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行业类型 法定代表

人(负责

人)

经营地址(住所)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币种 成立日期

鲁山县超越建材店 92410423MA9K46
D377

个体工商户 制造业 陈赛赛 鲁山县鲁山振兴路南段路西五洲国
际商贸城一期A13-103号

一般项目：门窗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北品玉阁玉器

店

92410423MA9K46
EJ43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曹向怀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徐营
村曹庄组39号

一般项目：珠宝首饰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肖记餐饮店 92410423MA9K46
C57K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雷晓利 鲁山县花园路与尧山大道交叉口北
20米路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亚倩理发店 92410423MA9K46
GP6R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石亚倩 鲁山县钢厂路火路桥北50米路东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张官营镇广源

种植家庭农场

92410423MA9K46
GQ4L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魏闯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官营镇南

丁庄村二组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

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金有餐饮店 92410423MA9K46
JE5Q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雷金有 鲁山县顺城路东段路北113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沙河湾家庭农

场

92410423MA9K46
P33K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周孩 鲁山县琴台办事处马洼社区闫寨村
365号

一般项目：水果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中

草药种植；休闲观光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水产养殖；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豫农水果种植

农场

92410423MA9K46
RW3Q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郭建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沈庄
村张东组12号

一般项目：水果种植；谷物种植；草种植（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圣保路汽车服

务中心

92410423MA9K46
DN05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赵五可 鲁山县振兴路五洲国际商贸城B区2
幢101-102号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洗车服务；汽车拖

车、求援、清障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延双餐饮店 92410423MA9K46
F727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王延双 鲁山县鲁阳镇钢厂路宗庄农村信用
社北50米路西

许可项目：小餐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磙子营乡红跃

保健服务中心

92410423MA9K46
H24K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张红跃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磙子营乡磙
子营村3组140号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粥多多餐饮铺 92410423MA9K46
MY8K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程辉芳 鲁山县河南省平顶山鲁山县鲁阳镇
泰山路176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俊衡水泥制品

场

92410423MA9K46
T472

个体工商户 制造业 邬俊衡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七里

头村二组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朋云食品零售

超市

92410423MA9K46
TD0M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刘朋云 河南省鲁山县董周乡武庄村郑门东
组76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

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烟

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仓颉大酒店 92410423MA9K46
TN25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赵玉婷 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下仓头三叉路
口东50米路北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简优服饰店 92410423MA9K47
EM14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马风华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磙子营乡一

组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平顶山市新业建材销

售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7
EX1F

有限责任公

司

批发和零售业 耿立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三里河转盘
北300米路西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制

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厨具

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3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河南创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鲁山分公司

91410423MA9K47
9H9F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建筑业 吕小军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文化

服务中心院内二楼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红博养殖场 92410423MA9K45
TT9P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杨艳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西羊
石村北1000米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自厚木材加工

厂

91410423MA9K47
T58G

非公司私营

企业

制造业 薛自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磙子营乡渠

庄村三组

一般项目：木材加工；木材收购；木材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5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河南吉启星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8
2G9X

有限责任公

司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朱亚婷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南段

万创公园世纪小区商铺一号楼三楼

一般项目：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

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市场

营销策划；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喜来乐日用百

货店

92410423MA9K48
486L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李黑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背孜乡土门
办事处土门156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

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鑫昌水泥制品

厂

92410423MA9K45
PM68

个体工商户 制造业 焦应举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乡政
府北500米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建筑砌块制造（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反转时光美容

坊

92410423MA9K45
RT6Q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郑笑笑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乡政
府东20米路北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乡果百货超市 92410423MA9K46
E17T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何天长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乡代
坪村钱庄组400号

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河南冠乡源农业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46
HM8N

有限责任公

司

农、林、牧、

渔业

王文宾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与鲁
平大道交叉口东200米路南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薯类种植；麻类

作物种植（不含大麻）；糖料作物种植；蔬菜种

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植；茶叶种

植；中草药种植；油料种植；树木种植经营；食用

农产品初加工；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休闲观光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0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富顺日用百货

店

92410423MA9K46
LN10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杨军军 鲁山县城南新区振兴路与望城路交
叉口五洲国际商贸城一期B13幢1
层109号

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百货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胜楠货运服务

部

92410423MA9K45
W6XC

个体工商户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宁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乡政
府东300米路北

许可项目：邮件寄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远召餐饮店 92410423MA9K46
EH8E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郭远召 鲁山县张店乡张店村徐楼组北200
米路西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海明餐饮店 92410423MA9K46
G60M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张海明 鲁山县鲁阳镇鲁山之窗2-105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豫尧美食餐饮

店

92410423MA9K46
HT5F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李自奎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店乡花园
路与鲁平大道交叉口南30米路东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源鹏香菇种植

场

92410423MA9K46
RH04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郭兆鹏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小集
村后东组194号

一般项目：食用菌种植；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邢永强冷饮店 92410423MA9K4
CQ36X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邢永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张良
像西10米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日

用百货销售；箱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八月美容护肤

店

92410423MA9K4F
6B29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焦巧珍 鲁山县墨公路中段电信营业厅对面
111号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宗旗养殖场 92410423MA9K48
DWXK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刘宗旗 鲁山县张店乡王湾村西300米路北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侯国强日杂店 92410423MA9K4
CQJ7G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候国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思源
剧社区4号楼2单元2-102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韩三伟蔬菜种

植家庭农场

92410423MA9K4
CQK5B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韩三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虎营

村十一组

一般项目：蔬菜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洛阳孟翔新能源有限

公司鲁山分公司

91410423MA9K4
DM846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张跃民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中塘
村中塘组6号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

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之窗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48
9C0M

有限责任公

司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韩小涛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与尧
山大道交叉口西北角鲁山之窗8号
楼

一般项目：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婚庆礼仪服务；

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礼仪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企业形象策划；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外卖递

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日用百货

销售；票务代理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5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占红水泥制品

销售部

92410423MA9K4E
X44K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张占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袁寨

村九组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河南大宏远建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鲁山第二

分公司

91410423MA9K4J
5FX4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建筑业 王亚俊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马楼
市场东段8号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贾晓广文具店 92410423MA9K4J
EK87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史金枝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马楼
中心小学西10米

一般项目：文具用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伴仕林居民宿

农家院

92410423MA9K4
CRC6W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康红晓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澎河
桥西头路南66号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

洗浴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平顶山安良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B
K6XP

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业 杨秋菊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北环路与墨
公路交叉口向南200米路西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

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108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禾润再生资源

回收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B
WD3H

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业 邹娜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辛集
村1组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固体废物治理；非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

利用服务；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梁满星干果店 92410423MA9K4K
HT37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梁满星 鲁山县向阳路山楂树酒店往南50米
路西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笑星理发店 92410423MA9K4K
J68P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梁爱红 鲁山县邓小平市场西段路南73号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悦享保健服务

工作室

92410423MA9K4K
JQ1L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侯玲 鲁山县向阳路中段路西301号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万友百货便利

超市

92410423MA9K4
CMKXL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安东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三杰
商贸街西段24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玉玺美甲服务

店

92410423MA9K4E
AM5C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刘玉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下汤镇老街
村8号

一般项目：美甲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生

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溢香园种植场 92410423MA9K4
CH630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郭松阳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三街

东村

一般项目：水果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彬彬果树种植

场

92410423MA9K4
G3F99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付艳彬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荆圪
垱村南1000米

一般项目：水果种植；农副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汇味百货店 92410423MA9K4
GCF63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陈世会 鲁山县墨公路北段路西10米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人民币元 2021-8-25

河南飞艳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4
HX0XM

有限责任公

司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张艳艳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北环路与墨
公路交叉口向南200米路东

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文艺创作；礼仪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张良镇渡宾男

装店

92410423MA9K4
CNR30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闫春凯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张良
像南300米路东113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河南省贵隆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鲁山分公司

91410423MA9K4
CU15W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建筑业 郭月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党群

服务中心一楼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4



平顶山大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D7U9R

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业 齐淑玉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人民路中段
兴鲁佳苑2栋703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休闲

娱乐用品设备出租（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68.0000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容易养生服务

馆

92410423MA9K4F
4N8U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朱二峰 鲁山县城新生街92号临街门面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平顶山市易鸵源养殖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K
2B0C

有限责任公

司

农、林、牧、

渔业

李鑫龙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店乡郭庄

村郭庄一组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种畜禽生产；活禽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

用；畜禽收购；饲料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

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

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开森广告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4K
7D9N

有限责任公

司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黄赛楠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与
墨公路交叉口东30米路南

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平面设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交通及公共

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科伟养殖场 92410423MA9K4
G6G62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王科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郎坟
村北2000米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经纬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HNN47

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业 王亚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墨公路与府
后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家具安装和维

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1.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河南迈顺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4
HNR7K

有限责任公

司

房地产业 买柳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城大街与
花园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东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城乡市容管

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停车场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赵村镇婷婷美

发店

92410423MA9K4K
9648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王婷婷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中汤
村中汤街66号

许可项目：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速品服装店 92410423MA9K4F
5P0R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闫春凯 鲁山县顺城路中段137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4

鲁山县博创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HTG5T

有限责任公

司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周国正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乡黄
沟村曹北组80号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平顶山市亿鑫吊装机

械租赁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G7M1G

有限责任公

司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刘文杰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兴路与光
明路交叉口向东50米路北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3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5

鲁山县万春商砼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4
N8Y57

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业 叶志节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连沟

村后连沟二组

一般项目：砼结构构件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水泥制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高爱轻餐饮店 92410423MA9K4
Q3A5H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高爱轻 鲁山县露峰街道新华村五组382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平顶山中誉农资销售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W7L7Q

有限责任公

司

批发和零售业 韩新科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袁寨

村九组

一般项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

农用薄膜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

发；农作物种子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华宸百货商行 92410423MA9K4L
E183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张轶豪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北环路东段
豫西建业物流园B区9栋29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

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母婴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马楼乡家贝物

流服务部

92410423MA9K4L
P42N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张家贝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贾集
村家中家小区2单元1号房

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怡珂副食品商

行

92410423MA9K4L
P854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卢怡珂 鲁山县人民路下洼口北200米路西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

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海植花花卉店 92410423MA9K4L
UE64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赵二伟 鲁山县鲁平大道小詹营村路北6号 一般项目：花卉种植；礼品花卉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平顶山腾阳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P
D20E

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业 王艳涛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范庄
村一组6号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

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

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住宅水电安

装维护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结构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鑫吉祥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UY79W

有限责任公

司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杨宇坤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张良
街邮局南200米路东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艳慧服装铺 92410423MA9K4
WCR8A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梁艳惠 鲁山县老城大街西段58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老帅肉菜农副

产品店

92410423MA9K4L
JW36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帅东彬 鲁山县张店乡望城路中段昊盛源小
区路北对面10号楼

一般项目：新鲜蔬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

新鲜水果零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

产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意林蛋糕店 92410423MA9K4
MNBX3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闫爱华 鲁山县张店乡中州路西段路南2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笑笑水果销售

店

92410423MA9K4P
95XH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王晓娜 鲁山县西穆路路西51号院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私人订制卫浴

馆

92410423MA9K4L
EW19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李真真 鲁山县振兴路南段路西五洲国际
B29栋1楼101 102 111 112

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跃全种植家庭

农场

92410423MA9K4L
Q9X5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闫跃全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湖泉

店村六组

一般项目：水果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晟睿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T
133A

有限责任公

司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李海东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人民路东段
下洼村村委会北200米路西

一般项目：文艺创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

作；平面设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四川缘云风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鲁山分公

司

91410423MA9K4
WJ95M

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建筑业 张继源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镇尧山

村蓝海酒店四楼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机械设备租

赁；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增月百货部 92410423MA9K4L
KT50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李鹏辉 鲁山县张店乡化肥厂转盘东100米
路南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俊宇种植家庭

农场

92410423MA9K4L
KWXC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李超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苏庄

村三组

一般项目：食用菌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松洋饮食店 92410423MA9K4
W9P2L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陈兵兵 鲁山县南关铁桥南八街5组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7

河南大丰沟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WE85X

有限责任公

司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赵书贵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朱家
坟村大丰沟桥北20米路东

一般项目：游览景区管理；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酒店管理；

游乐园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农

副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35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梦翔网络工作

室

92410423MA9K4
WJG2G

个体工商户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李梦强 鲁山县顺城路西段68号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海依澈百货超

市

92410423MA9K4X
4C7K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张珊珊 鲁山县交通街60号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咏秀明颜美容

养生店

92410423MA9K4L
FN42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任金娜 鲁山县张店乡花园路东关转盘北
200米路东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宁宁百货商店 92410423MA9K4
WEG0K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张元元 鲁山县向阳路中段盐业大厦院内南

楼

一般项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

售；化妆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日用百货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宜美多百货商

行

92410423MA9K4L
LK8P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韩延生 鲁山县鲁平大道东段东方国际花园
小区向西100米路南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

售；箱包销售；钟表销售；化妆品零售；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鲜肉零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声韵乐器销售

部

92410423MA9K4
M6796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胡淑雅 鲁山县城南新区花园路与尧山大道
交叉口（鲁山之窗商业街2号楼211
商铺）

一般项目：乐器零售；乐器零配件销售；乐器维修

、调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婧怡童装店 92410423MA9K4L
RD91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李彩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贾集

村三组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永胜养殖场 92410423MA9K4
M214R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王石磊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汇源办事处
申庄村小郭庄组390号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家禽饲养；牲畜饲养（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鸿鑫美容工作

室

92410423MA9K4
Q1U6T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何红军 河南省鲁山县董周乡周庄口西30米
路南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猛超养殖场 91410423MA9K4
U6A5B

非公司私营

企业

农、林、牧、

渔业

常广辉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露峰办事处
新华社区居委会5组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

畜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倾城美容店 92410423MA9K4
WAJXQ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申馥瑞 鲁山县人民路与向阳路交叉口向西
150米路南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化妆品零售；日用品销售；美甲服务；养生保

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欢姐饮食店 92410423MA9K4X
BE8G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段冠杰 鲁山县健康路北段路东4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螺轩螺螺蛳粉

餐饮店

92410423MA9K4L
GD9X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王帅领 鲁山县尧山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北

角鲁山之窗一层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华晨广告文印

部

92410423MA9K4
WF9XU

个体工商户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杨三妮 鲁山县老城大街137号 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办公用品

销售；日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忆晨百货店 92410423MA9K4L
RTXC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刘晨光 淘宝：
https://shop261833315.taobao.co
m；拼多多：

https://shop.pinduoduo.com/oXUm
f3ef；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仅限于

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团城乡娟娟小

吃店

92410423MA9K4
M7247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王买官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团城乡丁字
路口39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创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MG05E

有限责任公

司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宋五孩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乡黄
沟村曹北组42号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千鸿布艺经营

部

92410423MA9K4
NX06F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杨贝贝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赵庄村金章
组275 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飘逸汽车轮胎

经营店

92410423MA9K4
R2P4D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刘行行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店乡下洼
村宋庄组281号

一般项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居典装饰材料

店

92410423MA9K4L
H171

个体工商户 制造业 王军超 鲁山县振兴路南段五洲国际商贸城
A10-215

一般项目：专业设计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

电线、电缆经营；门窗销售；地板销售；建筑陶瓷

制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吃再来水果批

发铺

92410423MA9K4P
7572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郭小干 鲁山县和平农贸水果区3号4号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新

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金双启门窗店 92410423MA9K4
U398F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张东旭 鲁山县鲁阳镇中州路中医院东100
米路北

一般项目：门窗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少壹家庭农场 91410423MA9K4
UR666

非公司私营

企业

农、林、牧、

渔业

冯东亮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黄背
洼村下黄背洼组南200米路东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果种植；农副产品销售；畜

禽粪污处理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秋菊保健服务

店

92410423MA9K4
WBHXD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李秋菊 鲁山县马道街23号（鲁山县二街小

学东200米）

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韩明饮食店 92410423MA9K4
WG377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韩明明 鲁山县南关大街28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米桂坊餐饮管

理店

92410423MA9K4L
HRXX

个体工商户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刘亚歌 鲁山县花园路与尧山大道交叉口西
北角鲁山之窗6一113.114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鲁山县铭硕麻辣汤店 92410423MA9K4
MM62L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王松涛 鲁山县钢厂路农村信用社斜对面
113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6

平顶山居美家商贸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4
N8P1K

有限责任公

司

批发和零售业 霍三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大道和
花园路交叉口西300米路北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家具销售；门窗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办公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

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劳

动保护用品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6

平顶山市坤正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
N8T40

有限责任公

司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王占国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四山
村村委向东200米路北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农业面

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土地整治服务；自

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态保护区管理服务；固体

废物治理；森林固碳服务；植物园管理服务；再生

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6

平顶山三瑞轩商贸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4
R3P0R

有限责任公

司

批发和零售业 刘双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望城路东段
名仕花园北50米路西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茶具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海智健营销策

划工作室

92410423MA9K4
UH704

个体工商户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张信超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店乡申庄
村申庄组147号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会议及

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7

鲁山县大华百货商行 92410423MA9K4A
6C7M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杨万喜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光明路与鲁
兴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南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

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服装服

饰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鞋

帽零售；箱包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美发饰品销

售；化妆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

渔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莹贺餐饮店 92410423MA9K49
LQ41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王小平 鲁山县向阳路与鲁平大道交叉口向
东150米路北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艳朋养殖场 92410423MA9K49
GY8W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段艳朋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露峰街道办
事处上洼社区张堂组21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

畜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潮流元素服装

店

92410423MA9K49
ND0L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吴彩艳 鲁山县北关东街100号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众宏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49
TN0P

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业 陈军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振兴路南段
五洲国际商贸城B区8栋9号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

生陶瓷制品销售；灯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

安装和维修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专业设

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牛鲜生餐饮店 92410423MA9K4A
8U7G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业 岳朝闻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与
花园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东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延峰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

93410423MA9K49
P15A

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

农、林、牧、

渔业

张艳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库区乡金沟

村后柿园一组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

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

发经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

建设运营等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23



鲁山县付家百货店 92410423MA9K49
PX7G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业 付艳培 鲁山县健康路中段22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鞋帽零售；服装服饰零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民币元 202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