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计抽检145批次样品，含饮料44批次、调味品22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16批次、酒类15批次、糕点13批次、水果制品8批次、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7批次、
蔬菜制品7批次、肉制品6批次、乳制品3批次、食盐3批次、豆制品1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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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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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C20441600597630027 蔬菜制品 香辣盐菜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106克/袋
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

司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经济

开发区
2020.02.27

2 DC20441600597680114 肉制品
润口香甜王（玉米风味

香肠）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270g/包 清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107

国道清新路段602号
2020.04.04

3 DC20441600597680115 肉制品 双汇王中王优级火腿肠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270g/包
双汇集团·清远双汇食品

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107

国道清新路段602号
2020.04.04

4 DC20441600597680116 乳制品 花生牛奶复合蛋白饮品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250ml/瓶
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银鹭高

科技园区
2019.12.29

5 DC20441600597680117 乳制品
强化葡萄糖酸锌乳酸菌

饮料（非活菌型）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100ml/瓶

东莞石龙津威饮料食品有

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中山西路

198号
2020.03.25

6 DC20441600597680118 饮料 柠檬茶（柠檬茶饮料）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250ml/瓶
深圳维他（光明）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
街道东周社区光明大道

513号一层

2020.03.25

7 DC20441600597680119 糕点 手工蛋糕（原味）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120g/个
龙海市香佳利食品有限公

司

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食品

集中区
2020.03.06

8 DC20441600597680120 糕点
暖心（鲜切黄油味华夫

饼）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28g/个 漳州市萌友食品有限公司 龙海市白水镇碧园路80号 2020.02.26

9 DC20441600597680121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调和油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900ml/瓶 东莞市中兴油脂有限公司

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工业

区东街3号
2020.03.05

10 DC20441600597680122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纯香花生油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900ml/瓶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开

发区厨邦1号
2019.10.25

11 DC20441600597680123 饮料 饮用纯净水 河源市高新区佳佳旺商店 广东 350ml/瓶
汕头市宝花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金新
路（金新公路）东侧工业

区1-2层

2019.11.15

12 DC20441600597630003 糕点 板栗糍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220g/盒 南昌市闽昌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昌东镇长胜村长
胜工业园

2020.01.10

13 DC20441600597630004 糕点 桂花糍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220克/盒 南昌市闽昌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昌东镇长胜村长

胜工业园

2020.01.10

14 DC20441600597630005 糕点 板栗酥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198g/盒 桂林甘阳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市灵川县定江镇粟家

村小合头
2020.03.10

15 DC20441600597630006 糕点 油机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120g/袋 紫金威盛特产 紫金县城广场路96号 2020.04.12

16 DC20441600597630007 糕点 笑枣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120g/袋 紫金威盛特产 紫金县城广场路96号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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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C20441600597630008 水果制品 嘉应子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360g/袋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一栋 2020.01.10

18 DC20441600597630009 水果制品 半边梅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350g/罐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1栋 2020.01.02

19 DC20441600597630010 水果制品 美味金桔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400g/罐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1栋 2020.01.10

20 DC20441600597630011 水果制品 奇味陈皮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260g/罐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1栋 2020.01.02

21 DC20441600597630012 水果制品 咸话梅
紫金县城金字客家第一酱特

产店
广东 180克/罐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1栋 2020.01.10

22 DC20441600597630013 糕点 椰子酥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198克/盒 桂林甘阳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市灵川县定江镇粟家

村小合头
2020.01.16

23 DC20441600597630014
茶叶及相关

制品
黄花牌绿茶（HT-90）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250g/袋

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紫金县黄花路29号 2020.01.05

24 DC20441600597630015 糕点 糯米糍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500g/盒 漳州市高麦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石亭镇威玛大楼内

新厂房
2020.04.08

25 DC20441600597630016 糕点 原味糯米糍（花生馅）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250g/盒 漳州市高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

镇威玛大楼新厂房一楼
2020.03.24

26 DC20441600597630017 糕点 椰丝糯米糍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250g/盒 漳州市高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

镇威玛大楼内新厂房一楼
2020.04.07

27 DC20441600597630018 饮料 优酸乳乳饮料（原味）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250ml/瓶

广东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区

伊利工业园
2020.01.22

28 DC20441600597630019 饮料 菊花茶植物饮料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250ml/瓶 深圳市深晖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

竹头宝丹路6号
2020.01.17

29 DC20441600597630020 水果制品 水晶陈皮条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128g/罐

普宁市里湖秋香园凉果厂

（分装）

普宁市里湖镇进水口工业

区
2020.03.18

30 DC20441600597630021 水果制品 本草山楂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290g/罐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1栋 2020.01.10

31 DC20441600597630022 水果制品 乌梅
紫金县城紫金南门特产部经

销店
广东 350g/罐

紫金华丰国际食品企业有

限公司
紫金县西城工业区1栋 2020.01.10

32 DC20441600597630023 饮料
果粒酸奶饮品（芒果

味）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245g/瓶

成都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临邛

镇南江路1号
2020.03.14

33 DC20441600597630024 饮料
真果粒牛奶饮品（草莓

果粒）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250g/瓶

蒙牛乳制品清远有限责任

公司

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设路17号
20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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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DC20441600597630025 饮料 燕麦牛奶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200ml/瓶 济源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玉泉特色产

业园
2020.01.12

35 DC20441600597630026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特香花生油（压榨一

级）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900ml/瓶

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右

炮台路15号
2020.03.04

36 DC20441600597630028 糕点 菠小萝
TM
面包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240克/袋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将军大街东一号
2020.03.30

37 DC20441600597630029 糕点 香橙味软面包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360克/袋 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将军大街东一号
2020.04.03

38 DC20441600597630030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100％纯花生油（特

香）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900ml/瓶 阳西美味鲜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厨邦

西路1号
2019.11.20

39 DC20441600597630031 蔬菜制品 下饭菜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103克/袋 四川省邓仕食品有限公司 眉山经济开发区东区 2019.09.18

40 DC20441600597630032 酒类
百年糊涂酒（浓香型白

酒）
紫金县中坝镇益佳百货商场 广东 450ml/瓶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湖涂

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2018.08.09

41 DC20441600597630033 饮料 核桃乳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40毫升/瓶
江西鹰潭养元智汇饮品有

限公司

江西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龙岗产业园五经路旁
2019.12.25

42 DC20441600597630034 乳制品
强化葡萄糖酸锌乳酸菌

饮料（非活菌型）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950ml/瓶

东莞石龙津威饮料食品有

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中山西路

198号
2019.10.17

43 DC20441600597630035 饮料 康师傅劲凉冰红茶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50ml/瓶 广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沧联一路2号
2020.02.20

44 DC20441600597630036 饮料 苹果醋饮料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330ml/瓶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

司江门二分厂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

镇金桐三路121号
2019.11.28

45 DC20441600597630037 饮料 红枣枸杞牛奶饮品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50ml/瓶 深圳市晨光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华

夏路48号
2019.10.03

46 DC20441600597630038 饮料 原味豆奶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50毫升/瓶 维他奶（佛山）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

镇小塘金达路12号
2020.03.05

47 DC20441600597630039 饮料 红枣枸杞乳味饮品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50ml/瓶 广东康正食品有限公司
东源县骆湖镇杨坑村205

国道工业园内
2020.01.02

48 DC20441600597630040 饮料
燕麦花生露（植物蛋白

饮料）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50ml/瓶 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福建省惠安县紫山林

口
2019.12.12

49 DC20441600597630041 饮料
真果粒牛奶饮品（蓝莓

果粒）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50g/瓶

蒙牛乳制品清远有限责任

公司

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设三路17号
2020.03.07

50 DC20441600597630042 饮料
营养果汁酸奶饮品（草

莓味）
紫金县紫城镇群兴平价商店 广东 200ml/瓶

龙游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游

工业园区亲善路3号
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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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C20441600597630064 调味品 厨邦一品鲜特级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500ml/瓶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开

发区厨邦路1号
2019.12.05

52 DC20441600597630065 调味品 减盐味极鲜酱油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500ml/瓶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

区站前路
2019.06.25

53 DC20441600597630066 调味品 海天酱油（老抽王）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500ml/瓶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沧江

工业园东园
2019.10.06

54 DC20441600597630067 调味品 纯粮米醋（酿造食醋）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250ml/瓶

深圳市百家味食品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

西社区龙岭南路19号
2020.01.03

55 DC20441600597630068 调味品 山西白醋（酿造食醋）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420ml/瓶 山西阁老醋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襄垣县阁老凹村 2020.03.05

56 DC20441600597630069 调味品 糯米白醋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500ml/瓶

深圳市百家味食品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

西社区龙岭南路19号
2019.12.31

57 DC20441600597630070 调味品 9°米醋（酿造食醋）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500ml/瓶

山西清徐金华醋业有限公

司

山西清徐县西堡村西堡路

1号
2020.03.05

58 DC20441600597630071 饮料 原味乳酸菌饮品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100ml/瓶 江西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经济

开发区文城东路277号
2019.11.17

59 DC20441600597630072 饮料 乳酸菌饮品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100ml/瓶

广州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

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

经济区新业路60号
2020.01.04

60 DC20441600597630073 饮料 乳酸菌饮品（原味）
紫金县柏埔镇家家乐购物广

场
广东 200ml/瓶

湖南小洋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制造
宁乡经济开发区车站路 2020.04.09

61 DC20441600597680134 饮料 花生牛奶复合蛋白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450毫升/瓶
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银鹭高

科技园区
2020.02.16

62 DC20441600597680135 饮料
统一阿萨姆（原味奶

茶）奶茶饮料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500毫升/瓶 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康南

路788号
2020.03.08

63 DC20441600597680136 饮料
奈元老酸奶发酵风味乳

酸菌饮料（杀菌型）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310g/瓶

中山市百富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48

号
2020.03.06

64 DC20441600597680137 饮料
亚洲豆奶饮料（植物蛋

白饮料）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330ml/瓶

佛山市南海吉元饮料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赤山

工业区二区路一号
2019.10.28

65 DC20441600597680138 酒类
北京二锅头酒（清香风

味）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行 广东 500ml/瓶 保定紫金山酒业有限公司 安肃镇义合庄 2018.09.03

66 DC20441600597680139 酒类 天龙泉酒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行 广东 500ml/瓶 广西天龙泉酒业有限公司 罗城县城东工业园 2019.05.21

67 DC20441600597680140 酒类 白酒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450ml/瓶
黑龙江省老村长酒业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西直路75号
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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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DC20441600597680141 饮料
康师傅茉莉蜜茶（调味

茶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500ml/瓶 广州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宏远路16号
2020.03.14

69 DC20441600597680142 饮料
由柑柠檬茶（果味茶饮

料）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555ml/瓶

广州市东鹏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

广州市增城石滩镇三江荔

三路750号
2020.03.09

70 DC20441600597680143 饮料 青柠红茶 河源市源城区年嘉百货商店 广东 480毫升/瓶 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康南

路788号
2019.09.28

71 DC20441600597680124 调味品 味极鲜（特级）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380毫升/瓶
开平味事达调味品有限公

司

开平市三埠区新昌立新南

路8号
2020.01.06

72 DC20441600597680125 饮料 高钙核桃蛋白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250ml/瓶
开平市李氏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东省开平市沙冈开平工

业园环山路38号
2020.01.09

73 DC20441600597680126 饮料
高钙核桃花生牛奶蛋白

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250ml/瓶

开平市李氏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东省开平市沙冈开平工

业园环山路38号
2020.01.07

74 DC20441600597680127 饮料 大红枣枸杞奶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250ml/瓶 中山市百怡饮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工业园

（兴达大道）
2020.01.02

75 DC20441600597680128 调味品 海天酱油（老抽豉油）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500ml/瓶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沧江

工业园东园
2020.01.20

76 DC20441600597680129 调味品 白醋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420ml/瓶
东莞市天味调味品有限公

司

东莞市茶山镇粟边村（非

工业园范围）
2019.11.04

77 DC20441600597680130 调味品 蒜蓉辣椒酱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230克/瓶
中山市中邦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阜沙镇阜港

路
2020.03.14

78 DC20441600597680131 饮料 儿童成长奶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125ml/瓶 中山市百怡饮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工业园

（兴达大道）
2020.01.02

79 DC20441600597680132 饮料 乳酸菌饮品（原味）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100ml/瓶 中山市百怡饮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工业园

（兴达大道）
2019.12.10

80 DC20441600597680133 蔬菜制品 涪陵榨菜（清爽） 河源市源城区新隆百货商行 广东 80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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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4

81 DC20441600597610226
茶叶及相关

制品
仙湖茶 河源市源城区闽都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20.04.07

82 DC20441600597610227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康禾茶 河源市源城区闽都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2020.04.07

83 DC20441600597610228
茶叶及相关

制品
正山小种 河源市源城区闽都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2020.04.07

84 DC20441600597610229
茶叶及相关

制品
云雾茶 河源市源城区闽都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20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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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C20441600597610230
茶叶及相关

制品
普洱茶 河源市源城区汐阳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2019.06.02

86 DC20441600597610231
茶叶及相关

制品
上莞茶 河源市源城区汐阳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20.04.11

87 DC20441600597610232
茶叶及相关

制品
炒茶 河源市源城区汐阳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20.04.15

88 DC20441600597610233
茶叶及相关

制品
杭州绿茶 河源市源城区汐阳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19.07.15

89 DC20441600597610234
茶叶及相关

制品
红茶 河源市源城区汐阳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19.09.11

90 DC20441600597610235
茶叶及相关

制品
绿茶 河源市源城区汐阳商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20.04.10

91 DC20441600597610236 饮料 椰林美原味椰子汁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245毫升/瓶

海南鹰航航空饮品有限公

司

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富民

大道48号
2019.08.20

92 DC20441600597610237 蔬菜制品 阿姚皇儿童榨菜丝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118克/包

余姚市阿姚皇食品有限公
司

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村 2020.01.07

93 DC20441600597610238 酒类 红米酒（米香型）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500ml/瓶 广东顺德酒厂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大良沙头 2018.12.31

94 DC20441600597610239 酒类 九江双蒸酒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305ml/瓶

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
出品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
镇沙口

2019.12.19

95 DC20441600597610240 饮料 饮用天然矿泉水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348ml/瓶

深圳市景田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罗浮百岁山分公司

博罗县横河镇郭前村百岁

山
2020.01.13

96 DC20441600597610241 饮料 花生牛奶复合蛋白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450毫升/瓶

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银鹭高
科技园内

20190718

97 DC20441600597610242 肉制品 鸡肉火腿肠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225g/包

双汇集团·南宁双汇食品

有限公司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

区宁武路06号
2020.03.21

98 DC20441600597610243 肉制品 加钙双汇王特级火腿肠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270g.规格
30g×9支/袋

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1号 20200325

99 DC20441600597610244 调味品 白米醋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325毫升/瓶

广州市南沙区广德味调味
食品厂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马克
村南街2号

2020.02.10

100 DC20441600597610245 调味品 醋精
河源市源城区广场路人人好

百货店
广东 325毫升

广州市南沙区广德味调味

食品厂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马克

村南街2号
2020.01.06

101 DC20441600597610246
茶叶及相关

制品
高山绿茶 河源市源城区新万泰茶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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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DC20441600597610247
茶叶及相关

制品
绿茶 河源市源城区新万泰茶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19.4.15

103 DC20441600597610248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小种红茶 河源市源城区新万泰茶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19.05.20

104 DC20441600597610249
茶叶及相关

制品
英德红茶（金萱） 河源市源城区新万泰茶行 广东 250克/包 英德市高洋茶叶有限公司

英德市英红镇英红居委会

红卫路
2019.05.07

105 DC20441600597610250
茶叶及相关

制品
单枞茶 河源市源城区新万泰茶行 广东 散装称重 / /

购进日期：

2019.5.20

106 DC20441600597610251 肉制品
润口香甜王（玉米风味

香肠）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270g/袋 南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桑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阳光大道1号
2020.03.17

107 DC20441600597610252 肉制品 金锣香甜王香肠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240g/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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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15

108 DC20441600597610253 蔬菜制品 涪陵榨菜（清爽）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80g/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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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08

109 DC20441600597610254 饮料
强化葡萄糖酸锌乳酸菌

饮料（非活菌型）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100ml/瓶

东莞石龙津威饮料食品有

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中心西路

198号
2020.04.05

110 DC20441600597610255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调和油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900毫升/瓶

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右

炮台路15号
2020.03.16

111 DC20441600597610256 饮料 饮用天然水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550ml/瓶

农夫山泉广东万绿湖有限

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

村地段沿江路南边
20191205

112 DC20441600597610257 饮料 红枣枸杞牛奶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250毫升/瓶 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区金园路17号 2020.03.10

113 DC20441600597610258 酒类
牛栏山陈酿白酒

（42%VOL）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500ml/瓶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牛栏山酒厂成都生产基

地

成都市浦江县大塘镇西街

158号
20191217

114 DC20441600597610259 酒类 天龙泉酒（28%vol）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500ml/瓶 广西天龙泉酒业有限公司 罗城县城东工业园 2019-05-17

115 DC20441600597610260 酒类
百年糊涂酒（浓香型白

酒）

河源市源城区邦邦食品百货

商店
广东 500ml/瓶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湖涂

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20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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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DC20441600597610261 酒类 北京革命小酒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500ml/瓶

北京欧美欧尚酒业有限公

司
河北省沧州市 2019.10.30

117 DC20441600597610262 酒类 白酒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500ml/瓶

黑龙江省老村长酒业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西直路75号
2019.09.01

118 DC20441600597610263 酒类 小酒坊（液态法白酒）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500ml/瓶

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龙泉镇 2019.12.11

119 DC20441600597610264 调味品 桂林辣椒酱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230克/瓶

中山市中邦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阜沙镇阜港

路
2020.02.29

120 DC20441600597610265 豆制品 莲丰麻油白腐乳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300克/瓶

广州市莲丰食品有限公司

制造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留新

路1号
2020.03.05

121 DC20441600597610266 蔬菜制品 涪陵榨菜（清爽）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80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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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9

122 DC20441600597610267 食盐 加碘低钠盐（食用盐）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250克/包

广东省盐业集团广州有限

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德
路188-214号大德大厦B座

八楼

2020.02.05

123 DC20441600597610268 食盐
加碘海水自然晶盐（日

晒盐）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250克/包

广东省盐业集团广州有限

公司·出品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德

路188-214号大德大厦B座
大楼八楼

2019.12.11

124 DC20441600597610269 饮料
强化葡萄糖酸锌乳酸菌

饮料（非活菌型）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100ml/瓶

东莞石龙津威饮料食品有

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中心西路

198号
2020.01.14

125 DC20441600597610270 饮料 王老吉凉茶植物饮料
河源市源城区源和发食品商

行
广东 500毫升/瓶 广州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宏远路16号
2020.01.14

126 DC20441600597610271 饮料
康师傅茉莉蜜茶（调味

茶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500ml/瓶 广州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宏远路16号
2019.11.11

127 DC20441600597610272 饮料 冰糖雪梨梨汁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500毫升/瓶 广州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宏远路16号
2019.08.05

128 DC20441600597610273 调味品 海天白醋（酿造食醋）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450ml/瓶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沧江

工业园东园
2020.02.17

129 DC20441600597610274 调味品 白米醋（酿造食醋）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450ml/瓶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沧江

工业园东园
2020.04.09

130 DC20441600597610275 饮料 爽歪歪营养酸奶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125g/瓶

韶关娃哈哈恒枫饮料有限

公司制造

曲江经济开发区A5区韶关

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内
2019.12.14

131 DC20441600597610276 酒类
玉冰烧酒（豉香型白

酒）（29%VOL）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610ml/瓶

广东石湾酒厂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太平

街106号
20190305

132 DC20441600597610277 饮料 珍好喝发酵型乳酸饮品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340ml/瓶 枣庄市长泽乳业有限公司 枣庄市市中区十里泉东路 20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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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DC20441600597610278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调和油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900毫升/瓶

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右

炮台路15号
2019.10.22

134 DC20441600597610279 调味品 香辣王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300克/瓶

中山市中邦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阜沙镇阜港

路
2020.01.05

135 DC20441600597610280 食盐 加碘自然食用盐
河源市源城区佳家乐日用品

商行
广东 250克/袋

山东省盐业集团东方海盐

有限公司

山东省滨州市北海新区马

山子镇向阳路52号
2019.11.10

136 DC20441600597610281 酒类
百年糊涂酒（浓香型白

酒）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450ml/瓶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湖涂

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2018.09.13

137 DC20441600597610282 酒类 丰藏（稻花香白酒）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500ml/瓶
湖北稻花香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龙泉镇 2018.02.03

138 DC20441600597610283 蔬菜制品 鲜脆菜心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60克/包
重庆市涪陵区洪丽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 2019.07.06

139 DC20441600597610284 调味品 香辣王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300克/瓶
中山市中邦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阜沙镇阜港

路
2019.11.21

140 DC20441600597610285 调味品
黄明记特辣酱（复合调

味酱）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210克/瓶 惠来县黄明记食品厂

惠来县葵潭镇玄武社区长

埔路边
2019.10.05

141 DC20441600597610286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
食用调和油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900毫升/瓶 东莞市中兴油脂有限公司

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工业

区东街3号
2020.03.05

142 DC20441600597610287 调味品 陈醋（酿造食醋）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420ml/瓶
江门市蓬江区太平调味食

品厂

江门市蓬江区井根工业区

井根一路18号
2020.01.02

143 DC20441600597610288 调味品
味极鲜（特级酿造酱

油）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380毫升/瓶

开平味事达调味品有限公

司

开平市三埠区新昌立新南

路8号
2020.01.19

144 DC20441600597610289 调味品
厨邦酱油（特级鲜生

抽）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410ml/瓶 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厨邦

大道1号
2020.03.08

145 DC20441600597610290 饮料 椰汁（植物蛋白饮料） 河源市源城区美盛百货商行 广东 245ml/瓶
椰树集团海南椰汁饮料有

限公司生产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41号 2019.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