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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食安办函〔2022〕3号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 2021年度“食安安徽”品牌认证

评价结果的通报

各市、省直管县（市）食安办,有关认证评价机构：

2021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担当，创新作为，大力实施食品

安全战略和质量强省战略，扎实推进“食安安徽”品牌建设，为

推动我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提供了有力保障。

根据《“食安安徽”品牌认证评价办法》，经自愿申请、第

三方认证评价机构现场认证评价及审核、征求意见、社会公示等

程序，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150家单位通过“食安安徽”品

牌认证评价(名单见附件，有效期 3年）。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食安安徽”品牌宣传推介力度，

完善食品品牌建设激励机制，发挥食品品牌建设单位主体作用。

各认证评价机构要加大对“食安安徽”品牌单位的持续监督，各

监管执法部门要加强对“食安安徽”品牌单位的日常监管，推动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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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主体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产品质

量、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食安安徽”品牌公

信力与美誉度。

附件：2021年度“食安安徽”品牌单位名单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月 11日

抄送：省食安委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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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度“食安安徽”品牌名单

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食品生产企业（101 家）

1 合肥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籽、每日坚果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 合肥 安徽新希望白帝乳业有限公司 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 合肥 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 米线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4 合肥 安徽凯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添加剂（大蒜油、生姜油）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5 合肥 合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氏杀菌型风味发酵乳、含乳饮料的生产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 合肥 安徽省白湖农场米业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7 合肥 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油炸方便面、饮料（茶饮料、果（蔬）汁类饮

料、复合蛋白饮料、风味饮料、运动饮料）的

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8 合肥 安徽安粮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蜂蜜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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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9 合肥 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粗粮（谷物、豆类、米类）及其研磨加工品的

生产、分装，熟制（谷物、豆类、米类、坚果

及籽类、干菜、干果、干菌）生产、分装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0 合肥 安徽青松食品有限公司

蒸煮类糕点（馒头、包子、烧麦、饺子）、方

便食品（热干面、八宝粥、即食类方便粥）的

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1 合肥 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 芝麻油、冷榨芝麻烹饪油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2 合肥 安徽巧侬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生制面米制品（手抓饼）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3 合肥 安徽金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油炸类糕点（锅巴）、膨化食品（米饼、锅巴）

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4 淮北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口子窖白酒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5 淮北 安徽贝宝食品有限公司 果蔬罐头（芦笋罐头、水果罐头）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6 淮北 淮北徽香昱原早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豆制品、糕点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7 亳州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原浆、古井贡酒”牌白酒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8 亳州 安徽养生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盈养”牌欣肝保倍植物发酵饮品和“酵

密码”牌（刺梨青柠檬和桑葚山楂）酵素饮品

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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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19 亳州 五得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 五得利牌小麦粉的生产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 亳州 亳州市芳香苑保健品有限公司 “芳苑”牌代用茶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21 亳州 安徽双轮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炉家”牌白酒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22 亳州 安徽德运粮油有限公司 “德运七道香”牌菜籽油、大豆油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23 亳州 安徽精益诚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蔬菜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4 亳州 安徽牧洋油脂有限公司
食用动物油脂（猪油、牛油、鸡油、羊油）、

起酥油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5 亳州 安徽省蒙城县恒瑞面粉有限公司 “恒锐”牌麦芯粉、水饺粉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26 宿州 安徽妮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淀粉制品（粉丝、粉条）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7 宿州 安徽宿州鹿鹿食品有限公司 碳酸饮料（汽水）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8 宿州 安徽东方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蔬菜脆片、水果脆片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9 宿州 宿州市符离集刘老二烧鸡有限公司 热加工熟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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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30 宿州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鲜冻牛肉、速冻牛排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31 宿州 宿州市徽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熟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2 宿州 泗县金丰面业有限公司 小麦粉的生产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33 宿州 安徽省甘滋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4 蚌埠 蚌埠市和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灭菌乳、发酵乳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5 蚌埠 安徽伟宏食品有限公司 风味固体饮料、咖啡固体饮料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6 蚌埠 台畜大成食品（蚌埠）有限公司 香肠、火腿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7 蚌埠 蚌埠市兄弟粮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怀远县榴城镇307省道北的糯米的

生产，位于安徽省怀远县经济开发区金河路 28

号的水磨糯米粉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8 蚌埠 安徽省淮酒酒业有限公司 寿井、五河系列白酒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9 蚌埠 安徽省天麒面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粉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40 阜阳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文王牌绵甜型白酒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41 阜阳 安徽强旺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复合调味料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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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42 阜阳 安徽天祥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食用动物油脂（猪油） 、食用油脂制品（人

造黄油）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3 阜阳 安徽焦陂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焦陂牌白酒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4 阜阳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种子、醉三秋白酒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45 阜阳 阜阳健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维生素（ VC,VD,VE片剂）和保健食

品钙凝胶糖果的生产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6 阜阳 安徽马氏食品有限公司 烘烤类糕点（面包）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7 阜阳 安徽五源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熟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熟肉干制品）

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8 淮南 凤台县晶谷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49 淮南 淮南益益营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乳制品（巴氏杀菌乳、调制乳、灭菌乳、发酵

乳、调制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湿法工艺））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50 淮南 安徽国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51 淮南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添加剂(复配被膜剂 1、复配增稠剂 1、硬

脂酸镁、二氧化硅、酸处理淀粉、羧甲基淀粉

钠、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微

晶纤维素)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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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52 淮南 安徽亮中亮食品有限公司
坚果炒货食品（核桃、巴旦木、碧根果、夏威

夷果、开心果）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53 淮南 安徽省寿县丰茂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54 淮南 安徽精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55 滁州 安徽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膨化食品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6 滁州 蜡笔小新（安徽）有限公司
果冻（果肉型果冻、果味型果冻、含乳型果冻）

的生产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7 滁州 安徽东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饮料（东鹏特饮）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8 滁州 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制乳粉、炼乳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9 滁州 全椒县崇明米业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0 滁州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食用盐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1 滁州 安徽牧马湖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2 滁州 安徽倮倮米业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3 滁州 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分公司 饮用纯净水、茶饮料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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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64 滁州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氯蔗糖、乙酰磺胺酸钾（安赛蜜）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5 滁州 滁州润泰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面包糠、固态调味料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6 滁州 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 老明光、明绿液白酒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67 六安 安徽省华银茶油有限公司
食用植物油（油茶籽油、茶叶籽油、菜籽油）

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68 六安 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白酒（迎驾贡酒）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69 六安 安徽兰花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绿茶）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70 马鞍山 蒙牛高科乳制品（马鞍山）有限公司 液体乳（发酵乳）、含乳饮料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1 马鞍山 仙乐健康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软糖）、凝胶糖果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2 马鞍山 安徽悠之优味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熟肉制品（酱卤肉类、熏烧烤肉制品）

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3 马鞍山 安徽华宇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芝麻油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4 马鞍山 马鞍山百瑞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熟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肉灌制品、

油炸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发酵灌制品、发

酵火腿制品）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75 芜湖 同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粥类罐头（同福碗粥、同福罐粥）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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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76 芜湖 安徽蜜之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蜂产品（蜂蜜、蜂王浆、蜂王浆冻干品）的生

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7 芜湖 益海嘉里(安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食用植物油、大米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8 芜湖 南陵县永兴米业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79 宣城 宣城九只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咸蛋、卤蛋、皮蛋、咸蛋黄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80 宣城 安徽省旌德县辉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81 宣城 安徽绩溪胡氏宴酒业有限公司 白酒（胡氏宴）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82 宣城 安徽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宣牌白酒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83 宣城 宣城柏维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以维生素、矿物质、动植物提取物

和蛋白质为原料的粉剂、片剂、软胶囊剂、硬

胶囊剂）、特殊膳食食品（辅助营养补充品、

运动营养补充品）的生产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84 铜陵 北京同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 牡丹籽油、亚麻籽油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85 铜陵 安徽铜雀二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腌制姜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86 铜陵 铜陵凤丹种植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籽油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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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组织名称 认证产品/范围 认证评价机构

87 铜陵 枞阳县田园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谷物粉类制成品（米面、烫面）的生产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88 池州 安徽国润茶业有限公司 红茶、绿茶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89 池州 安徽赛芙利食品有限公司
“徽家铺子”牌豆制品（非发酵豆制品（豆腐

干），其他豆制品（素肉）的生产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90 安庆 安庆麦陇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糕点、夹心类糕点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91 安庆 安徽省徽岳记食品有限公司 瓜蒌籽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92 安庆 安徽省石佛寺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绿茶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93 安庆 安徽联河股份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94 安庆 安徽稼仙金佳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米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95 安庆 潜山市传文瓜子有限公司 瓜蒌籽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96 黄山 黄山王光熙松萝茶业股份公司

绿茶（松萝、毛峰、猴魁）、红茶（祁门红茶）

和花茶（茉莉花茶、桂花茶、玫瑰花茶）的生

产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97 黄山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绿茶、红茶、花茶的生产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98 黄山 黄山市黄山区猴坑茶园开发有限公司 绿茶（太平猴魁）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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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黄山 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 红茶（祁门红茶）的生产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 黄山 黄山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茶叶（绿茶、红茶、花茶、白茶、乌龙茶、黑

茶）的分装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1 宿松 安徽龙成山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油茶籽油的生产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流通企业（7 家）

102 合肥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购物广场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

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03 合肥
安徽省徽商红府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

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 4号 8号宿州路店/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青阳北路颐/商城 A座青

阳路店初级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的销售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104 合肥
安徽百大合家康农产品加工配送有限

公司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散装食品（含冷

藏冷冻）的销售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05 合肥 安徽彩食鲜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果蔬农产品、畜禽产品和预包装食品（含冷藏

冷冻食品）的销售及配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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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淮南 安徽仲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的销售；散装

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不含散装熟食

销售）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107 六安
安徽绿篮子超市有限责任公司龙湖山

庄店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的销售；散装

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的销售（含散装熟食

销售）；保健食品的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的销售；热食类食

品的制售；糕点类食品的制售（不含裱花蛋

糕）；自制饮品的制售（不含自酿酒）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108 铜陵 安徽省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互联网销售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7 家）

109 合肥 坚果派农业有限公司 薄壳山核桃的种植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0 淮北
淮北市烈山区舞彩灵枣种植专业合作

社
枣的种植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1 蚌埠 五河县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螃蟹养殖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12 淮南 淮南市运泽双孢菇农民专业合作社 双孢菇的种植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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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马鞍山
马鞍山市海滨水产品生态养殖专业合

作社
螃蟹的养殖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14 马鞍山 安徽同创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铁皮石斛的组培、种植、初加工，火龙果、葡

萄的种植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15 宣城 宣城木子禽业专业合作社 家禽的养殖和鸡蛋的生产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餐饮服务企业（27家）

116 合肥 合肥市振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合肥市经开区桃花工业园祝融路以南合

肥市金双鸥塑模科技有限公司院内二期2号厂

房的餐饮服务（冷链盒饭、热链团餐盒饭的制

售）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17 合肥 合肥市泛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路与茗香路

交口东南角省立医院南区二期院内的餐饮服

务（集体用餐配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18 合肥 安徽老乡鸡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屯溪路分店食

品经营许可范围内的餐饮服务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19 合肥 合肥黄山大厦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徽州大道1199号/安徽省合

肥市包河大道 116号的餐饮服务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20 合肥 蜀王优芙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200号海尔工业园区/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龙

子湖路 668号的餐饮服务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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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合肥 安徽蒸小皖餐饮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阳工业园时雨路

与灵溪路交口工投兴庐科技产业园 5号楼 A区

1-3层/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凤台路与凤淮路

交口海棠四季小区 6幢、7幢、8幢 127室、

128室/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269号

华地新街项目 B2区 107、108商铺的餐饮服务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22 合肥 安徽康之源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工业区滁河北

路合肥市第四十二中学北城世纪城校区北门

的餐饮服务（团餐配送）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123 合肥 安徽润博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公寓第二综合楼一、

二楼和安徽大学磬苑校区桂园食堂一楼的餐

饮服务（高校食堂餐饮管理服务）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24 合肥 安徽岸香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合肥市新站区瑶海工业园区纬二路北 001

幢 4号/合肥市新站区铜陵北路华府竹丝苑

26#1-101、102、202、301的餐饮服务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25 合肥 合肥市宽虹迎宾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东流路100号政务中

心二区 B座一楼的餐饮服务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126 亳州 安徽亳城古道养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建安文化广场 1

层 105商铺的餐饮服务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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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蚌埠 安徽天河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天河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龙子湖分

公司中央厨房的餐饮服务（集体用餐配送）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28 蚌埠 安徽禾泉农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位于禾泉农庄生态餐厅的餐饮服务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129 阜阳 安徽洞天春餐饮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北京东路 105#2幢 0

号的餐饮服务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0 六安 六安市博元后勤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六安市六安中学的学校团餐服务 安徽省质量认证服务中心

131 马鞍山 马鞍山鑫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雨田路 1577号

3-101二层的餐饮服务（集体用餐配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32 马鞍山 马鞍山市春盛食府有限公司
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雨田路 1577号 2-102第

一层（南间） 、2、3、4、5层的餐饮服务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33 马鞍山 安徽易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雨田路 1577号

3-101安民市场二层的餐饮服务（集体用餐配

送）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34 芜湖 芜湖万业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沚津学校内配餐中心的

餐饮服务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5 芜湖
芜湖万达嘉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万达

嘉华酒店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北京中路 69号的餐

饮服务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36 铜陵 铜陵市天天和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二路

西段 2398号的餐饮服务
安徽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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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铜陵 安徽阿隆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翠湖一路 2562号的

餐饮服务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38 铜陵 安徽学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郊区铜陵大桥经济开发区

私营工业园内的餐饮服务（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39 铜陵 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北斗星城 2-B4、B5

栋 903号/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北斗星城 A5号

楼 2层 28#、29#、30#、31#号/安徽省铜陵市

经济开发区嘉华国际 3006-3012的餐饮服务

安徽中青检验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40 池州 池州市河小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新闻路9号的餐饮服

务
安徽国泰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1 安庆 安徽宋徽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光彩大市场4期精品

装饰建材城 13栋 3层 6号的餐饮服务
安徽国科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42 黄山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宾馆
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风景区天海景区的餐

饮服务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食品生产园区（2家）

143 滁州 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生产园区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144 六安 安徽舒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舒城经济开发区食品生产园区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食品生产基地（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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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六安 六安市一谷一带办
六安茶谷茶叶食品生产基地（环响洪甸水库核

心区）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146 池州 池州市适四时农业有限公司 池州市适四时黄精食品生产基地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食品安全小镇（2家）

147 滁州 天长市汊涧镇人民政府 天长市汊涧镇食品安全小镇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148 六安 霍山县大化坪镇人民政府 大化坪中国黄茶食品安全小镇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餐饮安全街区（2家）

149 淮北
淮北安兴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隋唐运河古镇餐饮街区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150 阜阳 颍上伟光汇通古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颍上县管仲老街餐饮街区 安徽省质量品牌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