中号淋膜纸杯 225ml 2021-9-23/- -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74
合家欢纸杯20只赠10只

装
248ml 2021-9-27/- - 延吉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成都宝昌鑫琰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75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桶
5L 2022-10-10/- - 吉林元翔珑工贸有限公司 吉林元翔珑工贸有限公司 合格

76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碳酸饮料瓶

500ml 2022-10-10/-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公司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公司
合格

77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瓶
900ml 2022-10-13/- - 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合格



78 聚乙烯饮料瓶 200g 2022-10-17/- - 吉林娃哈哈莲花山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娃哈哈莲花山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79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瓶
550ml 2022-10-20/- - 吉林伊兴源饮品酒业有限公司 吉林伊兴源饮品酒业有限公司 合格

80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瓶
5L/个 2022-10-20/- - 长春华威塑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华威塑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81 瓶坯 500ml 2022-10-20/- - 靖宇县海源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靖宇县海源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82 瓶坯 330ml 2022-10-20/- - 吉林天力士矿泉饮品有限公司 吉林天力士矿泉饮品有限公司 合格

83 瓶坯 330ml 2022-10-20/- - 吉林长白山福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长白山福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84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瓶
1L 2022-10-23/- - 四平市金盾塑料有限公司 四平市金盾塑料有限公司 合格

85 PE瓶 445ml 2022-10-24/- - 四平宏宝莱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平宏宝莱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6 PET瓶坯 98g 2022-10-25/- - 四平市吉利圣峰包装有限公司 四平市吉利圣峰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87 瓶坯 430ml 2022-10-25/- - 吉林省林海雪原饮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林海雪原饮品有限公司 合格

88 瓶坯 600ml 2022-10-25/- -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 合格

89 PET瓶坯 110g 2022-10-25/- - 四平市泰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四平市泰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90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瓶
480ml/个 2022-10-3/- - 榆树市阳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榆树市阳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91 聚酯(PET)瓶坯 22.28g 2022-10-5/- - 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合格

92 啤酒瓶 500ml 2022-10-6/- - 华润雪花啤酒（吉林）有限公司 哈尔滨恒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93 包装用塑料复合袋
255mm*355mm*0.1

05mm 普通级
2022-10-8/- - 吉林市兴达彩印厂 吉林市兴达彩印厂 合格

94 原浆一次性纸杯S40 180ml/40只 2022-1-10/-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95 大贵纸杯（100只装） 235ml、100只/袋 2022-1-14/- -
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欧亚三环购物中心
临沂飞耀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96
米朴尊享瓦楞小纸杯

（20只）

约300ml*20只
（约78*78*92mm/

只)

2022-1-14/- -
大商股份延吉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临沂焕龙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97 喜庆纸杯50只装
235ml（50只

/袋）
2022-1-17/- - 公主岭市岭西家得乐超市 临沂市鹏豪纸杯有限公司 合格

98 小号淋膜纸杯 180ml 2022-1-18/- -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99 大号淋膜纸杯 40只/225ml 2022-1-19/- -
长春欧亚集团珲春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00 胶杯 100只装 190ml 2022-1-21/- -
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广州希艺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01 云蕾纸杯
228ml/只 50只/

袋
2022-2-10/- - 四平经济开发区双亿超市金水店 上海云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102 纸浆圆盘 φ155*12mm 2022-2-10/- -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3 PE保鲜膜 25cm*20m 2022-2-15/- - 四平市铁西区迎客超市 广东金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104 点断式小号食品保鲜袋
17cm×25cm×0.0
08mm（200只）

2022-2-18/- -
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5
焕龙竹纤维纸杯

（80只）

约220ml*80只
（约70*70*70mm/

只）

2022-2-23/- -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临沂焕龙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106 米朴惠享纸杯（50只）
约230ml*50只

（约70*70*85mm/
只)

2022-2-23/- -
大商股份延吉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临沂焕龙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107
斜纹航空杯（小号50只

装）
50只×200ml 2022-2-8/- -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卓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08 汤盆 16cm 2022-2-8/- -
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揭阳市庆展不锈钢有限公司 合格

109 摩登时代纸杯（50只） 248ml 2022-2-8/- - 吉林市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台州市鑫邦塑业有限公司 合格

110 一次性塑碗
20只 容量：

410ml
2022-3-18/- - 白城市中智食品超市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1 一次性塑杯 228ml 50只 2022-3-20/- -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仪乌小商

品城
临沂中庸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2 纸杯 50只/228ml 2022-3-20/- -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临沂市鲁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3 一次性纸碟（中号） 10枚⌀ 182mm 2022-3-22/- -
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欧亚三环购物中心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4 纸浆餐盘
直径209mm、10只

装
2022-3-22/- - 长春欧亚卫星路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利龙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5 世界之旅纸杯（50只）
220mL/只、50只/

袋
2022-3-25/- -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钜
城店

台州市鑫邦塑业有限公司 合格

116 世界之旅纸杯（50只） 50只220ml 2022-3-25/- -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卓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7 大号淋膜纸杯 270ml 2022-4-15/- -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18 福字纸杯 50只/248ml 2022-4-16/-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9 惠享纸杯218 218ml 2022-4-17/- -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20 点断式保鲜膜 30cm*60m 2022-4-25/- - 四平市铁西区草根儿超市新苑店 西平县博硕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121 方便餐碗360型
12套装 容量：

360ml
2022-4-6/- - 白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合格

122 200ml一次性塑杯50只装
LJ-2189,容量：

200ml
2022-4-8/- -

通化山城博利实业有限公司二道江
分公司

浙江龙士达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3 云清纸杯
248ml/只    50

只/袋
2022-4-8/- - 四平经济开发区双亿超市金水店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4 288ml竹维本色纸杯60只 228ml 2022-4-8/-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125 增厚商务纸杯
235毫升、50只/

袋
2022-4-9/- - 公主岭市岭西家得乐超市 临沂市兰山区小恋人纸制品厂 合格

126 食品保鲜膜 25cm*50m 2022-5-1/- - 四平市进前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一帆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7
188ml卡通纸杯50只特惠

装
188ml/只 50只/

袋
2022-5-10/- - 四平市铁西区双亿佳合超市 浙江龙士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8
188ml卡通纸杯50只特惠

装
188ml/只、LJ-

2173
2022-5-10/- - 长春欧亚卫星路超市有限公司 浙江龙士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9
188ml卡通纸杯50只特惠

装
188ml 2022-5-10/-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130 卡通纸杯 188ml 2022-5-21/-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1 大号淋膜纸杯 270ml/50只 2022-5-23/-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32 纸碟（大号） φ208mm 2022-5-26/-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3 捷康保鲜袋 25×35cm×100只 2022-5-5/- - 柳河县柳河镇恒信日杂五金商店 无锡捷康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4 安可馨点断式保鲜膜
30厘米×35厘米

×100张
2022-5-5/- - 通化市二道江区伟业日杂商店 无锡安可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35 云蕾纸杯
228ml/只，50只/

袋
2022-5-5/- -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榆
树市繁荣大街店

上海云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136 云蕾纸杯 228ml 2022-5-5/-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37 云蕾纸杯 50只 2022-5-5/- -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38 云蕾纸杯 228ml/50只 2022-5-5/-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39 空气炸锅纸盘 φ160*45mm30张 2022-5-6/- -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山东润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格

140 竹纤维纸杯 240ML/50只 2022-6-10/- - 柳河县柳河镇恒信日杂五金商店 临沂宏泰纸塑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41 纸杯50只装 235ml 2022-6-10/- -
延吉市建工街永鑫万客隆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
临沂市鹏豪纸杯有限公司 合格

142 纸碟（大号） φ208mm 2022-6-14/-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浙江金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3 明珠纸杯
185ml/只 50只/

袋
2022-6-15/- -

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洋便利
店

大石桥市龙达纸制品厂 合格

144 简语纸杯 228ml 2022-6-2/- - 延吉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安徽星光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45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225ml 2022-6-20/- -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46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225ml 2022-6-20/- - 梅河口市兴客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47 竹纤维纸杯 40只/248ml 2022-6-21/- - 图们市张蕾日用品摊床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48 创意纸杯 20只/248ml 2022-6-23/-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49 云清纸杯 50只/248ml 2022-6-24/-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50 云清纸杯 50只/248ml 2022-6-28/- -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51 淋膜纸杯 80g 2022-6-30/- -
四平市铁东宏利纸制品包装有限公

司
四平市铁东宏利纸制品包装有限公

司
合格

152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40只/225ml 2022-7-1/-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53 200ml一次性塑杯50只装
LJ-2189 

200ml*50只装
2022-7-11/-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德惠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浙江龙士达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54 原浆一次性纸杯S40 180ml 2022-7-12/- - 延吉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55 包装用塑料复合袋
230mm*160mm 半

高温蒸煮级
2022-7-15/- - 吉林省博旺农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博旺农业有限公司 合格



156 惠宜牌竹本色纸杯
250ml/只 50只/

袋
2022-7-16/- -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长春
前进广场分店

深圳市盈洁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东
莞分公司

合格

157 提子托（塑料托盘） 130mm*54mm*20mm 2022-7-25/- - 吉林市大成广盛塑业有限公司 吉林市大成广盛塑业有限公司 合格

158 花之语纸杯 50只/188ml 2022-7-31/-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59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225ml 2022-7-5/- - 吉林市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60
中号无蜡淋膜纸杯（促

销装）
40只/225ml 2022-7-5/- -

长春欧亚集团珲春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
司

合格

161 纸浆圆盘 8枚⌀230mm 2022-8-15/- -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榆

树市繁荣大街店
台州市黄岩建浩塑料厂 合格

162 塑料编织袋 - 2022-8-30/- -
白城市鹤乡塑料编织包装彩印有限

公司
白城市鹤乡塑料编织包装彩印有限

公司
合格

163 空气炸锅纸盘 φ160*45mm*50只 2022-8-6/-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山东润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格

164
卡通人（食品接触用纸

容器）
67*55*47CM 2022-8-7/- - 吉林市丰满区万光纸制品厂 吉林市丰满区万光纸制品厂 合格

165 竹纤维纸杯 228ml/80只装 2022-9-1/- -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双阳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台州市三久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66 矿泉水瓶坯 - 2022-9-17/- - 松原市玉阳纯净水有限公司 松原市玉阳纯净水有限公司 合格

167 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970ml 2022-9-23/- - 吉林省钓鱼台酿酒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钓鱼台酿酒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168 PET100透明斜肩瓶 100ml 2022-9-24/- - 吉林市诚达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吉林市诚达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合格



169 纸纤维纸杯 228ml/80只装 2022-9-26/- -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
台州市三久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0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瓶坯
98g 2022-9-27/- - 梨树县泉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梨树县泉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1 矿泉水瓶 - 2022-9-4/- -
镇赉县莫莫格蒙泉天然矿泉饮品有

限责任公司
镇赉县莫莫格蒙泉天然矿泉饮品有

限责任公司
合格

172 创意生活纸杯 50只装 2020-11-23/- Callia 图们市张蕾日用品摊床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3 萌派纸杯 228ml/50只 2021-3-31/- Callia 图们市张蕾日用品摊床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4 品尝小纸杯 60ml/50只 2021-8-21/- Callia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汪清超

市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5 卡通纸杯 50只/188ml 2021-8-31/- Callia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汪清超

市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6 竹纤维纸杯 248ml/40只 2022-4-2/- Callia
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江源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7 云蕾优质纸吸管
φ

6mm×200mm×50
支

2022-1-24/-
Yunlei云
蕾（图
形）

柳河县柳河镇于仕万客隆超市 上海云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178 欧式汤碗 - 2021-7-4/- 承龙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潮州市承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79
304创宇韩式多用汤盆

24CM
24CM 食品接触用 2020-11-12/-

创宇（图
形）

通化市二道江区伟业日杂商店 广东新创宇厨具有限公司 合格

180 风笛纸杯
数量：50只装 容

量：180ml
2022-2-10/- 风笛 白城市佳禾京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风笛纸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181 枫康增厚型无毒保鲜袋
25cm*34cm*200个

（中号）
2021-6-4/-

楓康及图
形商标

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兴农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182 花瓣蝶
花号：新中式系

列-兰花
2021-10-1/- 冠祥 柳河县柳河镇恒信日杂五金商店 潮州市冠祥瓷业有限公司 合格

183 7 8圆盘（198mm）
花号：新中式系

列-兰花
（198mm）

2021-11-3/- 冠祥 柳河县柳河镇恒信日杂五金商店 潮州市冠祥瓷业有限公司 合格

184
金粉世家7”圆盘

（177ml）
- 2021-3-15/- 冠祥 长岭县易途乐购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广东冠祥瓷业有限公司 合格

185 国丰光柄2号圆匙 -/GF-8620# 2022-1-5/-
国丰（图
形商标）

白城市洮北区草根超市店 揭阳市国丰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186 国风聚宝16CM汤盆 - -/- 国风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国丰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187 国风铂金汤盆16CM GF-2816# 16cm 2019-11-4/-
国风（图

形）
通化山城博利实业有限公司二道江

分公司
揭阳市国丰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188 永恒三号圆勺 - 2022-6-18/- 佳派
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揭阳空港区佳派金属制品厂 合格

189 7英寸圆盘（纸浆餐具） 8枚 ø180mm 2021-3-5/-
建浩、字
母及图形

商标

德惠市昌客隆超市有限公司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90 8英寸圆盘 φ209mm 2021-8-18/-
建浩

+JIANHAO+
图形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和宁超市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91 保鲜袋
400×300mm×0.0

06mm
2021-5-5/- 开普特 长岭县易途乐购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伟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2 纸杯 228ml  100只 2022-1-3/- 开普特 长岭县易途乐购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伟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3 保鲜膜 250mm×100m 2022-3-2/- 开普特 柳河县柳河镇恒信日杂五金商店 台州市伟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4 食品保鲜袋
25*38cm*200只 
厚度：0.007mm

2022-7-6/-
可丽仆及
字母商标

吉林市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金华长弓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5 食品级PE保鲜膜
30cm*50m 厚度

0.008mm
2021-4-3/-

绿派及图
形商标

磐石市东宁街陈琳琳食品综合超市 台州市绿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6 竹纤维本色纸杯
230毫升、50只/

袋
2021-6-3/-

绿润阳光
+LVRUNYAN
GGUANG

龙井市福万家食品超市 临沂市兰山区好客星纸制品厂 合格

197 竹纤维纸杯
235毫升（9盎

司）
2020-7-17/- 茂林+图形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临沂市茂林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198 妙洁纸杯 270ml 2020-11-24/- 秒潔+图形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陕西瑞尔康纸制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199 妙洁纸杯 270ml 2020-12-18/- 秒潔+图形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无锡市方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200 妙洁纸杯 228ml/50只 2021-11-16/- 秒潔+图形 和龙市放心粮油副食品配送中心
辽河油田沈阳广源文成纸业有限公

司
合格

201 妙洁纸杯 228ml 2021-1-28/- 秒潔+图形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辽河油田沈阳广源文成纸业有限公

司
合格

202 妙洁纸杯 228ml/50只 2021-3-17/- 秒潔+图形 龙井市福万家食品超市
辽河油田沈阳广源文成纸业有限公

司
合格

203 妙洁纸杯 228ml 2021-3-20/- 秒潔+图形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辽河油田沈阳广源文成纸业有限公

司
合格

204 妙洁纸杯 270ml 2022-1-12/- 秒潔+图形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四川宏浩纸塑有限公司 合格

205 妙洁塑料杯 240ml 50只 2021-3-16/- 妙潔 长岭县易途乐购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合格

206 食品用妙洁PE保鲜膜 20厘米×50米 2021-9-1/- 妙潔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合格

207 妙洁厚实保鲜袋 40厘米×30厘米 2022-1-6/- 妙潔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合格



208 食品用妙洁PE保鲜膜
宽30cm×长50m×

厚0.010mm
2022-4-

30/CCM004
妙潔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合格

209 妙洁塑料杯 240ml 60只 2022-7-1/- 妙潔 白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合格

210 妙洁纸杯 228ml 2021-3-10/-
妙潔及图
形商标

吉林市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脱普日用化学品(中国)有限公司 合格

211 巧心点断式保鲜袋小号 30cm*20cm 2021-6-10/- 巧心 吉林市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满好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2 精品纸杯 180ml（50只装） 2021-5-3/- 清纯 柳河县柳河镇于仕万客隆超市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3 欢乐杯 245ml*50只装 2022-2-8/- 清纯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4 塑杯 200ml（50只） 2022-3-1/- 清纯 柳河县柳河镇于仕万客隆超市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5 原竹浆纸杯 228ml（50只装） 2022-3-8/- 清纯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6 欢乐杯 228ml（40只装） 2022-4-8/- 清纯 通化市二道江区伟业日杂商店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17 空气炸锅纸托
φ16cm*1.5cm*20

只
2022-5-9/- 清纯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山东盛和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218 空气炸锅纸托
φ16cm*4.5cm*30

只
2022-6-14/- 清纯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山东盛和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合格

219
欢乐杯（食品接触用纸

容器）
245ml*50只装 2022-7-2/- 清纯

吉林市永鑫万客隆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桦甸分公司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0 欢乐杯 245ml（20只装） 2020-10-3/- 清纯+图形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1 欢乐杯 245ml（20只装） 2020-10-3/- 清纯+图形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2 纸碗 φ155mm 2020-11-16/- 清纯+图形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3 大容量纸杯 320ml(50只装） 2020-3-3/- 清纯+图形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4 品尝杯 65ml（50只装） 2021-12-8/- 清纯+图形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5 精品纸杯 180ml（88只装） 2021-12-8/- 清纯+图形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6 纸碟 230mm*165mm 2021-3-12/- 清纯+图形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7 纸碗 φ160mm 2021-4-8/- 清纯+图形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8 纸浆模塑餐具 φ180mm 2022-6-12/- 清纯+图形
东辽县欧福德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浙江家得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29 欢乐杯 245ml*50只装 2022-7-2/- 清纯+图形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30 欢乐杯 245ml（20只装） 2022-8-3/- 清纯+图形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台州市正丰日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31 点断式PE保鲜膜
25cm×30cm 200

张
2022-4-6/- 清清美

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32 9盎司纸杯 50只装/230ml 2022-7-25/- 清我 公主岭市怡然日用品商行 台州市椒江红达塑业有限公司 合格

233 欢聚纸杯 40只 2021-12-2/- 图形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234 欢聚纸杯 80只 2022-1-3/- 图形 东丰县兴万家福超市 台州市黄岩元坤纸塑制杯厂 合格

235 一次性PE保鲜袋 20×30cm 150只 2022-5-2/- 图形商标
通化山城博利实业有限公司二道江

分公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36 优格304汤盆 - 2021-5-20/- 伟士格 长岭县家得乐王文娟日用品摊床
潮州市潮安区伟华五金电器有限公

司
合格

237 五和彩色 - -/- 五和 白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惠州五和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38 小恐龙双色四方碗
12.8×12.8×5.5

cm
2022-6-1/- 五和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惠州五和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39 大耳狗深碗
13.4×12.8×6.3

cm
2022-6-20/- 五和 松原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惠州五和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40 大耳朵狗小勺子
16.8×3.2×1.5c

m
2022-7-3/- 五和 白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惠州五和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41 竹纤维纸杯 228ml*60只 2020-8-5/-
五只小猪+

图形
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置业有限公

司铁北连锁超市
临沂市挺力纸塑生活用品厂 合格

242 一次性纸杯
240毫升、50只/

袋
2021-12-6/-

小恋人+图
形

+XIAOLIAN

龙井市福万家食品超市 临沂市兰山区小恋人纸制品厂 合格

243 小恋人健康特惠纸杯
180毫升、50只/

袋
2022-4-10/-

小恋人+图
形

+XIAOLIAN

和龙市放心粮油副食品配送中心 临沂市兰山区小恋人纸制品厂 合格

244 竹纤维纸杯 235ML/50只 2021-7-7/-
小羊人家+

图形
+XiaoYang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临沂宏泰纸塑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45 小洋人纸杯 240ml/50只 2020-12-1/- 小洋人 抚松县抚松镇万家福超市总店 临沂宏泰纸塑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46
食品包装用心相印保鲜

袋
20cm*30cm
(200只)

限用日期：
2023-6-

5/20230605A02

心相印及
字母图形

商标
四平市进前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247 保鲜袋
25cm×38cm×100

只
2020-10-9/- 新鲜生活 白城市洮北区草根超市店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48 保鲜袋
30cm×40cm×100

只
2021-6-15/-

新鲜生活
（图形）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49 PE保鲜膜 30cm×150m 2021-9-2/-
新鲜生活
（图形）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延百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0 纸杯 260ml*40只 2019-11-2/-
新鲜生活+

图形
延吉市建工街永鑫万客隆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1 纸杯 250ml*50只 2019-4-2/-
新鲜生活+

图形
延吉市建工街永鑫万客隆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2 纸杯 225ml*100只 2021-12-2/-
新鲜生活+

图形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3 纸杯 250ml*50只 2021-8-2/-
新鲜生活+

图形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安图百

货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4 纸杯 230ml*50只 2022-5-5/-
新鲜生活+

图形
靖宇县万家乐时代购物广场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5 纸杯 230ml*50只 2022-5-5/-
新鲜生活+

图形
和龙市旺发每日隆便利店 台州市路桥瑞康家庭用品厂 合格

256
新鲜生活 竹纤维本色纸

杯
260ml-20只 2022-9-2/-

新鲜生活+
图形

和龙市旺发每日隆便利店 台州市瑞康日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57 欧式四方碟 101mm 2022-3-7/-
雅诚德

（图形商
标）

长岭县家得乐王文娟日用品摊床 广东雅诚德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58 05A/14cm汤盆  14cm 2020-12-26/-
耀昌（图

形）
通化山城博利实业有限公司二道江

分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耀昌五金厂 合格

259 一次性本色纸杯 250ml*40只 2020-11-1/-
一帆+图形
+YIFAN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临沂桔叶纸塑有限公司 合格



260 一次性纸杯 228ml*80只 2021-3-2/-
一帆+图形
+YIFAN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临沂桔叶纸塑有限公司 合格

261
白色悦活纸杯（一次

性）
228ml*50只 2021-3-2/-

一帆+图形
+YIFAN

吉林省华和易家超市有限公司 临沂桔叶纸塑有限公司 合格

262 宜淳特惠超值装纸杯 50只装 2022-5-19/-
宜淳+图形
+YICHUN

延吉市建工街永鑫万客隆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

宁晋县泰润纸制品有限公司 合格

263 云蕾保鲜袋 30cm*20cm*180只 2021-11-15/-
云蕾及字
母商标

吉林市大润发超市有限公司 上海云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264 18cm菜盘 18CM 2018-9-4/-
运兴（图

形）
柳河县柳河镇于仕万客隆超市 揭阳市运兴不锈钢实业有限公司 合格

265 保鲜袋
300*400*0.007mm 

350只
2022-1-5/-

知足及字
母商标

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象鱼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266 一次性PE保鲜袋 20cm*30cm 2022-3-22/- 字母商标 吉林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