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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市监办〔2020〕28 号 

 

关于茂名市 2019 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量化管理 A 级单位情况的通报 

 

各区、县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局滨海新区、高新区分局： 

根据《关于实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国食药监食[2012]5 号）的规定，按照省食安办《关

于印发〈广东省餐饮业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的

通知》（粤食安办食营〔2017〕27 号）文件要求，2019 年全市各

地采取多项措施，真抓实干，促进餐饮服务行业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高。经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初评和上报拟评食品安全A级单位后，

茂名市局组织人员对上报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拟评

A 级单位进行抽查审核，审核结果：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等 366 家单位（其中新评 80 家单位）通过审评。现将 2019 年通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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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A 级审核名单给予通报（名单见附件）。 

希望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再接再厉，继续以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为抓手，大力推进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等级“提级”工程，进一

步提高我市 A 级单位比例，推动重大活动接待餐饮服务单位、高

考中考用餐服务食堂、旅游景点餐饮服务单位全部按要求达到 A

级水平，为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促进我市餐饮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茂名市 2019 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 A 级 

      单位名单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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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茂名市 2019 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量化分级管理 A 级单位名单 

（全市 366 家，其中新评 80 家，排名不分先后） 

茂南区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100 家，其中新评 12 家） 

序号 餐饮单位名称 备注 

1 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2 茂名熹龙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3 茂名市高品味大酒店 复审 

4 茂名市茂南高品味大酒店 复审 

5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必胜客东汇城餐厅 复审 

6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必胜客光华餐厅 复审 

7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富丽餐厅 复审 

8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官渡餐厅 复审 

9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肯德基东汇城餐厅 复审 

10 广东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茂名西粤中路分店 复审 

11 广东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茂名油城十路分店 复审 

12 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茂名明湖分店 复审 

13 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茂名双山六路分店 复审 



 

 — 4 — 

14 广东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茂名东汇城分店 复审 

15 广东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茂名凯德广场分店 复审 

16 江门意莱莉餐饮有限公司华侨城分公司 复审 

17 茂名东信至尊大酒楼有限公司 复审 

18 茂名市百乐门喜宴餐饮有限公司 复审 

19 茂名市达商酒店发展有限公司温德姆至尊酒店 复审 

20 茂名市城区相聚时光饮食新福店 复审 

21 茂名市东园大酒店 复审 

22 茂名九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复审 

23 茂名市丰谷餐饮有限公司 复审 

24 茂名市茂南区邹记海鲜美食城 复审 

25 茂名市茂南区德庄火锅店 复审 

26 茂名市茂南区法兰度餐厅 复审 

27 茂名市新天地大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28 茂名市盛百年餐饮有限公司茂名盛和调分店 复审 

29 茂名鑫源酒店 复审 

30 茂名幸福楼餐饮有限公司 复审 

31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茂名石化分公司机关食堂 复审 

32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茂名石化分公司炼油食堂 复审 

33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茂名石化分公司铁运食堂 复审 

34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茂名石化分公司迎宾食堂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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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茂名石化分公司竹园餐饮部 复审 

36 茂名市朗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复审 

37 茂名市朗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人民北食堂 复审 

38 茂名臻能热电有限公司 复审 

39 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金润技术分公司 复审 

40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二食堂 复审 

41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四食堂 复审 

42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食堂 复审 

43 茂名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 复审 

44 茂名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食堂 复审 

45 珠海市宝贤企业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建专） 复审 

46 珠海市鑫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建专） 复审 

47 茂名市第十六中学（北校区食堂） 复审 

48 茂名市第十六中学（南校区食堂） 复审 

49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东校区食堂） 复审 

50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西校区食堂） 复审 

51 茂名市第十一中学食堂 复审 

52 茂名市第十中学食堂 复审 

53 茂名市第九中学食堂 复审 

54 茂名市第八中学食堂 复审 

55 茂名市第七中学食堂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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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茂名市第四中学饭堂 复审 

57 茂名市第五中学食堂 复审 

58 茂名市公馆第一中学食堂 复审 

59 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第一中学食堂 复审 

60 茂名市袂花中学食堂 复审 

61 茂名市低埒小学食堂 复审 

62 茂名市第十七小学食堂 复审 

63 茂名市朝阳春苑小学 复审 

64 茂名市愉园小学 复审 

65 茂名市德育学校食堂 复审 

66 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 复审 

67 茂名市茂南区中大外语幼儿园 复审 

68 茂名市芝麻林优才幼儿园有限公司 复审 

69 茂名市茂南区童心圆幼儿园食堂 复审 

70 茂名市第一幼儿园食堂 复审 

71 茂名市第二幼儿园食堂 复审 

72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官山幼儿园食堂 复审 

73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河东幼儿园食堂 复审 

74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汇景幼儿园食堂 复审 

75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七色花幼儿园饭堂 复审 

76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双山幼儿园食堂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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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文明幼儿园食堂 复审 

78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小油花艺术幼儿园食堂 复审 

79 茂名市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站南幼儿园饭堂 复审 

80 茂名市茂南区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官渡幼儿园饭堂 复审 

81 茂名市茂南区石化幼儿教育管理中心河西幼儿园饭堂 复审 

82 茂名市蓓蕾财富幼儿园 复审 

83 茂名市蓓蕾实验幼儿园 复审 

84 茂名市蓓蕾天骄幼儿园 复审 

85 茂名市蓓蕾幸福幼儿园 复审 

86 茂名市茂南区蓓蕾天心幼儿园 复审 

87 茂名市茂南区童悦幼儿园 复审 

88 茂名市茂南区整头镇小精灵幼儿园食堂 复审 

89 茂名市茂南区德育学校 新评 

90 茂名市茂南区镇盛中心一小食堂 新评 

91 茂名市茂南区贝贝佳幼儿园 新评 

9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西城校区） 新评 

93 茂名市茂南区碧桂园幼儿园 新评 

94 茂名市龙岭学校 新评 

95 茂名市茂南区碧水湾幼儿园 新评 

96 茂名市茂南区财富世家幼儿园有限公司 新评 

97 茂名市第二小学 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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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茂名市江滨小学 新评 

99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心幼儿园 新评 

100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 新评 

电白区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53 家，其中新评 2 家） 

1 茂名市海景湾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2 茂名安泰大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3 茂名市海云雁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4 茂名市电白区斜阳海鲜城 复审 

5 茂名市电白区新海利美食城 复审 

6 茂名市第一中学（东区食堂） 复审 

7 茂名市第一中学西区食堂 复审 

8 茂名市电白区第一中学 复审 

9 广东寅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电白分公司 复审 

10 广州上善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电白分公司 复审 

11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中学 复审 

12 茂名市电白区实验中学 复审 

13 茂名市电白高级中学食堂 复审 

14 茂名市电白区麻岗中学 复审 

15 电白县树仔中学食堂 复审 

16 茂名市电白区环城中学食堂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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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电白县马踏中学食堂 复审 

18 电白县汉山学校第二食堂 复审 

19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食堂 复审 

20 茂名市电白区杨梅小学 复审 

21 茂名市电白区第四小学 复审 

22 茂名市电白区那霍镇中心小学 复审 

23 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中心小学 复审 

24 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实验小学 复审 

25 茂名市电白区新城幼儿园 复审 

26 茂名市电白区盈翠生态幼儿园 复审 

27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广源小太阳幼儿园 复审 

28 电白区水东镇诺培幼儿园食堂 复审 

29 茂名市电白区嘉和豪庭艺术幼儿园 复审 

30 电白区水东镇天赋幼儿园食堂 复审 

31 茂名市电白区清华实验幼儿园 复审 

32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绿城大地幼儿园 复审 

33 茂名市电白区广南艺术幼儿园 复审 

34 茂名市电白区机关幼儿园食堂 复审 

35 茂名市电白区陈村镇和兴艺术幼儿园 复审 

36 茂名市电白区那霍东方艺术幼儿园 复审 

37 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实验幼儿园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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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博雅幼儿园分园 复审 

39 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中心幼儿园 复审 

40 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骏达幼儿园 复审 

41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港口食堂） 复审 

42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水东湾分公司食堂 复审 

43 茂名市荔园居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44 江门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电白分店 复审 

45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电白餐厅 复审 

46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美优乐餐厅 复审 

47 茂名市电白区海上人家餐饮店  复审 

48 电白区卖鱼翁餐饮店 复审 

49 电白县水东镇肯德利快餐厅 复审 

50 电白县水东镇三角圩肯德利快餐厅 复审 

51 茂名市电白区醇香思餐饮店 复审 

52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春蕾幼儿园 新评 

53 茂名市电白区沙院镇城南幼儿园 新评 

高州市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43 家，其中新评 5 家） 

1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高州餐厅 复审 

2 江门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高凉中路分店 复审 

3 广东高州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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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州市山美街道爱德堡幼儿园食堂 复审 

5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高州校区 复审 

6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高州必胜客餐厅 复审 

7 广东高州中学 复审 

8 高州市第一中学食堂 复审 

9 高州市第三中学高中部食堂 复审 

10 高州市第四中学 复审 

11 广东省高州农业学校 复审 

12 高州市新垌中学食堂 复审 

13 高州市伊迪幼儿园 复审 

14 高州市东升幼儿园食堂 复审 

15 高州市分界中学 复审 

16 高州市华阳中英文学校 复审 

17 高州市喜宴餐饮有限公司 复审 

18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挂榜校区） 复审 

19 高州市第二中学 复审 

20 广东高州中学初中校区 复审 

21 高州市永盛幼儿园(文笔路） 复审 

22 高州市永盛文明幼儿园(文明路） 复审 

23 广东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 复审 

24 高州市德尚实验学校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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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州市山美街道山美中心学校 复审 

26 高州市工交幼儿园 复审 

27 高州市金山街道蒙氏幼儿园 复审 

28 高州市云潭第一中学 复审 

29 高州市新垌镇新垌中心小学 复审 

30 高州市谢鸡镇谢鸡中心学校 复审 

31 高州市金山街道金山中心学校 复审 

32 高州市曹江镇曹江中心学校食堂 复审 

33 高州市古丁中学 复审 

34 高州市文笔路幼儿园 复审 

35 广东茂名农垦火星中学 复审 

36 高州市镇江第一中学 复审 

37 高州市镇江镇镇江中心学校 复审 

38 高州市广雅幼儿园 复审 

39 茂名市东南技工学校 新评 

40 高州市分界第一中学 新评 

41 高州市石鼓中学 新评 

42 高州市中小学德育培训学校 新评 

43 高州市金山中心学校（陈垌校区） 新评 

信宜市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65 家，其中新评 1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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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宜市新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2 信宜市大永利酒店有限公司 复审 

3 信宜市盈富餐饮有限公司 复审 

4 信宜市新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复审 

5 信宜市大天然美食城 复审 

6 信宜市娇姐餐馆 复审 

7 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信宜人民路分店 复审 

8 信宜市信宜中学 复审 

9 信宜市第一中学 复审 

10 信宜市第二中学 复审 

11 信宜市第三中学 复审 

12 信宜砺儒中学 复审 

13 信宜市教师进修学校 复审 

14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复审 

15 信宜市教育城初级中学 复审 

16 信宜市华侨中学 复审 

17 信宜市实验学校 复审 

18 信宜市第八中学 复审 

19 信宜市兴盛中学 复审 

20 信宜市镇隆中学 复审 

21 信宜市镇隆第一中学 复审 



 

 — 14 — 

22 信宜市高坡中学 复审 

23 信宜市金垌中学 复审 

24 信宜市径口初级中学 复审 

25 信宜市怀新中学 复审 

26 信宜市池洞中学 复审 

27 信宜市池洞第一中学 复审 

28 信宜市朱砂中学饭堂 复审 

29 信宜市白石中学 复审 

30 信宜市合水中学 复审 

31 信宜市教育城小学 复审 

32 信宜市第二小学 复审 

33 信宜市第三小学 复审 

34 信宜市第五小学 复审 

35 信宜市第六小学 复审 

36 信宜市池洞中心小学 复审 

37 信宜市东镇街道栗木小学 复审 

38 信宜市合水镇第一小学 复审 

39 信宜市幼儿园 复审 

40 信宜市教育城幼儿园 复审 

41 信宜市实验幼儿园 复审 

42 信宜市茶山镇中心幼儿园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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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信宜市大成镇中心幼儿园 复审 

44 信宜市钱排镇中心幼儿园 复审 

45 信宜市池洞镇中心幼儿园 复审 

46 信宜剑桥幼儿园 复审 

47 信宜市东星幼儿园 复审 

48 信宜市金垌镇径口英贤幼儿园 复审 

49 信宜市洪冠镇演海饭店 复审 

50 信宜市小博士餐饮店 复审 

51 信宜市第四中学 新评 

52 信宜市第五中学 新评 

53 信宜市第六中学 新评 

54 信宜市丁堡职业高级中学 新评 

55 信宜市水口中学饭堂 新评 

56 信宜市水口第一中学  新评 

57 信宜市洪冠第二中学 新评 

58 信宜市白石第二中学 新评 

59 信宜市大成中学 新评 

60 信宜市大成第二中学 新评 

61 信宜市钱排中学 新评 

62 信宜市平塘中学 新评 

63 信宜市平塘第二初级中学 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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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信宜市平塘第三初级中学 新评 

65 信宜市新宝中学 新评 

化州市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88 家，其中新评 38 家） 

1 广东省创齐集团有限公司星河国际假日酒店 复审 

2 化州市新品味大酒店（原绿香缘大酒店） 复审 

3 化州市第一中学 复审 

4 化州市同庆镇中心小学 复审 

5 化州市下郭街道中心幼儿园 复审 

6 化州市良光中学 复审 

7 化州市河西街道中心幼儿园 复审 

8 化州市臻胜餐饮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复审 

9 化州市化州幼儿园食堂 复审 

10 化州市第九中学 复审 

11 化州市杨梅中学 复审 

12 化州市丽岗中学 复审 

13 化州市河西街道北岸小学 复审 

14 化州市鉴江开发区长虹幼儿园食堂 复审 

15 化州市鉴江区萨贝尔意式快餐店 复审 

16 化州市北岸肯麦基餐厅 复审 

17 化州市林尘中学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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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化州市林尘镇童乐幼儿园（原林尘镇春蕾幼儿园） 复审 

19 化州市同庆镇兆蒙幼儿园 复审 

20 化州市笪桥中学 复审 

21 化州市第六中学 复审 

22 化州市官桥中学 复审 

23 化州市实验中学 复审 

24 化州市笪桥中心幼儿园 复审 

25 化州市东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复审 

26 化州市同庆镇居委幼儿园 复审 

27 化州市同庆镇星海幼儿园 复审 

28 化州市长岐镇实验幼儿园 复审 

29 化州市同庆镇西城幼儿园 复审 

30 化州市长岐镇实验小学 复审 

31 化州市文楼中学 复审 

32 化州市银丝中学 复审 

33 化州市那务镇壶垌精英幼儿园 复审 

34 化州市中垌镇中心幼儿园 复审 

35 化州市林尘镇林华初级中学 复审 

36 化州市林尘镇小太阳幼儿园 复审 

37 化州市新安中学 复审 

38 化州市第二中学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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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化州市第三中学 复审 

40 化州市昌华食府 复审 

41 化州市鉴江开发区中心幼儿园 复审 

42 化州市河西街道橘洲明珠幼儿园 复审 

43 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化州北京西路分店 复审 

44 化州市河西街道爱尚幼儿园 复审 

45 化州市第七中学食堂 复审 

46 化州市河西街道世纪之星幼儿园 复审 

47 化州市杨梅镇德贤幼儿园 复审 

48 广东环球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复审 

49 化州市德育学校 复审 

50 化州市河东鉴江开发区辅元坊幼儿园 复审 

51 化州市中垌中学 新评 

52 化州市石龙中学 新评 

53 化州市长岐中学（东校区） 新评 

54 化州市江湖中学 新评 

55 化州市新安镇第一中学 新评 

56 化州市同庆镇乐洋洋幼儿园 新评 

57 化州市同庆镇康乐幼儿园 新评 

58 化州市鉴江开发区阳光幼儿园 新评 

59 化州市同庆镇赛恩小太阳幼儿园 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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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化州市同庆镇实验幼儿园 新评 

61 化州市明月首府幼儿园 新评 

62 化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新评 

63 化州市第十一小学食堂 新评 

64 化州市鉴江开发区童欢幼儿园 新评 

65 化州市鉴江开发区长虹幼儿园 新评 

66 化州市下郭街道七彩幼儿园 新评 

67 化州市下郭街道贝乐文学幼儿园 新评 

68 化州市河西街道增塘幼儿园 新评 

69 化州市江湖镇智慧星幼儿园 新评 

70 化州市江湖镇福娃幼儿园 新评 

71 化州市丽岗镇泽润实验幼儿园 新评 

72 化州市丽岗镇丽江童梦幼儿园 新评 

73 化州市林尘镇未来之星幼儿园 新评 

74 化州市文楼镇中心小学 新评 

75 化州市文楼镇中心幼儿园 新评 

76 化州市宝圩镇群星幼儿园 新评 

77 化州市中垌镇莲塘尾幼儿园 新评 

78 化州市中垌镇蒲公英幼儿园 新评 

79 化州市中垌镇欢欢幼儿园 新评 

80 化州市那务镇优博幼儿园 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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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化州市杨梅镇大坡菊藩学校 新评 

82 化州市新安镇中心小学 新评 

83 化州市笪桥镇新星幼儿园 新评 

84 化州市良光镇健幼启慧幼儿园 新评 

85 化州市合江镇禾堂岭幼儿园 新评 

86 化州市合江镇新苗幼儿园 新评 

87 百胜餐饮（广东）有限公司茂名肯德基橘洲一号餐厅 新评 

88 化州市品尝餐饮店 新评 

滨海新区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11 家，其中新评 6 家） 

1 电白县龙头山浪漫海岸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复审 

2 电白县电城镇中心小学 复审 

3 茂名市电白区电城镇中心小学（爵西校区）食堂 复审 

4 滨海新区电城镇中心幼儿园食堂 复审 

5 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 复审 

6 茂名滨海新区博贺镇港旭幼儿园 新评 

7 电白县第四中学（北校区食堂） 新评 

8 茂名市电白区电城中学食堂 新评 

9 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镇东方新城幼儿园 新评 

10 茂名滨海新区电城镇欣欣幼儿园 新评 

11 茂名市电白区电城镇港头小学食堂 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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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 A 级食品餐饮单位名单 

（6 家，其中新评 2 家） 

1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工食堂） 复审 

2 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热电食堂） 复审 

3 茂名高新区贝童双语幼儿园 复审 

4 茂名高新区七迳镇可可卡西幼儿园 复审 

5 茂名市茂港区七迳中学 新评 

6 茂名高新区七迳镇 121 尼乔双语幼儿园 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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