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一二季度食品抽检汇总表
序号 样品号 产品名称 受检单位 受检单位地址

封样状
态

抽样日期 综合判定 项目 不合格项数 抽样地点 食品大类 食品亚类 食品品种 食品细类

1 F20200175-0001 大蒜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水胺硫磷、敌敌畏、乐果、氧乐果 瓜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大蒜

2 F20200175-0002 葱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瓜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葱

3 F20200175-0003 姜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水胺硫磷、氧乐
果

瓜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姜

4 F20200175-0004 萝卜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瓜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5 F20200175-0005 粉条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瓜果店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6 F20200175-0006 鸡蛋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

瓜果店 食用农产品 鲜蛋 鲜蛋 鸡蛋

7 F20200175-0007 黄豆酱油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不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苯甲酸及其钠盐
（以苯甲酸计）

瓜果店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8 F20200175-0008 小二黑香醋
尖扎县康杨镇吉利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杨镇商业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瓜果店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9 F20200175-0009 猪肉 尖扎县钟氏平价肉铺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商业西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

肉铺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猪肉

10 F20200175-0010 牛肉 尖扎县钟氏平价肉铺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商业西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

肉铺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牛肉

11 F20200175-0011 羊肉 尖扎县钟氏平价肉铺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商业西街
完好 2020/5/9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达氟沙星

肉铺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羊肉

12 F20200175-0012 葱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葱

13 F20200175-0013 姜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水胺硫磷、氧乐

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姜

14 F20200175-0014 韭菜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韭菜

15 F20200175-0015 萝卜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16 F20200175-0016 木瓜干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17 F20200175-0017 红薯粉条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超市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18 F20200175-0018 粉丝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超市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19 F20200175-0019 （五仁酱丁）酱腌菜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超市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酱腌菜 酱腌菜

20 F20200175-0020 （豇豆）酱腌菜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超市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酱腌菜 酱腌菜

21 F20200175-0021 大蒜 康杨老伍蔬菜食品超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水胺硫磷、敌敌畏、乐果、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大蒜

22 F20200175-0022 大蒜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水胺硫磷、敌敌畏、乐果、氧乐果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大蒜

23 F20200175-0023 葱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葱

24 F20200175-0024 普通白菜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普通白菜

25 F20200175-0025 韭菜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韭菜

26 F20200175-0026 姜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水胺硫磷、氧乐

果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姜

27 F20200175-0027 萝卜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28 F20200175-0028 鸡蛋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
果蔬店 食用农产品 鲜蛋 鲜蛋 鸡蛋

29 F20200175-0029 海天酱油海天珍酿
（老抽酱油）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果蔬店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30 F20200175-0030 湟源老醋王 尖扎县吉兴果蔬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9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果蔬店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31 F20200175-0031 豆腐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
水果店 豆制品 豆制品 非发酵性豆制品 豆腐

32 F20200175-0032 精炼一级菜籽油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水果店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33 F20200175-0033 胡都香菜籽油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水果店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34 F20200175-0034 清香米醋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水果店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35 F20200175-0035 粉条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水果店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36 F20200175-0036 独头蒜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水胺硫磷、敌敌畏、乐果、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大蒜

37 F20200175-0037 蒜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水胺硫磷、敌敌畏、乐果、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大蒜

38 F20200175-0038 大葱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葱



39 F20200175-0039 小葱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葱

40 F20200175-0040 韭菜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韭菜

41 F20200175-0041 普通白菜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普通白菜

42 F20200175-0042 萝卜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43 F20200175-0043 鸡蛋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鲜蛋 鲜蛋 鸡蛋

44 F20200175-0044 鸡肉 尖扎县绿农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沙拉沙星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禽肉 鸡肉

45 F20200175-0045 羊肉
尖扎县多杰草膘牛羊肉批发

部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达氟沙星

批发部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羊肉

46 F20200175-0046 牛肉
尖扎县多杰草膘牛羊肉批发

部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

批发部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牛肉

47 F20200175-0047 猪肉
尖扎县多杰草膘牛羊肉批发

部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

批发部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猪肉

48 F20200175-0048 小青菜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普通白菜

49 F20200175-0049 萝卜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50 F20200175-0050 韭菜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韭菜

51 F20200175-0051 黄豆酱油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52 F20200175-0052 纯粮香醋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53 F20200175-0053 粉条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超市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54 F20200175-0054 粉丝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超市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55 F20200175-0055 葱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葱

56 F20200175-0056 姜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水胺硫磷、氧乐
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姜

57 F20200175-0057 大蒜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水胺硫磷、敌敌畏、乐果、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大蒜

58 F20200175-0058 鸡蛋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

超市 食用农产品 鲜蛋 鲜蛋 鸡蛋



59 F20200175-0059 金龙鱼菜籽油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超市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60 F20200175-0060 菜籽油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超市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61 F20200175-0061 海鲜酱油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62 F20200175-0062 金标生抽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63 F20200175-0063 海天酱油（生抽酱
油）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64 F20200175-0064 老抽王酱油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65 F20200175-0065 山西陈醋
康杨镇老刘水果蔬菜粮油超

市
康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66 F20200175-0066 碗 尖扎县康杨镇康杨中学 康杨镇沙力木村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计）、大肠菌群
学校 餐饮食品 其他餐饮食品 餐饮具

餐馆用餐饮具(一次

性餐饮具)

67 F20200175-0067 勺子 尖扎县康杨镇康杨中学 康杨镇沙力木村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计）、大肠菌群
学校 餐饮食品 其他餐饮食品 餐饮具

餐馆用餐饮具(一次

性餐饮具)

68 F20200175-0068 牛肉 尖扎县农牛羊销售有限公司
青海省尖扎县康杨镇滨

河南路4号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
学校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牛肉

69 F20200175-0069 羊肉 尖扎县农牛羊销售有限公司
青海省尖扎县康杨镇滨

河南路4号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诺氟沙星、达氟沙星
公司 食用农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肉 羊肉

70 F20200175-0070 杏脯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不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二氧化硫残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71 F20200175-0071 菠萝条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72 F20200175-0072 葡萄干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73 F20200175-0073 酸牛奶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超市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74 F20200175-0074 青稞酸奶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超市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75 F20200175-0075 日月山陈醋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76 F20200175-0076 精炼一级菜籽油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超市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77 F20200175-0077 康师傅酸梅汤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78 F20200175-0078 88啤特果果汁饮料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79 F20200175-0079 冰杨梅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80 F20200175-0080 开胃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81 F20200175-0081 美汁源果粒橙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82 F20200175-0082 康师傅鲜果橙橙水果
饮品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83 F20200175-0083 啤特果果汁饮料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84 F20200175-0084 康师傅水蜜桃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85 F20200175-0085 菜籽油
尖扎县康杨镇阳光瑞璟生活

超市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康

杨镇马康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超市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86 F20200175-0086 姜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水胺硫磷、氧乐
果

商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姜

87 F20200175-0087 鸡蛋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

商店 食用农产品 鲜蛋 鲜蛋 鸡蛋

88 F20200175-0088 红薯粉条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商店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89 F20200175-0089 手工精致马铃薯粉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商店

淀粉及淀粉制
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

90 F20200175-0090 豆腐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
商店 豆制品 豆制品 非发酵性豆制品 豆腐

91 F20200175-0091 海天珍酿（生抽酱
油）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商店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92 F20200175-0092 海天酱油海天珍酿
（老抽酱油）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
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商店 调味品 酱油 酱油 酿造酱油

93 F20200175-0093 山西陈醋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商店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94 F20200175-0094 酒糟醋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游离矿酸、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商店 调味品 食醋 食醋 食醋

95 F20200175-0095 苹果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丙环唑、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苹果

96 F20200175-0096 梨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敌敌畏、氧乐果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梨

97 F20200175-0097 桔子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氧乐果、敌
敌畏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柑橘类水果 柑、橘

98 F20200175-0098 香蕉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丙环唑、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香蕉



99 F20200175-0099 杏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乐果、氧乐果、敌敌畏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核果类水果 杏

100 F20200175-0100 樱桃
尖扎县更宗蔬菜水果平价商

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1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敌敌畏、氧乐果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核果类水果 樱桃

101 F20200175-0101 碗
尖扎县坎康杨镇北家姓转转

火锅加盟店
尖扎县康杨镇吉祥广场

对面
完好 2020/5/15 合格

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计）、大肠菌群

火锅店 餐饮食品 其他餐饮食品 餐饮具
餐馆用餐饮具(一次

性餐饮具)

102 F20200175-0102 萝卜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商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103 F20200175-0103 红薯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商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甘薯

104 F20200175-0104 洋葱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商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洋葱

105 F20200175-0105 苹果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丙环唑、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苹果

106 F20200175-0106 菠萝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丙环唑、多菌灵、氧乐果、敌敌畏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菠萝

107 F20200175-0107 黄皮甜瓜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氧乐果、敌敌畏、烯酰吗啉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瓜果类水果 甜瓜类

108 F20200175-0108 梨 坎布拉镇佳佳乐商店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敌敌畏、氧乐果 商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梨

109 F20200175-0109 豆腐
尖扎县伊光清真农副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
坎布拉镇下李家村三社 完好 2020/5/15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
公司 豆制品 豆制品 非发酵性豆制品 豆腐

110 F20200175-0110 豆腐皮
尖扎县伊光清真农副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
坎布拉镇下李家村三社 完好 2020/5/15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
公司 豆制品 豆制品 非发酵性豆制品 豆腐

111 F20200175-0111 煎炸油
尖扎县伊光清真农副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
坎布拉镇下李家村三社 完好 2020/5/15 合格 酸价、极性组分 公司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煎炸过程用油(餐饮

环节) 煎炸过程用油

112 F20200175-0112 勺子
尖扎县坎康杨镇北家姓转转

火锅加盟店
尖扎县康杨镇吉祥广场

对面
完好 2020/5/15 合格

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计）、大肠菌群

火锅店 餐饮食品 其他餐饮食品 餐饮具
餐馆用餐饮具(一次

性餐饮具)

113 F20200175-0113 鸡蛋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
星

超市 食用农产品 鲜蛋 鲜蛋 鸡蛋

114 F20200175-0114 苹果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丙环唑、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苹果

115 F20200175-0115 梨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敌敌畏、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梨

116 F20200175-0116 油桃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敌敌畏、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核果类水果 油桃

117 F20200175-0117 小白瓜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氧乐果、敌敌畏、烯酰吗啉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瓜果类水果 甜瓜类

118 F20200175-0118 哈密瓜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氧乐果、敌敌畏、烯酰吗啉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瓜果类水果 甜瓜类



119 F20200175-0119 香瓜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氧乐果、敌敌畏、烯酰吗啉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瓜果类水果 甜瓜类

120 F20200175-0120 萝卜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121 F20200175-0121 红薯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甘薯

122 F20200175-0122 洋葱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洋葱

123 F20200175-0123 土豆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超市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马铃薯

124 F20200175-0124 菠萝
尖扎县坎布拉镇小叶果好鲜

蔬菜水果超市
坎布拉镇牛滩大街 完好 2020/5/15 合格 丙环唑、多菌灵、氧乐果、敌敌畏 超市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菠萝

125 F20200175-0125 洋葱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水胺硫磷、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洋葱

126 F20200175-0126 萝卜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127 F20200175-0127 苹果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丙环唑、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苹果

128 F20200175-0128 油桃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乐果、敌敌畏、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核果类水果 油桃

129 F20200175-0129 李子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丙环唑、多菌灵、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核果类水果 李子

130 F20200175-0130 菜豆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乐果、氧乐果、甲胺

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豆类蔬菜 菜豆

131 F20200175-0131 黄瓜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瓜类蔬菜 黄瓜

132 F20200175-0132 番茄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毒死蜱、乐果、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茄果类蔬菜 番茄

133 F20200175-0133 菠菜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菠菜

134 F20200175-0134 紫球甘蓝 尖扎县德勒财源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敌敌畏、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芸薹类蔬菜 结球甘蓝

135 F20200175-0135 上海青 尖扎绿惠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普通白菜

136 F20200175-0136 绿甘蓝 尖扎绿惠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久效磷、敌敌畏、氧乐果

、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芸薹类蔬菜 结球甘蓝

137 F20200175-0137 梨 尖扎绿惠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敌敌畏、氧乐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梨

138 F20200175-0138 桔子 尖扎绿惠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毒死蜱、氧乐果、敌

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柑橘类水果 柑、橘

139 F20200175-0139 马铃薯 尖扎绿惠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马铃薯

140 F20200175-0140 叶用莴苣 尖扎绿惠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氧乐果、甲胺磷、毒死蜱、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叶用莴苣



141 F20200175-0141 花椰菜 尖扎农副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芸薹类蔬菜 花椰菜

142 F20200175-0142 萝卜 尖扎农副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143 F20200175-0143 姜 尖扎农副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水胺硫磷、氧乐

果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姜

144 F20200175-0144 西葫芦 尖扎农副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乐果、氧乐果、敌敌

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瓜类蔬菜 西葫芦

145 F20200175-0145 番茄 尖扎农副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毒死蜱、乐果、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茄果类蔬菜 番茄

146 F20200175-0146 韭菜 尖扎农副蔬菜水果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堂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5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鳞茎类蔬菜 韭菜

147 F20200175-0147 荔枝复合果汁饮料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48 F20200175-0148 蜜桃发酵复合果汁饮
料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49 F20200175-0149 芒果发酵复合果汁饮
料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50 F20200175-0150 蜜桃发酵复合果汁饮
料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51 F20200175-0151 [美汁源][果粒橙]橙汁

饮料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超市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52 F20200175-0152 熟酸奶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超市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53 F20200175-0153 青海老酸奶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超市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54 F20200175-0154 蒙牛纯甄风味酸牛奶
（经典原味）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超市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55 F20200175-0155 青海老酸奶（青稞黑
米）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超市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56 F20200175-0156 食用调和油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超市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调和油

157 F20200175-0157 哈密瓜片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158 F20200175-0158 猕猴桃片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159 F20200175-0159 杏肉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不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二氧化硫残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160 F20200175-0160 穿心梅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161 F20200175-0161 地瓜干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
留量

超市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蜜饯
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

类

162 F20200175-0162 五花肉 尖扎县华联超市 尖扎县马克塘镇申宝路 完好 2020/5/12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超市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63 F20200175-0163 牦牛酸奶 尖扎赛乾土特产有限公司
青海省尖扎县尖扎滩乡
萨尕尼哈64号（马克唐

镇兴隆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公司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64 F20200175-0164 牦牛酸奶
尖扎县娜赛当純天然奶制品

专卖店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马克唐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专卖店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65 F20200175-0165 豆腐 彩色豆腐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兴隆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

豆腐店 豆制品 豆制品 非发酵性豆制品 豆腐

166 F20200175-0166 鸡蛋糕 尖扎县时尚蛋糕店 尖扎县马克唐商业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铅（以Pb计）

蛋糕店 糕点 糕点 糕点 糕点

167 F20200175-0167 枣糕 尖扎县时尚蛋糕店 尖扎县马克唐商业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铝的残留量
（干样品，以Al计）、铅（以Pb计）

蛋糕店 糕点 糕点 糕点 糕点

168 F20200175-0168 卤鸭 尖扎八珍香巴佬熟食城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餐饮店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69 F20200175-0169 卤鸡柳 尖扎八珍香巴佬熟食城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餐饮店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70 F20200175-0170 卤鸡爪 尖扎八珍香巴佬熟食城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餐饮店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71 F20200175-0171 卤猪皮 尖扎八珍香巴佬熟食城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餐饮店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72 F20200175-0172 卤鸡 尖扎八珍香巴佬熟食城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餐饮店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73 F20200175-0173 猪头肉 尖扎八珍香巴佬熟食城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亚硝酸钠计)
餐饮店 肉制品 熟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

174 F20200175-0174 生菜 尖扎县扎西措蔬菜水果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氧乐果、甲胺磷、毒死蜱、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叶用莴苣

175 F20200175-0175 菠菜 尖扎县扎西措蔬菜水果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菠菜

176 F20200175-0176 番茄 尖扎县扎西措蔬菜水果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毒死蜱、乐果、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茄果类蔬菜 番茄

177 F20200175-0177 茄子 尖扎县扎西措蔬菜水果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氧乐果、水胺硫磷、甲胺磷、镉（以Cd计）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茄果类蔬菜 茄子

178 F20200175-0178 黄瓜 尖扎县扎西措蔬菜水果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腐霉利、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瓜类蔬菜 黄瓜

179 F20200175-0179 青椒 尖扎县扎西措蔬菜水果店
尖扎县马克唐镇农贸市

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氧乐果、水胺硫磷、甲胺磷、镉（以Cd计）、多菌灵 水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茄果类蔬菜 青椒

180 F20200175-0180 希腊风味酸奶（黄桃
+燕麦）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购物广场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81 F20200175-0181 青海老酸奶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购物广场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82 F20200175-0182 康师傅水蜜桃 水果饮

品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购物广场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83 F20200175-0183 [美汁源][果粒橙]橙汁

饮料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购物广场 饮料 饮料 果蔬汁饮料 果蔬汁饮料

184 F20200175-0184 精炼一级菜籽油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购物广场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185 F20200175-0185 鲁花压榨特香菜籽油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购物广场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菜籽油

186 F20200175-0186 食用调和油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酸价、过氧化值、丁基羟基茴香醚（BHA）、二丁基

羟基甲苯(BHT)、特丁基对苯二酚（TBHQ） 购物广场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含
煎炸用油）

食用植物油（半精
炼、全精炼）

调和油

187 F20200175-0187 纯甄轻酪乳风味酸奶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购物广场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88 F20200175-0188 青海老酸奶（青稞黑
米）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购物广场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89 F20200175-0189 青海藏家人零添加酸
奶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购物广场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90 F20200175-0190 原味风味发酵乳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蛋白质

购物广场 乳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发酵乳

191 F20200175-0191 榨菜真芯（泡菜）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购物广场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酱腌菜 酱腌菜

192 F20200175-0192 萝卜真芯（泡菜）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购物广场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酱腌菜 酱腌菜

193 F20200175-0193 香辣榨菜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购物广场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酱腌菜 酱腌菜

194 F20200175-0194 麻辣萝卜干（泡菜） 尖扎县翔程华联购物广场 尖扎县马克唐镇人民街 完好 2020/5/13 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购物广场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酱腌菜 酱腌菜

195 F20200175-0195 小青菜 尖扎旭日蔬菜店
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

农贸市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毒死蜱、久效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
、水胺硫磷、甲胺磷

蔬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叶菜类蔬菜 普通白菜

196 F20200175-0196 萝卜 尖扎旭日蔬菜店
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

农贸市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蔬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萝卜

197 F20200175-0197 土豆 尖扎旭日蔬菜店
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

农贸市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甲胺磷、乐果、氧乐果、
氯菊酯

蔬菜店 食用农产品 蔬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

菜
马铃薯

198 F20200175-0198 黄皮甜瓜 尖扎旭日蔬菜店
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

农贸市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氧乐果、敌敌畏、烯酰吗啉 蔬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瓜果类水果 甜瓜类

199 F20200175-0199 苹果 尖扎旭日蔬菜店
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

农贸市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丙环唑、毒死蜱、氧乐果、敌敌畏 蔬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苹果

200 F20200175-0200 梨 尖扎旭日蔬菜店
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

农贸市场
完好 2020/5/13 合格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敌敌畏、氧乐果 蔬菜店 食用农产品 水果 仁果类水果 梨



尖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一、二季度食品抽检汇总表
序号 样品号 产品名称 受检单位

受检单位
地址

受检单位
电话

抽样单编
号

任务来源

1 F20200175-0007 黄豆酱油

尖扎县康
杨镇吉利
蔬菜瓜果

店

尖扎县康
杨镇商业

街

1.551E+10
XC206323
227697300

08

尖扎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2 F20200175-0070 杏脯
尖扎县康
杨镇阳光
瑞璟生活

青海省黄
南州尖扎
县康杨镇

1.591E+10
XC206323
227697300

72

尖扎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3 F20200175-0159 杏肉
尖扎县华
联超市

尖扎县马
克塘镇申

宝路

1.881E+10
XC206323
227697301

60

尖扎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尖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一、二季度食品抽检汇总表
封样状态 抽样日期 综合判定 项目

不合格项
数

完好 2020/5/9 不合格
氨基酸态氮、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

苯甲酸及
其钠盐

（以苯甲
酸计）

完好 2020/5/11 不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
残留量

完好 2020/5/12 不合格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
残留量



尖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一、二季度食品抽检汇总表
抽样地点

瓜果店

超市

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