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远县2022年3月食品经营许可证公示
序号 证书编号 经营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场所 主体业态 经营项目 日常监管机构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1 JY24414260044502 平远县粤贡美食店 马志平

平远县大柘镇平岗路
桂园小区B6栋附楼3

号门店2-28号 小餐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不含散装酒）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

冷食类食品（含烧卤熟肉）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2 JY14414260029469
平远县七姑山下金族农

业专业合作社 肖晓云
平远县上举镇上举村

立新12号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上举镇人民政
府 2022-03-29 2024-04-16

3 JY14414260025256
平远县差干镇木木家民

宿服务部 林昌亮
平远县差干镇加丰村

圩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差干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3-09-25

4 JY24414260044535 平远县竹之馥食府 姚瑞新
平远县大柘镇平兴路

78号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5 JY14414260044513 平远县亚梅副食商行 张兰梅 平远县平城北路31号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不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6 JY24414260044527 平远县峰香园蛋糕店 马远峰
平远县大柘镇建设路

227-2号 糕点店 糕点类食品（不含裱花蛋糕）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7 JY24414260044480 平远县亚红早餐快餐店 林伟进
平远县大柘镇杞园村
柘东路434-1-2号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8 JY24414260044463 平远县碧姐早餐店 林碧华
平远县大柘镇兔子岗

三路15-1号店铺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9 JY24414260044498
平远县兰姨锡纸麻辣鱼

肠粉店 林举兰
平远县大柘镇新岭路

133号店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30 2027-03-29

10 JY24414260044471
平远县石正镇陈强梅县

腌面店 陈强
梅州市平远县石正镇
圩镇西湖商业街9号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2-03-31 2027-03-30

11 JY14414260044409
平远县河头张丰光小卖

部 张丰光
平远县河头镇河头圩

文成街12号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河头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12 JY14414260044394 平远县远旋百货门市 张远旋 平远县河头镇河头圩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 河头镇人民政府 2022-03-24 2027-03-23

13 JY14414260044386 平远县家人综合商店 谢云兰 平远县河头镇河头圩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河头镇人民政
府 2022-03-23 2027-03-22



14 JY14414260023259 平远县光汉食品商店 刘光汉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仁居镇礤头村欧畲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

府 2022-03-31 2027-03-30

15 JY14414260016987
平远县河头华盛副食经

营部 张永华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河头镇河头圩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河头镇人民政
府 2022-03-31 2022-09-25

16 JY24414260012596 平远县杰古大排档 朱文杰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东石镇东仁公路环北

路口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东石镇人民政

府 2022-03-17 2027-03-16

17 JY24414260044455 平远县土黄牛肉鲜肉店 刘正伟
平远县大柘镇环城路

224号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9 2027-03-28

18 JY24414260044447 平远县新鸿基酒店 刘芬
平远县大柘镇岭下村
紫滨路10号门店 中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9 2027-03-28

19 JY14414260044433
平远县红阿姨农产品经

营部 胡婵芳
平远县大柘镇平远大

道北97号之二 便利店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含

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9 2027-03-28

20 JY24414260038408 平远县客厨小艺餐饮店 赖丽芬

平远县大柘镇平远大
道中平远大厦百川商
业广场4-2号店铺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市场监督
管理所 2022-03-29 2025-12-27

21 JY24414260044422 平远县春光早点店 曾辉玉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

跃进岗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9 2027-03-28

22 JY24414260044414 平远县壹家盐焗食品店 林晓棋
平远县平城南路二巷

一号（第一层） 小餐饮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不
含散装酒）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

类食品（含烧卤熟肉）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9 2027-03-28

23 JY24414260044375 平远县王勇腌粉腌面店 王勇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

平城中路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24 JY24414260044367 平远县阿四饭店 马秀兰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

环城路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25 JY24414260044359 平远县寻味园饭店 陈石峰
平远县大柘镇柘东路

10-1号店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26 JY24414260044342
平远县锡从卤班猪脚饭

店 江锡从
平远县大柘镇平兴路

19号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27 JY24414260044334 平远县平奇老火煨汤店 廖兴平
平远县大柘镇岭下河

东路39号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28 JY14414260013165 平远县阿琼鲜肉店 钟琼兰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平城南路20号 食杂店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

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29 JY14414260044327
平远县鸿记日用品批发

部 姚启红
平远县大柘镇新岭路

1号 便利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24 2027-03-23

30 JY34414260044312
广东药庄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凌凤清

平远县广州南沙（平
远）产业转移工业园

三期 职工食堂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2-03-24 2027-03-23

31 JY24414260044254 平远县中行开亮烧腊店 易开亮
平远县中行镇中行圩

农民街19号 小餐饮 冷食类食品（不含烧卤熟肉）制售
平远县中行镇人民政

府 2022-03-10 2027-03-09

32 JY14414260012919
平远县仁居镇中山西街

阿邱批发部 谢运秀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仁居镇中山西街33号 食杂店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保健食品销

售
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

府 2022-03-21 2027-03-20

33 JY14414260044302 平远县胜记食品门市 李胜泉
平远县仁居镇中山北

街19号 便利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

府 2022-03-21 2027-03-20

34 JY14414260044298 平远县旺良食品商店 杨旺良
平远县仁居镇古丁村

古丁圩 便利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

府 2022-03-21 2027-03-20

35 JY24414260044287
平远县大华山雾中家庭

生态农场 张运辉
平远县仁居镇木溪村

大华山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仁居镇人民政

府 2022-03-21 2027-03-20

36 JY24414260044279
平远县八零年代主题休

闲山庄 凌红
平远县石正镇石正村

樟头坳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2-03-18 2027-03-17

37 JY14414260030287 平远县进华经营部 丘建华
平远县热柘镇柚树街

8号 食杂店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2-03-17 2024-06-18

38 JY24414260043069
梅州市甜心小筑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林文
平远县大柘镇新岭路
（原城西车站侧） 饮品店

糕点类食品（含裱花蛋糕）制售,自制饮

品（不含自酿酒）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14 2026-12-15

39 JY24414260044262 平远县阿谢早餐店 林秋桂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东石镇双石村开发区

159号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东石镇人民政

府 2022-03-14 2027-03-13

40 JY24414000000028
平远县祥涛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 曾于冰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南岗路6号集体用餐配送单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2-03-14 2027-03-13

41 JY14414260012679
梅州市御善养生有限公

司 谢聪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南湖622公园

湖滨东路 食杂店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11 2027-03-10

42 JY34414260012723 平远县中行中学 刘彬水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中行镇中行中学 学校食堂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中行镇人民政

府 2022-03-04 2027-03-03

43 JY24414260044246 平远县德裕农庄 余方德
平远县大柘镇坝头支

路口仕石岗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自制饮品（不含自酿

酒）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44 JY24414260044238
平远县热柘镇欧皇糕点

店 马吉平
梅州市平远县热柘镇

兴柘路34号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热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45 JY24414260044220 平远县登记饭店 姚双龙
平远县大柘镇环城路

14-1号 小型餐馆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46 JY34414260044216 平远县热柘中心小学 张捷
平远县热柘镇兴柘路

11号 学校食堂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热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47 JY24414260044199 平远县阿汤哥烤鸭店 曾彩平
平远县大柘镇岭下河

东村111-1 小餐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不含散装酒）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48 JY24414260044203 平远县阿婷美食店 谢靖贤
平远县大柘镇平兴路

14号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49 JY34414260044185
平远县人民法院单位食

堂 赖昌仁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平远大道南89

号 职工食堂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50 JY24414260044174 平远县碧兴快餐店 余宗桂
平远县大柘镇程北支

路口 小餐饮 热食类食品制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51 JY24414260044166
平远县翠香五指毛桃焗

香鸡店 邱小翠
平远县大柘镇新建路

46号 小餐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
装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

（不含散装酒）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9 2027-03-08

52 JY14414260044159
平远县中行镇张梅新经

营部 张梅新
梅州市平远县中行镇

仲石村塘背1号 食杂店

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
食品（含散装熟食）销售,散装食品（含
散装酒）销售,冷食类食品（含烧卤熟

肉）制售
平远县中行镇人民政

府 2022-03-04 2027-03-03

53 JY24414260012746
平远县米乐星娱乐有限

公司 李世顺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平城中路凯旋

中心第7层 饮品店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

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4 2027-03-03

54 JY14414260012898
平远县平城南路冠鑫灵

芝商行 陈清豪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平城南路 食杂店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不

含散装熟食）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3 2027-03-02

55 JY14414260020390
梅州市时珍药业连锁有

限公司宜华分店 黄晓平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
大柘镇平城北路金色

华府A7栋30号 药店兼营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
售，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不
含散装熟食）销售，保健食品销售，婴

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平远县大柘镇人民政

府 2022-03-01 2027-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