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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9月14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欧恩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189 2022年9月13日

2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欧恩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0 2022年9月13日

3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欧恩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1 2022年9月13日

4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欧恩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2 2022年9月13日

5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欧恩贝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3 2022年9月13日

6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欧恩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4 2022年9月13日

7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阳光呵护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3 2022年9月13日

8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阳光呵护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4 2022年9月13日

9 青岛索康食品有限公司 阳光呵护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5 2022年9月13日

10 黑龙江贝特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爱可丁一生爱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5 2022年9月13日

11 黑龙江贝特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爱可丁一生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6 2022年9月13日

12 黑龙江贝特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爱可丁一生爱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7 2022年9月13日

13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剖蓓舒	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37 2022年9月13日

14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剖蓓舒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38 2022年9月13日

15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剖蓓舒	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39 2022年9月13日

16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瑞慕	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0 2022年9月13日

17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瑞慕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1 2022年9月13日

18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瑞慕	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2 2022年9月13日

19 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庐臻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8 2022年9月13日

20 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庐臻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199 2022年9月13日

21 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庐臻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0 2022年9月13日

22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辉山初品	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1 2022年9月13日

23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星恩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2 2022年9月13日

24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3 2022年9月13日

25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4 2022年9月13日

26 法国圣元国际 优博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5 2022年9月13日

27 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卓享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6 2022年9月13日

28 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卓享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7 2022年9月13日

29 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卓享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8 2022年9月13日

30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畅益组合®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09 2022年9月13日

31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畅益组合®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0 2022年9月13日

32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畅益组合®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1 2022年9月13日

33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林奇牧场®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2 2022年9月13日

34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林奇牧场®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3 2022年9月13日

35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林奇牧场®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4 2022年9月13日

截至10月10日，又有166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的注册申请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批准。

至此，已有390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通过注册，后续获准注册信息还将即批即公布。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新添166个配方

第十一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9月15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Canp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安满满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6 2022年9月14日

2 Canp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安满满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7 2022年9月14日

3 Canp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安满满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8 2022年9月14日

4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花冠高阶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5 2022年9月14日

5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花冠高阶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6 2022年9月14日

6 上海花冠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花冠高阶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7 2022年9月14日

7 呼伦贝尔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双娃悦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8 2022年9月14日

8 呼伦贝尔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双娃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19 2022年9月14日

9 呼伦贝尔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双娃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0 2022年9月14日

10 呼伦贝尔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素嘉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1 2022年9月14日

11 呼伦贝尔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素嘉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2 2022年9月14日

12 呼伦贝尔双娃乳业有限公司 素嘉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3 2022年9月14日

13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美纳多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4 2022年9月14日

14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美纳多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5 2022年9月14日

15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美纳多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6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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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9月15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6 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爱优诺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7 2022年9月14日

17 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爱优诺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8 2022年9月14日

18 江西美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爱优诺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29 2022年9月14日

19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美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0 2022年9月14日

20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美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1 2022年9月14日

21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美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2 2022年9月14日

22 雀巢德国有限公司 超启能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49 2022年9月14日

23 雀巢德国有限公司 超启能恩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0 2022年9月14日

24 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 贝因美冠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3 2022年9月14日

25 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 贝因美冠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4 2022年9月14日

26 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 贝因美冠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5 2022年9月14日

27 Arla	Foods	amba	Arinco		 宝贝与我®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1 2022年9月14日

28 Arla	Foods	amba	Arinco		 宝贝与我®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2 2022年9月14日

29 Arla	Foods	amba	Arinco		 宝贝与我®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3 2022年9月14日

30 哈尔滨太子乐乳业有限公司 挚悦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6 2022年9月14日

31 哈尔滨太子乐乳业有限公司 挚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7 2022年9月14日

32 哈尔滨太子乐乳业有限公司 挚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8 2022年9月14日

33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采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39 2022年9月14日

34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采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0 2022年9月14日

35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采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1 2022年9月14日

36 黑龙江辰鹰乳业有限公司	 北玮至护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2 2022年9月14日

37 黑龙江辰鹰乳业有限公司	 北玮至护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3 2022年9月14日

38 黑龙江辰鹰乳业有限公司	 北玮至护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4 2022年9月14日

第十二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9月27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Arla	Foods	amba	Arinco 合生元阿尔法星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4 2022年9月26日

2 Arla	Foods	amba	Arinco 合生元阿尔法星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5 2022年9月26日

3 Arla	Foods	amba	Arinco 合生元阿尔法星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6 2022年9月26日

4 黑龙江辰鹰乳业有限公司 乐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5 2022年9月26日

5 黑龙江辰鹰乳业有限公司 乐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6 2022年9月26日

6 黑龙江辰鹰乳业有限公司 乐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7 2022年9月26日

7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艾贝可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8 2022年9月26日

8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艾贝可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49 2022年9月26日

9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艾贝可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0 2022年9月26日

10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1 2022年9月26日

11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2 2022年9月26日

12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3 2022年9月26日

13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菁爱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4 2022年9月26日

14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菁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5 2022年9月26日

15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菁爱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6 2022年9月26日

16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臻佑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7 2022年9月26日

17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臻佑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8 2022年9月26日

18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臻佑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59 2022年9月26日

19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致越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0 2022年9月26日

20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致越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1 2022年9月26日

21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致越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2 2022年9月26日

22 惠氏营养品爱尔兰有限公司 惠氏®启赋®蕴萃®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7 2022年9月26日

23 惠氏营养品爱尔兰有限公司 惠氏®启赋®蕴萃®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8 2022年9月26日

24 惠氏营养品爱尔兰有限公司 惠氏®启赋®蕴萃®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59 2022年9月26日

25 新莱特乳品有限公司 至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0 2022年9月26日

26 新莱特乳品有限公司 至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1 2022年9月26日

27 新莱特乳品有限公司 至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2 2022年9月26日

28 GEO®POLAND	SP.	Z	O.O. 莱那珂®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3 2022年9月26日

29 GEO®POLAND	SP.	Z	O.O. 莱那珂®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4 2022年9月26日

30 GEO®POLAND	SP.	Z	O.O. 莱那珂®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5 2022年9月26日

31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宜品益臻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3 2022年9月26日

32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宜品益臻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4 2022年9月26日

33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宜品益臻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5 2022年9月26日

34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美优高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6 2022年9月26日

35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美优高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7 2022年9月26日

36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美优高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8 2022年9月26日

37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爱尼可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69 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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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9月27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38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爱尼可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0 2022年9月26日

39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爱尼可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1 2022年9月26日

40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努卡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2 2022年9月26日

41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努卡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3 2022年9月26日

42 北安宜品努卡乳业有限公司 努卡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4 2022年9月26日

第十三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9月3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 君乐宝至臻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5 2022年9月29日

2 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 君乐宝至臻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6 2022年9月29日

3 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 君乐宝至臻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7 2022年9月29日

4 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优幼®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8 2022年9月29日

5 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优幼®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79 2022年9月29日

6 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优幼®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0 2022年9月29日

7 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 贝多灵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1 2022年9月29日

8 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 贝多灵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2 2022年9月29日

9 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限公司 贝多灵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3 2022年9月29日

10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程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4 2022年9月29日

11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程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5 2022年9月29日

12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程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6 2022年9月29日

13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越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7 2022年9月29日

14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越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8 2022年9月29日

15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越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89 2022年9月29日

16 Arla	Foods	amba	Arinco 菁挚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6 2022年9月29日

17 Arla	Foods	amba	Arinco 菁挚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7 2022年9月29日

18 Arla	Foods	amba	Arinco 菁挚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8 2022年9月29日

19 菲仕兰辉山乳业有限公司 子母®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0 2022年9月29日

20 菲仕兰辉山乳业有限公司 子母®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1 2022年9月29日

21 菲仕兰辉山乳业有限公司 子母®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2 2022年9月29日

22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春天羊	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69 2022年9月29日

23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春天羊	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0 2022年9月29日

24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蓝河	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1 2022年9月29日

25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蓝河	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2 2022年9月29日

26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蓝河	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3 2022年9月29日

27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姆阿普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4 2022年9月29日

28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姆阿普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5 2022年9月29日

29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姆阿普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6 2022年9月29日

30 蓝河乳业有限合伙公司 春天羊	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7 2022年9月29日

31 Abbott	Ireland 菁挚纯净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8 2022年9月29日

32 Abbott	Ireland 菁挚纯净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79 2022年9月29日

33 Abbott	Ireland 菁挚纯净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0 2022年9月29日

34 凯爱瑞配料（爱尔兰）有限公司 贝因美绿爱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1 2022年9月29日

35 凯爱瑞配料（爱尔兰）有限公司 贝因美绿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2 2022年9月29日

36 凯爱瑞配料（爱尔兰）有限公司 贝因美绿爱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3 2022年9月29日

37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菁嘉贝比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3 2022年9月29日

38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菁嘉贝比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4 2022年9月29日

39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菁嘉贝比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5 2022年9月29日

第十四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发布日期：2017年10月1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天籁牧羊	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6 2022年10月9日

2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天籁牧羊	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7 2022年10月9日

3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天籁牧羊	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8 2022年10月9日

4 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 领凡阿尔法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299 2022年10月9日

5 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 领凡阿尔法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0 2022年10月9日

6 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 领凡阿尔法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1 2022年10月9日

7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美思雅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2 2022年10月9日

8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美思雅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3 2022年10月9日

9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美思雅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4 2022年10月9日

10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优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5 2022年10月9日

11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优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6 2022年10月9日

12 吉林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优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7 202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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