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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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小甜妞生活超市 92410423MA9K55
0X29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王冬梅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商峪口村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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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明伟葡萄种植场 92410423MA9K55
MW4M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王明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
河扒新村西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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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中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鲁山分公司

91410423MA9K55
N25N

有限责任公司

分公司

建筑业 张禄艳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

道西段北侧碧天华庭第二幢东
单元10层

一般项目：规划设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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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旺财日用品销售

商行

92410423MA9K54
K15A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张炳旭 鲁山县向阳路大下坡左转第二

间

一般项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

（不含药品、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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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0

鲁山县陈红伟农产品收

购行

92410423MA9K55
1F1D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陈红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绰楼村一组

一般项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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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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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晓晶生活超市 92410423MA9K55
299M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王晓晶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贾集村二组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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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果小贝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

93410423MA9K52
HTXH

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

农、林、牧

、渔业

蒋贝贝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
群虎岭村崔沟组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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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人民币元 2021-8-30

鲁山县易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51
Y40R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詹可可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

傅岭村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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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0

鲁山县荣恩商行 91410423MA9K52
YE5T

非公司私营企

业

批发和零售

业

孙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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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美发饰

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茶具销售；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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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30



平顶山市易丰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50
GHXA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业 李建峰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振兴路
南段路西五洲国际A7区101-
103号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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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专业设

计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

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门

窗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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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0

鲁山县李娜米线店 92410423MA9K54
YB66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李素娜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马塘村二组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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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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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众乐装饰装修工

程店

92410423MA9K56
8W8F

个体工商户 建筑业 王召辉 河南省鲁山县董周乡八里仓村
高速路西200米路南

一般项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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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小平美发店 92410423MA9K56
8M62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史妞妞 河南省鲁山县董周乡小集路口
东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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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婷美百货商行 92410423MA9K56
97XG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王继辉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董周乡
董村三组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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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

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玩具销售；五金产品零

售；互联网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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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耿东伟工程机械

店

92410423MA9K55
0106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耿东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楼西村311国道路东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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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拓丰商行 91410423MA9K52
C6XN

非公司私营企

业

批发和零售

业

谢红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磙子营
乡关西村6组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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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8-30

平顶山溢浩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91410423MA9K53
DR0D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业 樊马军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乡
东肖楼村豫邮小学东60米

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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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

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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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8-30

鲁山县舒畅餐饮店 92410423MA9K5
CJH1J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王渝辉 鲁山县向阳路逸林宾馆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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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鲁山县丹悦服装店 92410423MA9K5
DJA75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高志广 鲁山县向阳路北段二建公司楼

下第八间门面房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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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鲁山县艺诺美发店 92410423MA9K57
TX2B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王艺诺 鲁山县墨公路中段路西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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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星宇汽车养护店 92410423MA9K5
D67X2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何七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楼西村一组

一般项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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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鲁山县鑫多娃奶粉店 92410423MA9K5E
7R2X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李莲 鲁山县让河乡让东村菜市场北
50米路东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婴幼儿洗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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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服装

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玩具销售；母婴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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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平顶山凡诚商贸有限公

司

91410423MA9K57
307D

有限责任公司 批发和零售

业

樊晓琪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
与顺城路交叉口东200米路南

一般项目：农副产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

售；皮革制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玩具销售；母婴用品销

售；户外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

营；电子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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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风行停车场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5
DUW7X

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

张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人民路
与钢厂路交叉口向东30米路

南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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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人民币元 2021-9-1

鲁山县文学停车场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5
DX39M

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业

李文学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城大
街中段二街学校西50米路北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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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人民币元 2021-9-1

鲁山县长根停车场 91410423MA9K5B
WW4U

非公司私营企

业

制造业 郭长根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
南段行政大厅南10米路东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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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人民币元 2021-9-1

鲁山县军辉小吃店 92410423MA9K5
D7GX1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赵军辉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楼西村311国道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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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鲁山县大北农饲料店 92410423MA9K5
D3M3Y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张聚法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马楼村八组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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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鲁山县利哥养殖场 92410423MA9K5
D8A7C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王国利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牛栏庄村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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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河南万满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5
DD74F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业 范其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人民路

中段（露峰下洼小学西
20米）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公

路管理与养护；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修理；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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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

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体

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市政设施管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农

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金属制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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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

鲁山县李换童装店 92410423MA9K53
QR32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叶学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贾集村一组

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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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0

鲁山县辰辰美容店 92410423MA9K59
9C9D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孙海霞 鲁山县北关东街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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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31

鲁山县江河艳芳烟草经

营店

92410423MA9K5
GK858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南泉水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
北沟门岗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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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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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张官营镇国钦电

动车经营部

92410423MA9K5
M893Q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牛国钦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官营
镇营南村二组16号

一般项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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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鲁山县艳芳中式快餐店 92410423MA9K5F
F13W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刘素霞 鲁山县鲁阳镇花园路麦果超市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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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鑫信和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5
GA731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杨録焱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
汉王大道桥南200米路东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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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客串吧餐饮店 92410423MA9K5F
AY18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李豪杰 鲁山县花园路与鲁平大道交叉
口麦果超市西墙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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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江河买记早餐店 92410423MA9K5F
QU0H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马艳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
江河市场45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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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平顶山市欧冠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5
GFG99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业 侯建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

连沟村三组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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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工程施

工；砼结构构件制造；水泥制品制造；建筑用石加

工；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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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人民币元 2021-9-2



鲁山县诚诚蔬菜水果店 92410423MA9K5F
FN3J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吕海洋 鲁山县鲁平大道中段中国银行
西30米路南

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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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平顶山市汇硕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5L
9549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业 王春虎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花园路
与望城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

北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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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人民币元 2021-9-3

鲁山县芙萍池洗浴中心 92410423MA9K5F
BT7C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安小红 鲁山县花园路与顺城路交叉口
向东100米路北

许可项目：洗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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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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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金玺棠酒店 92410423MA9K5J
P420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焦亚龙 鲁山县花园路与尧山大道交叉
口向西15米路北（鲁山之窗

三楼）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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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诩玮商贸有限公

司

91410423MA9K5K
XE89

有限责任公司 批发和零售

业

乔鹏鹏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
北街村4号院16号

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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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鲁山县沛宇商行 91410423MA9K5
MP67A

非公司私营企

业

批发和零售

业

林鹏翔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北环路
东段建业物流园院内A区9号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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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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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人民币元 2021-9-3

鲁山县杨晓燕餐饮店 92410423MA9K5F
GX19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杨晓燕 鲁山县振兴路五里堡转盘南
30米路东5号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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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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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豫福栗干果食品

店

92410423MA9K5F
CY4W

个体工商户 制造业 张见党 鲁山县老城大街一街小学对面
178号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未经

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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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鼎轩餐饮店 92410423MA9K5F
HF0D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李艳沛 鲁山县人民路下洼口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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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慕丝美发店 92410423MA9K5
HFN9K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冯高恩 鲁山县健康路与琴台街交叉口
东50米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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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少钦农业机械销

售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5F
4B52

有限责任公司 批发和零售

业

王长雨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

让东村二组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工

程用机械销售；农业机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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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河南万苏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鲁山一分公司

91410423MA9K5
GDG6L

有限责任公司

分公司

建筑业 全修贤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
让西村八组5号

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

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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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

工专业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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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人民币元 2021-9-2

鲁山县镇洁餐饮店 92410423MA9K5
HBN3A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杨镇洁 鲁山县人民路东段路北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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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水泉居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

91410423MA9K5K
TAX5

有限责任公司 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张世昌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镇
上坪村石洞沟组18号

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农副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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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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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平顶山农意美农业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5F
U78R

有限责任公司 农、林、牧

、渔业

段亚卓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库区乡
西沟村00号

一般项目：食用菌种植；谷物种植；园艺产品种

植；蔬菜种植；水果种植；中草药种植；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农副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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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牲畜饲

养；动物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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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人民币元 2021-9-2

鲁山县从新美发店 92410423MA9K5
HGG80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刘欠 鲁山县墨公路北段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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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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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葡梦苑家庭农场 91410423MA9K5
HXD14

非公司私营企

业

农、林、牧

、渔业

刘小涛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汇源办
事处军王庄村南20米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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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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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人民币元 2021-9-2

鲁山县雅恩化妆品销售

超市

92410423MA9K5F
E339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孔铭雅 鲁山县鲁阳镇墨公路南段正安

新世界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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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群山面条店 92410423MA9K5F
JL2E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杨群山 鲁山县老城大街东段三车队西
20米路北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小餐饮、

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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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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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库区承刚种植家

庭农场

92410423MA9K5
HLRX1

个体工商户 农、林、牧

、渔业

戚承刚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昭平台
库区乡明山寺村东贺庄组1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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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旺百年好太太厨

卫店

92410423MA9K5
HRD3G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李真真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

贾集村一组

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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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磙子营乡范范百

货店

92410423MA9K5
M7Q6U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范飞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磙子营
乡杨村村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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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日

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食用农产品零

售；新鲜水果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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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鲁山县磙子营乡大众理

发店

92410423MA9K5
M7Y1J

个体工商户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孙小红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磙子营

乡磙子营村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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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鲁山县鲁尧饲料销售店 92410423MA9K5F
9W99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孟海岭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钢厂路
原钢厂东院9栋8号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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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鲁山县宜居民宿农家院 92410423MA9K5K
476T

个体工商户 住宿和餐饮

业

裴园园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
乡柴沟村黄土岗组1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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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2

平顶山晟昊农林牧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5
NH85B

有限责任公司 农、林、牧

、渔业

王亚超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城大
街东段三车队向西200米路北

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园

艺产品种植；豆类种植；水果种植；休闲观光活

动；树木种植经营；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副产品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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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牲畜饲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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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人民币元 2021-9-3

鲁山县靓轩服装零售店 92410423MA9K5P
HM5W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梁五妮 鲁山县健康路电业局东50米
路北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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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鲁山县晴晖新能源有限

公司

91410423MA9K5P
FA46

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

业

曹亚辉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府前东
路与鲁班路交叉口向北30米
路西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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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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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人民币元 2021-9-3

鲁山县良元日用品店 92410423MA9K5P
GD5Y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赵纳新 鲁山县墨公路与老城大街交叉
口向南200米阳城百合小区楼

下

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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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鲁山县皓颖橙酒水商行 92410423MA9K5
Q43X2

个体工商户 批发和零售

业

杨红飞 鲁山县南环路盛世华城楼下2
号铺

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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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

菜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日用百货销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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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