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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8年1月9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ABBOTT	LABORATORIES	S.A.	 菁挚呵护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1 2023年1月8日

2 ABBOTT	LABORATORIES	S.A.	 菁挚呵护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2 2023年1月8日

3 若尔盖高原之宝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原之宝牦牛奶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8 2023年1月8日

4 若尔盖高原之宝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原之宝牦牛奶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9 2023年1月8日

5 若尔盖高原之宝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原之宝牦牛奶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0 2023年1月8日

6 诺帝柏欧 喜宝倍喜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3 2023年1月8日

7 诺帝柏欧 喜宝倍喜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4 2023年1月8日

8 诺帝柏欧 喜宝倍喜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5 2023年1月8日

9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铂优加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1 2023年1月8日

10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铂优加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2 2023年1月8日

11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铂优加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3 2023年1月8日

第三十五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8年1月4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育见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1 2023年1月3日

2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育见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2 2023年1月3日

3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育见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3 2023年1月3日

4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优巧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4 2023年1月3日

5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优巧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5 2023年1月3日

6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优巧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6 2023年1月3日

7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美庐优能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7 2023年1月3日

8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美庐优能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8 2023年1月3日

9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爱优诺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09 2023年1月3日

10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爱优诺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0 2023年1月3日

11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爱优诺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1 2023年1月3日

12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亲蓓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2 2023年1月3日

13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亲蓓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3 2023年1月3日

14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亲蓓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4 2023年1月3日

15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美庐优能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5 2023年1月3日

16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美庐优培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6 2023年1月3日

17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美庐优培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7 2023年1月3日

18 爱优诺营养品有限公司 美庐优培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8 2023年1月3日

19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雅臻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19 2023年1月3日

20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雅臻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0 2023年1月3日

21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雅臻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1 2023年1月3日

22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天逸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2 2023年1月3日

23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天逸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3 2023年1月3日

24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天逸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4 2023年1月3日

25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纽希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5 2023年1月3日

26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纽希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6 2023年1月3日

27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纽希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7 2023年1月3日

28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纽希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8 2023年1月3日

29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可诺贝儿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29 2023年1月3日

30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可诺贝儿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0 2023年1月3日

31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可诺贝儿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1 2023年1月3日

32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安格奇诺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2 2023年1月3日

33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安格奇诺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3 2023年1月3日

34 多加多乳业（天津）有限公司 安格奇诺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4 2023年1月3日

35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宜品益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5 2023年1月3日

36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宜品益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6 2023年1月3日

37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宜品益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37 2023年1月3日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新添88个配方
截至2018年1月18日，又有88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的配方注册申请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批

准，后续获准注册信息还将即批即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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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8年1月12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爱羽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9 2023年1月11日

2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爱羽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0 2023年1月11日

3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爱羽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1 2023年1月11日

4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可瑞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6 2023年1月11日

5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可瑞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7 2023年1月11日

6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可瑞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08 2023年1月11日

7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蓓康僖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4 2023年1月11日

8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蓓康僖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5 2023年1月11日

9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蓓康僖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6 2023年1月11日

10 新益美营养品有限公司	 倍恩喜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2 2023年1月11日

11 新益美营养品有限公司	 倍恩喜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3 2023年1月11日

12 新益美营养品有限公司	 倍恩喜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4		 2023年1月11日

13 Ausnutria	Heerenveen	Pluto	B.V.	 美优高经典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5 2023年1月11日

14 Ausnutria	Heerenveen	Pluto	B.V.	 美优高经典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6 2023年1月11日

第三十八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8年1月18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高培（广州）乳业有限公司 迪唯恩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8 2023年1月17日

2 高培（广州）乳业有限公司 迪唯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9 2023年1月17日

3 高培（广州）乳业有限公司 迪唯恩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47 2023年1月17日

4 Valio	Ltd,	Lapinlahti	production	plant	 麦蔻乐芬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7 2023年1月17日

5 Valio	Ltd,	Lapinlahti	production	plant	 麦蔻乐芬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8 2023年1月17日

6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添采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0 2023年1月17日

7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添采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1 2023年1月17日

8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添采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2 2023年1月17日

9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宝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3 2023年1月17日

10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宝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4 2023年1月17日

11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伊宝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5 2023年1月17日

12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诺滋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6 2023年1月17日

13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诺滋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7 2023年1月17日

14 甘南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诺滋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8 2023年1月17日

15 湖南欧比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欧素力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59 2023年1月17日

16 湖南欧比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欧素力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0 2023年1月17日

17 湖南欧比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欧素力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1 2023年1月17日

18 农庄乳业有限公司 可贝思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5019 2023年1月17日

19 农庄乳业有限公司 可贝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5020 2023年1月17日

20 农庄乳业有限公司 可贝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5021 2023年1月17日

21 天津澳斯乳业有限公司 欧铂佳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2 2023年1月17日

22 天津澳斯乳业有限公司 欧铂佳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3 2023年1月17日

23 天津澳斯乳业有限公司 欧铂佳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4 2023年1月17日

24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优蓓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5 2023年1月17日

25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优蓓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6 2023年1月17日

26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优蓓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80067 20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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