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统计台账汇总表（7月份）

填表单位： 海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表人：王有刚                       联系电话：0955-4011804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快检单位 快检人员 快检时间 被检测单位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1 HYJCS-07-001 碟子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餐具洁净度 16 合格

2 HYJCS-07-002 小碗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餐具洁净度 18 合格

3 HYJCS-07-003 烩菜盆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餐具洁净度 15 合格

4 HYJCS-07-004 胡麻油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食用油酸价 <3.0mg/g 合格

5 HYJCS-07-005 食盐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含碘量 20 mg/kg 合格

6 HYJCS-07-006 汤汁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罂粟壳 阴性 合格

7 HYJCS-07-007 鱼丸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双氧水 阴性 合格

8 HYJCS-07-008 生菜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5 老城区马氏燕子麻辣烫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9 HYJCS-07-009 碗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餐具洁净度 18 合格

10 HYJCS-07-010 汤勺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餐具洁净度 12 合格

11 HYJCS-07-011 熟鸡肉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肉制品色素 0mg/kg 合格

12 HYJCS-07-012 鸡肉汤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罂粟壳 阴性 合格

13 HYJCS-07-013 洋葱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 HYJCS-07-014 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 HYJCS-07-015 粉皮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8 老城区疆遇椒麻鸡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6 HYJCS-07-016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牛肉水分 <1.0mg/kg 合格

17 HYJCS-07-017 牛肉汤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罂粟壳 阴性 合格

18 HYJCS-07-018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瘦肉精 阴性 合格

19 HYJCS-07-019 粉条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20 HYJCS-07-020 白萝卜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21 HYJCS-07-021 辣椒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22 HYJCS-07-022 胡麻油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食用油酸价 <3.0mg/g 合格

23 HYJCS-07-023 木耳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24 HYJCS-07-024 食盐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含碘量 20 mg/kg 合格

25 HYJCS-07-025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牛肉水分 <1.0mg/kg 合格

26 HYJCS-07-026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瘦肉精 阴性 合格

27 HYJCS-07-027 牛肉汤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罂粟壳 阴性 合格

28 HYJCS-07-028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餐具洁净度 28 合格

29 HYJCS-07-029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餐具洁净度 26 合格

30 HYJCS-07-030 汤盆 海原县市管局检测室 庞敏  田兴秀 2022.7.14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餐具洁净度 15 合格

31 HYCG-07-001 畹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1 合格

32 HYCG-07-002 汤勺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1 合格

33 HYCG-07-003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3 合格

34 HYCG-07-004 菜盘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0 合格

35 HYCG-07-005 筷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2 合格

36 HYCG-07-006 碟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3 合格

37 HYCG-07-007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洁净度 11 合格

38 HYCG-07-008 茭瓜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39 HYCG-07-009 西红柿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40 HYCG-07-010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牛肉水份 0.7405 合格

41 HYCG-07-011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2 海原县宁原宾馆 莱克多巴胺 阴性 合格

42 HYCG-07-012 娃娃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43 HYCG-07-013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44 HYCG-07-014 菠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45 HYCG-07-015 黄瓜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46 HYCG-07-016 木耳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47 HYCG-07-017 粉丝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48 HYCG-07-018 粉条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49 HYCG-07-019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50 HYCG-07-020 辣椒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51 HYCG-07-021 茄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胖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52 HYCG-07-022 汤勺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11 合格

53 HYCG-07-023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13 合格

54 HYCG-07-024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11 合格

55 HYCG-07-025 菜盘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9 合格

56 HYCG-07-026 碟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8 合格

57 HYCG-07-027 小碗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11 合格

58 HYCG-07-028 筷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餐具洁净度 11 合格

59 HYCG-07-029 羊肉汤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罂粟壳 阴性 合格

60 HYCG-07-030 鸡肉汤 海原县市管局城关所 田彦兰 田彪 2022.7.13 海原县五环餐厅 罂粟壳 阴性 合格

61 HYCJ-07-001 香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4 海原县郑旗乡四季鲜瓜果蔬菜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2 HYCJ-07-002 桃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4 海原县郑旗乡四季鲜瓜果蔬菜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3 HYCJ-07-003 梨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4 海原县郑旗乡四季鲜瓜果蔬菜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4 HYCJ-07-004 香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4 海原县郑旗乡四季鲜瓜果蔬菜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65 HYCJ-07-005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王中王餐厅 牛肉水分 0.215 合格

66 HYCJ-07-006 切菜板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王中王餐厅 餐具洁净度 32 合格



67 HYCJ-07-007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王中王餐厅 餐具洁净度 10 合格

68 HYCJ-07-008 羊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王中王餐厅 羊肉水分 0.324 合格

69 HYCJ-07-009 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丽丽瓜果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0 HYCJ-07-010 花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丽丽瓜果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1 HYCJ-07-011 苹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丽丽瓜果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2 HYCJ-07-012 韭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7 海原县贾塘乡丽丽瓜果蔬菜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73 HYCJ-07-013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牛肉水分 0.321 合格

74 HYCJ-07-014 筷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洁净度 25 合格

75 HYCJ-07-015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洁净度 41 合格

76 HYCJ-07-016 羊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桃杏园山庄 羊肉水分 0.213 合格

77 HYCJ-07-017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洁净度 33 合格

78 HYCJ-07-018 切菜板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洁净度 25 合格

79 HYCJ-07-019 羊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羊肉水分 0.215 合格

80 HYCJ-07-020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牛肉水分 0.321 合格

81 HYCJ-07-021 筷子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3 海原县史店乡花儿农庄 洁净度 28 合格

82 HYCJ-07-022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9 海原县贾塘乡小田瓜果蔬菜米面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83 HYCJ-07-023 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9 海原县贾塘乡小田瓜果蔬菜米面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84 HYCJ-07-024 油桃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9 海原县贾塘乡小田瓜果蔬菜米面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85 HYCJ-07-025 毛桃 海原县市管局城郊所 李进荣 魏福平 2022.7.19 海原县贾塘乡小田瓜果蔬菜米面商行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86 HYXA-07-001 小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应才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87 HYXA-07-002  茄子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应才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88 HYXA-07-003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伊香阁饭馆 牛肉水分 76.78% 合格

89 HYXA-07-004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伊香阁饭馆 瘦肉精 阴性 合格



90 HYXA-07-005 熟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伊香阁饭馆 肉制品色素 0mg/kg 合格

91 HYXA-07-006 西红柿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马风珍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92 HYXA-07-007 黄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马风珍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93 HYXA-07-008 小油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马风珍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94 HYXA-07-009 小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4 海原县树台乡马风珍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95 HYXA-07-010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1 海原县树台乡玉琴餐馆 牛肉水分 76.75% 合格

96 HYXA-07-011 牛肉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1 海原县树台乡玉琴餐馆 瘦肉精 阴性 合格

97 HYXA-07-012 菜籽油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1 海原县树台乡建花瓜果蔬菜部 食用油酸价 <3.0mg/g 合格

98 HYXA-07-013 木耳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1 海原县树台乡建花瓜果蔬菜部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99 HYXA-07-014 粉条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1 海原县树台乡建花瓜果蔬菜部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00 HYXA-07-015 胡麻油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1 海原县树台乡建花瓜果蔬菜部 食用油酸价 <3.0mg/g 合格

101 HYXA-07-016 大勺子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御香苑餐厅 餐具洁净度 2 合格

102 HYXA-07-017 大盘子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御香苑餐厅 餐具洁净度 3 合格

103 HYXA-07-018 筷子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御香苑餐厅 餐具洁净度 0 合格

104 HYXA-07-019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御香苑餐厅 餐具洁净度 2 合格

105 HYXA-07-020 瓷盆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御香苑餐厅 餐具洁净度 1 合格

106 HYXA-07-021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德兰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107 HYXA-07-022 甘蓝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德兰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108 HYXA-07-023 西红柿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德兰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109 HYXA-07-024 茭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德兰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110 HYXA-07-025 黄瓜 海原县市管局西安所 吴天强 杨森 2022.7.18 海原县树台乡德兰瓜果蔬菜部 农药残留 白色药片变蓝 合格

111 HYHX-07-001 碗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6 海原县新区兰州一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1 合格

112 HYHX-07-002 案板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6 海原县新区兰州一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3 合格



113 HYHX-07-003 菜刀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6 海原县新区兰州一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9 合格

114 HYHX-07-004 萝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6 海原县新区兰州一碗牛肉拉面馆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15 HYHX-07-005 香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6 海原县新区兰州一碗牛肉拉面馆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16 HYHX-07-006 宽粉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8 海原县新区鲜辣香火锅店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17 HYHX-07-007 生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8 海原县新区鲜辣香火锅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18 HYHX-07-008 娃娃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8 海原县新区鲜辣香火锅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19 HYHX-07-009 碗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8 海原县新区鲜辣香火锅店 餐饮具洁净度 7 合格

120 HYHX-07-010 菜刀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8 海原县新区鲜辣香火锅店 餐饮具洁净度 12 合格

121 HYHX-07-011 案板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8 海原县新区鲜辣香火锅店 餐饮具洁净度 16 合格

122 HYHX-07-012 案板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0 合格

123 HYHX-07-013 菜刀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4 合格

124 HYHX-07-014 筷子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8 合格

125 HYHX-07-015 碟子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3 合格

126 HYHX-07-016 粉条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二氧化硫 <1.0mg/kg 合格

127 HYHX-07-017 油白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28 HYHX-07-018 萝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5 海原县大湾荣欣餐厅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29 HYHX-07-019 碗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9 合格

130 HYHX-07-020 案板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7 合格

131 HYHX-07-021 菜刀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4 合格

132 HYHX-07-022 甘蓝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3 HYHX-07-023 油麦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4 HYHX-07-024 辣椒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5 HYHX-07-025 芹菜 驻海兴开发区办公室 李忠全 马啸雁 2022.7.19 海原县三河镇田老三餐厅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6 HYLW-07-001 娃娃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7 HYLW-07-002 茼蒿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8 HYLW-07-003 辣子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39 HYLW-07-004 豆角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0 HYLW-07-005 甘蓝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1 HYLW-07-006 生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2 HYLW-07-007 葱头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3 HYLW-07-008 茄子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4 HYLW-07-009 油麦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5 HYLW-07-010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6 HYLW-07-011 香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7 HYLW-07-012 胡萝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8 HYLW-07-013 油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0 海原县李旺镇老黑蔬菜水果米面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49 HYLW-07-014 蒜苔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0 HYLW-07-015 茭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1 HYLW-07-016 西红柿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2 HYLW-07-017 豆角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3 HYLW-07-018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4 HYLW-07-019 黄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5 HYLW-07-020 白萝卜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付芳蔬菜门市部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56 HYLW-07-021 盆子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马新国餐厅 农药残留 12 合格

157 HYLW-07-022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马新国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0 合格

158 HYLW-07-023 碗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马新国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6 合格



159 HYLW-07-024 碟子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马新国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9 合格

160 HYLW-07-025 刀 海原县市管局李旺所 杨彦成 黄宗平 2022.7.21 海原县李旺镇马新国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4 合格

161 HYQY-07-001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5 海原县何师宏福楼食府 餐饮具洁净度 16 合格

162 HYQY-07-002 碗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5 海原县何师宏福楼食府 餐饮具洁净度 13 合格

163 HYQY-07-003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5 海原县何师宏福楼食府 餐饮具洁净度 20 合格

164 HYQY-07-004 甘蓝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5 海原县何师宏福楼食府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65 HYQY-07-005 油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5 海原县何师宏福楼食府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66 HYQY-07-006 胡萝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5 海原县何师宏福楼食府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67 HYQY-07-007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7 海原县国峰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17 合格

168 HYQY-07-008 碗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7 海原县国峰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22 合格

169 HYQY-07-009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7 海原县国峰餐厅 餐饮具洁净度 20 合格

170 HYQY-07-010 娃娃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1 海原县马明蔬菜水果调料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71 HYQY-07-011 油麦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1 海原县马明蔬菜水果调料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72 HYQY-07-012 茼蒿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1 海原县马明蔬菜水果调料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73 HYQY-07-013 香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1 海原县马明蔬菜水果调料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74 HYQY-07-014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1 海原县马明蔬菜水果调料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75 HYQY-07-015 白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1 海原县马明蔬菜水果调料店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76 HYQY-07-016 碟子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4 海原县花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1 合格

177 HYQY-07-017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4 海原县花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3 合格

178 HYQY-07-018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4 海原县花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6 合格

179 HYQY-07-019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4 海原县花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8 合格

180 HYQY-07-020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4 海原县花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19 合格

181 HYQY-07-021 碟子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14 海原县花林牛肉拉面馆 餐饮具洁净度 21 合格



182 HYQY-07-022 生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26 海原县湘缘万佳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83 HYQY-07-023 芹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26 海原县湘缘万佳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84 HYQY-07-024 香菜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26 海原县湘缘万佳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85 HYQY-07-025 辣椒 海原县市管局七营所 马秀龙 马强 2022.7.26 海原县湘缘万佳购物广场 农药残留 阴性 合格

186 HYLJ-07-001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0 海原县米晓红米师第四分店 洁净度 15 合格

187 HYLJ-07-002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0 海原县米晓红米师第四分店 洁净度 11 合格

188 HYLJ-07-003 菜盆子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0 海原县米晓红米师第四分店 洁净度 18 合格

189 HYLJ-07-004 碗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0 海原县米晓红米师第四分店 洁净度 20 合格

190 HYLJ-07-005 菜刀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3 海原县红羊乡中心小学 洁净度 22 合格

191 HYLJ-07-006 案板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3 海原县红羊乡中心小学 洁净度 16 合格

192 HYLJ-07-007 菜盆子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3 海原县红羊乡中心小学 洁净度 23 合格

193 HYLJ-07-008 碗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3 海原县红羊乡中心小学 洁净度 17 合格

194 HYLJ-07-009 香蕉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6 海原县李俊乡马宝刚蔬菜店 农药残留 3.90% 合格

195 HYLJ-07-010 樱桃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6 海原县李俊乡马宝刚蔬菜店 农药残留 4.00% 合格

196 HYLJ-07-011 油菜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6 海原县李俊乡马宝刚蔬菜店 农药残留 3.50% 合格

197 HYLJ-07-012 香瓜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6 海原县李俊乡马宝刚蔬菜店 农药残留 3.20% 合格

198 HYLJ-07-013 薯片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8 海原县红羊乡强娥小卖部 硫酸铝钾 1.65㎎/㎏ 合格

199 HYLJ-07-014 香肠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8 海原县红羊乡强娥小卖部 亚硝酸盐 0.12㎎/㎏ 合格

200 HYLJ-07-015 火腿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8 海原县红羊乡强娥小卖部 亚硝酸盐 0.11㎎/㎏ 合格

201 HYLJ-07-016 饼干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18 海原县红羊乡强娥小卖部 硫酸铝钾 0.89㎎/㎏ 合格

202 HYLJ-07-017 薯片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0 海原县李俊乡兴达批零部 硫酸铝钾 1.25㎎/㎏ 合格

203 HYLJ-07-018 蛋糕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0 海原县李俊乡兴达批零部 硫酸铝钾 1.68 ㎎/㎏ 合格

204 HYLJ-07-019 火腿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0 海原县李俊乡兴达批零部 亚硝酸盐 0.11㎎/㎏ 合格



205 HYLJ-07-020 香肠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0 海原县李俊乡兴达批零部 亚硝酸盐 0.09㎎/㎏ 合格

206 HYLJ-07-021 面条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3 海原县李俊乡腾飞综合批零部 二氧化硫 0.85㎎/㎏ 合格

207 HYLJ-07-022 香肠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3 海原县李俊乡腾飞综合批零部 亚硝酸盐 0.12 ㎎/㎏ 合格

208 HYLJ-07-023 薯条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3 海原县李俊乡腾飞综合批零部 硫酸铝钾 1.15㎎/㎏ 合格

209 HYLJ-07-024 粉条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3 海原县李俊乡腾飞综合批零部 二氧化硫 0.92㎎/㎏ 合格

210 HYLJ-07-025 腐竹 海原县市管局李俊所 太鸿岩 包永红 2022.7.23 海原县李俊乡腾飞综合批零部 二氧化硫 0.85㎎/㎏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