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地址

1 宁夏冠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0MLW1Q 马福成
永宁县闽宁镇新镇区C-02-
14-2号

2 宁夏恒煜通物资有限公
司

9164012158536444XY 张恒
永宁县望远现代金属物流园
9-61号

3 宁夏祺顺源工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096353643A 孙立兵
永宁县望远镇工业园区永清
路北侧

4 宁夏浩睿安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317735697W 王勇
永宁县望远镇银子湖水都二
区9-1-602号

5 宁夏冀华鑫工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0BTF2M 张彦伟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望远中
央大道与望银路交口向南
300米

6 重庆康运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永宁分公司

91640121073821299U 李奎
永宁县望远镇城市副中心商
业楼

7 宁夏雅非雅菲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EETC2L 孙亚娜
永宁县胜利乡三沙源3区18
号楼7号营业房

8 宁夏昭福商贸有限公司 91640300MA770TXN3W 闫昊
永宁县望远镇千户南区12＃
楼1-2号房

9 宁夏海拓永固钢结构工
程有限公司

916401213177621770 李文金
永宁县望远庆丰苑南区A26
号楼15号房

10 永宁县新华百盛工贸有
限公司

91640121694313916A 胡金红
永宁县杨和镇县城新区一号
楼第二幼儿园

11 宁夏中达恒通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5XDX50J 吕秀红
永宁县望远镇立业春城三区
三号楼11号房

12 宁夏龙华迈德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27G07F 沙燕
永宁县李俊镇惠滨水岸39-
1-102号

13 宁夏鼎润食品有限公司 91640121694315700R 张军 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

14 宁夏安柏瑞贸易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5WF9A9Q 李有锋
永宁县望远镇千户北区3幢3
号房

15 宁夏裕厨商用厨具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5WK5W7B 韩瑞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红旗南
路（宁夏金羚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院内）



16 宁夏陆丰伟业工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397303615Y 程钢
永宁县望远物流信息中心B2
幢7#8#号房

17 宁夏狂钓鱼饲料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70DGT03 王建平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1-1号
楼1层（宁夏泰利龙轮胎橡
胶有限公司院内）

18 宁夏莫夕尔卫浴有限公
司

640121200019366 郭有震
永宁县望远路丰装饰材料市
场26-8号

19 宁夏浩成锦达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0835460082 安晨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12-416号

20 宁夏驰骋国荣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91640121352676901Y 乔建国
永宁县望远镇阳光100综合
市场20A-01号

21 宁夏百绿盛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916401213177245763 薛伟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十二号楼747号房

22 宁夏恒通力达工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3178705143 李文婷
永宁县望远镇政权新村202
号

23 宁夏巧徕雀服装服饰有
限责任公司

91640121MA76H9D21G 郑波
永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
园一号楼14号房

24 宁夏瑞丰恒源运输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19515J 董宪瑞
永宁县杨和镇杨和康城9号
楼1单元802室

25 宁夏科牧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G15X70 张恒
永宁县望远北方国际建材物
流城D10号楼62号房

26 宁夏桐瑶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GW0L1T 孟瑶瑶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A7号楼6号房

27 宁夏上尊娱乐有限公司 91640121054612432P 裴永才
永宁县杨和镇阳光花园B区
A-2-11号营业房

28 阳光融和国际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73TGL5H 付宝铭
永宁县望远镇银子湖一区1-
S-7-2

29 宁夏辉淼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H2PD9T 马生山
永宁县玉泉营农场老场部路
南（一区）

30 宁夏乾泰永巍贸易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GUKNX8 魏薇
永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
园7#楼6单元413室（宁夏博
源通达物流有限公司院内）

31 宁夏世盛商贸有限公司 916401213177864353 任莉
永宁县杨和镇阳光花园C区F
号楼12号房

32 宁夏润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HDCF28 张建东
永宁县杨和镇纳家户回族风
情街四号楼05号房

33 宁夏煜享时光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GNPM4C 何晓娟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A22号楼3单元301



34 宁夏山沙名苑装修装饰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J2QF2L 王芳
永宁县胜利乡三沙源9区9号
楼2号房

35 宁夏意天深达工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0F197G 丁华
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南区
A24幢B-3

36 银川景月鑫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317821480Q 任月军
永宁县望远金属物流园A-28
号

37 宁夏源硕城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727MY44 王建忠
永宁县李俊镇宁化中心村
38-1-401号

38 宁夏勃昊远大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5X00H3M 孙建库 永宁县望远镇长湖村一队

39 科恩美诗（宁夏）美容
服务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H9PP6E 杨旭
永宁县望远镇北方国际建材
物流城M6号楼四层（M6-D-
43-1）

40 宁夏洛成有易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KLNN6N 袁晓英
永宁县李俊镇王团中心村9
＃-3-202室

41 宁夏景茗森园林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91640121MA770WDT3P 曹志勇
永宁县望远镇桃香名邸2幢
B-6号

42 宁夏海涵鑫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CAY12K 杜文海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A17-1号营业房

43 宁夏华徽科技有限公司 641100200043281 刘小平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春辉小
企业创业园C8号

44 宁夏星贝源食品销售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74NGY07 卢先林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旺牛路
北侧D八号楼一层

45 宁夏德晟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9164012157485315XL 王纪福
永宁县望远金属物流园东
（西）院6-30号三楼

46 宁夏飞步实业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EWP75W 薛文龙
永宁县闽宁镇原中银绒业厂
区

47 宁夏中合源建材有限公
司望远销售分公司

91640121MA76JANW4N 宋辉
永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
园十一号楼14号房

48 宁夏西沙双创体验科技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5WLY7XY 夏雪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世纪伟
业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

49 宁夏标鼎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GPR96Q 樊宇轩
永宁县望远路丰装饰材料市
场11号楼8号房

50 永宁县富睿达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5WAP806 张琦睿
永宁县杨和镇北苑小区五号
楼4号房

51 宁夏健芝堂医药有限公
司

91640121352679950N 任莉
永宁县杨和镇轩和苑小区一
号楼4号房



52 宁夏琼寅禾劳务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HFTM3F 张超
永宁县李俊镇宁化中心村32
号楼1单元102室

53 宁夏农法自然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D93T74 刘世俊 永宁县闽宁镇培训楼二楼

54 永宁县北苑市场服务有
限公司

91640121799909935N 张军
永宁县杨和北街商贸广场6-
44号

55 银川市丰拓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70LFB9C 李栋磊
永宁县望远镇望远工业园区
唐徕渠东侧二号生产车间办
公楼二层

56 宁夏祥玉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

916401213178955864 李祖玲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公寓
12-8-23号房

57 宁夏鑫申宣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7483763 郑飞
永宁县望远镇银子湖水都二
区30#楼二单元602室

58 宁夏坤瑞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640121200015145 王艳侠
永宁县杨和镇北苑小区5-2
号

59 宁夏硕志曼汽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073813213P 陈军
永宁县望远镇银川万商国际
汽车城B9区086号

60 宁夏祁门福太莱工贸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5XWPB03 祁永峰 永宁县望远镇板桥六队40号

61 宁夏企赞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1AKQ90 邓育红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A7号楼607室

62 宁夏浩博精创实业有限
公司

91640100684234659B 马宏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

63 宁夏蜀将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3NQ27M 张殿春
永宁县望远镇望远人家A区
67-2号房

64 宁夏龙盛源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5WB13X5 毛龙
永宁县望远庆丰苑南区A26
号楼15号房

65 银川青岩商贸有限公司 91640121MA75W8078W 张喜平
永宁县望远镇四季鲜市场
23-21号

66 银川市宝康航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HU3Y79 梁荣
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南区
B23#-10号房二层

67 宁夏天贸物资有限公司 916401217150988652 康楠
永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
园一号楼57号房

68 宁夏太合绒业有限公司 91640121585394630N 叶翠红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

69 宁夏万塘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L2013G 吴钰彬
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南区1-
B-09号房



70 宁夏汇楠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91640121344200794L 沈毅
永宁县杨和镇祥和名邸49号
楼8号房

71 宁夏瑾婷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DKX00F 马存付 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月玉路

72 宁夏聚能达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00MA76C5B63E 丁福成
永宁县杨和镇阳光花园B区
二号楼1-501室

73 宁夏昶恒达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91640100MA75WR870Y 王玉琨
永宁县望远路丰装饰材料市
场17#楼32、34号

74 宁夏永源啸岳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640121200020106 李啸岳
永宁县闽宁镇福宁村回乡北
路

75 宁夏鹏晨达工程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5WGT588 周少刚
永宁县望远兰花花国际公寓
12号楼11层41号

76 宁夏连珍行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

91640121317870522X 王连珍 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七组

77 永宁县乐群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

916401215962173490 马田仁 永宁县玉泉营大街

78 宁夏仟毅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HYPW1U 马军 永宁县闽宁镇武河村四组

79 宁夏群英贸易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L7C566 梁杰
永宁县望远镇立业春城二区
3A号楼5号房

80 宁夏桓宇鑫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1J2R6E 杨坚
永宁县杨和镇团结路玉皇阁
商城东2号楼9号房

81 宁夏昊恒源物资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28XM89 曹玉娟
永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
园四号楼55号房

82 宁夏升懿达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61D9A5F 张海峰 永宁县胜利乡园林村二组

83 宁夏耀莱科技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GH4N27 陈晗
永宁县杨和镇永泰家园二期
B区32幢11号房

84 喵咕酱食品技术（宁
夏）有限公司

91640121MA75W29B13 尹霞奇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路
东侧

85 宁夏晟源隆劳务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KDWW59 袁敬真
永宁县胜利乡三沙源9区9号
楼2号房

86 宁夏云中飞龙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0L07XE 王永飞
永宁县望远镇望远人家A区
70-17号

87 银川成欣达家具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

91640121064753490J 陈永清 永宁县望远镇红旗九队



88 宁夏蓝湖化工有限公司 640121200023985 刘小平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望银路
路口第三厂区

89 宁夏奋进科教设备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5WG8DXB 谢仁朋
永宁县望远立业春城二区三
号楼2-101室

90 银川绿豪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91640121684212644A 薛宁 永宁县胜利乡胜利村五队

91 宁夏富乾创业建材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5W1335X 周丽
永宁县望远兰花花国际公寓
A8-1号楼1014号房

92 宁夏垚易盛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J41H5U 王闹闹
永宁县望远镇民生蔚湖城27
号楼2416室

93 宁夏万品祥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712EKXJ 李强兵
永宁县望远四季鲜综合批发
市场一号楼35号房

94 宁夏盛宁永泰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闽宁分公司

91640121MA76J6GFXP 柴小娟
永宁县闽宁镇闽宁商贸汽车
物流园1-7号房

95 宁夏景瑄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J5LC4N 曹峰
永宁县望远镇路丰建材物流
园6号楼第4层2号房

96 宁夏晨冉富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6K3WD28 彭金富
永宁县杨和镇南桥商贸中心
九号楼1号房

97 银川市麦香记食品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0RPK2G 姚东明
永宁县望远镇长湖村经纬创
业园202A-2号

98 宁夏碧琼物资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KQK965 范碧琼
永宁县望远镇北方国际建材
物流城H15号楼64号房

99 宁夏快狗商贸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L7EB8X 梁杰
永宁县杨和镇南桥商贸中心
十一号楼11号房

100 宁夏旺鑫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D4A35R 徐永峰
永宁县杨和镇杨和康城12-
19号营业房

101 宁夏探探鼠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6L8AF8J 梁杰
永宁县杨和镇南桥商贸中心
十一号楼11号房

102 宁夏玺格商贸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L2MM5J 朱祁钰
永宁县胜利乡三沙源3区20
号楼3号营业房

103 永宁县闽宁镇育新堂教
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KJYK6J 王金龙
永宁县闽宁镇棚户区改造C-
01-6-4、5号

104 宁夏有财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KCJ83E 高燕峰
永宁县杨和镇南桥商贸中心
3-A号楼1号房

105 宁夏睿恒华续工程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476L7D 何建华
永宁县望远镇北方国际建材
物流城H6号楼19号房



106 宁夏宋江泰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6HD142E 谭佳欣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A20号楼819号房

107 宁夏林岚瑞劳务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J0CU08 何启兰
永宁县闽宁镇木兰村二组
80-1号

108 银川市五洋种养殖有限
公司

91640121064755082F 韩丽萍 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

109 宁夏银川市锐鑫机电设
备销售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HQK57L 董建康
永宁县望远镇中央大道东侧
商贸中心4-003号

110 宁夏腾非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GH8P45 刘小东
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
寓A6号楼603号房

111 宁夏哎北客食品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72Q7M20 张斌强
永宁县闽宁镇商贸汽车物流
园8号楼04（复式）室

112 宁夏孝远亨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6K3TU2B 陈孝远
永宁县杨和镇杨和新村二期
41号楼19号房

113 宁夏禾菲律达商贸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L8BR20 田元
永宁县杨和镇永泰家园A区
23号楼10号房

114 宁夏绿达康生鲜配送有
限公司

91640121MA76HKXB20 李向红
永宁县望远四季鲜综合批发
市场二十二号楼21号房

115 宁夏盛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6J2BR5E 马国东
永宁县闽宁镇木兰村二组
80-2号

116 宁夏博焱鸿劳务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JGCQ1U 张超
永宁县望远镇唐徕湖畔小区
12＃楼1单元602室

117 宁夏蜜沙果品科技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5YX3091 宋晓毅 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七队

118 宁夏闽宁亚通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91640121MA76JEXC5X 郑时勇
永宁县闽宁镇扶贫产业园
016号

119 宁夏竹辰食品有限公司 91640100MA76H47F6R 辛洁
永宁县望远镇千户小区7号
楼4号房

120 宁夏启奥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

91640121MA773X3W3F 乔瑜
永宁县杨和镇祥和名邸四十
八号楼11号房

121 宁夏鑫隆丁商贸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6KRDU6W 柳晓华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红旗路
西侧（德锐斯工贸A-1地
块）

122 宁夏康鲁节能设备有限
公司

91640121073832801T 贾淑萍
永宁县望远镇四季鲜综合批
发市场十号楼24号房二层

123 宁夏捷海进出口有限公
司

91640121MA7726L237 段彦楠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路
东侧四号车间附属楼7号房



124 宁夏园游会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91640121MA76L7NN37 姚东梅
永宁县望远镇109国道东侧
、大新渠西侧路丰装饰材料
市场二期四层D8837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