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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臻味坊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 
北京沃德辰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港强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碧城农产品批发市场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洛杉奇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兴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玖兴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新希望天香乳业有限公司 

河北方田饲料有限公司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亚欧果仁有限公司 
昌黎佳朋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鼎晨食品有限公司 
唐山广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廊坊利珠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沧州市华海顺达粮油调料有限公司 
唇动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鑫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喜和圣面业有限公司 

根力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美临多维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康远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鼎康粮油有限公司 
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 
沁水县恒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鸿新农产品有限公司 
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山西琪尔康翅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山西长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郭氏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李牛牛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阴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安达牧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玉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西县恒丰粮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五原县大丰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奈曼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清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威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 
丹东零点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雨丰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仁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行天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德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营口瑞丰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金砣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波音饲料有限公司 
辽宁格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营口供销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钢新元现代农业科技（吉林）有限公司 
吉林省铠绎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磐石市众合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省参威人参产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原敬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珲春华瑞参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佐丹力健康产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长春奢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 
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七台河万通内陆港综合物流有限公司 



中粮建三江米业有限公司 
中粮米业(虎林)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粮米业（绥化）有限公司 
五常市彩桥米业有限公司 
巴彦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依安东方瑞雪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博林鑫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春华秋实粮油有限公司 
方正县盛军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五常金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集团肇源米业有限公司 
上海老杜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好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南京樱桃鸭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博大竹木业有限公司 

宜兴市百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市张场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鑫瑞源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南顺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健飞肠衣有限公司 
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银丰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百斯特鲜食有限公司 
江苏射阳大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乾宝牧业有限公司 

扬州市宏大饲料有限公司 
江苏包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万家福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光明天成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绿港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锦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太阳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宏盛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梁桥米业有限公司 



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老娘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真真老老食品有限公司 
金华金字火腿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天蓬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和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南茶叶市场有限公司 
安徽老乡鸡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神华肉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黑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宿州市东大木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联禽业股份有限公司 
蚌埠市兄弟粮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凤台县国武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全椒县华丰粮油储运有限公司 
大团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龙翔美食王禽业有限公司 
安徽华安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蓝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宁清茶业有限公司 
安徽安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白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鸿叶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德琳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黄山小罐茶业有限公司 
黄山市歙县薇薇茶业有限公司 
六妙白茶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容益菌业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 
名佑（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闽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升隆食品有限公司 



连城县福农食品有限公司 
龙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石狮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司 
长乐聚泉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闽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钦龙食品有限公司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全南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抚州民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南安板鸭有限公司 
江西兴安种业有限公司 
南昌苗旺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普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御华轩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公司 
江西鹏辉高科粮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小才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贵溪市金土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九江市彭泽县宏兴油脂有限公司 
江西金土地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亚太中慧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 
商都恒昌有限公司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蓝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福藤食品有限公司 
中粮山萃花生制品（威海）有限公司 



山东东阿绿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莒县海通茧丝绸有限公司 
诸城东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临清德能金玉米生物有限公司 
沂水大地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华宝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海阳市鼎立种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沃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汝阳杜康酿酒有限公司 
鲁山县正隆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安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鑫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米多奇食品有限公司 
孟州市华兴有限责任公司 

大咖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 
河南兆丰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高山天然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月季基地商丘金平安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神人助粮油有限公司 
息县宏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赛山悟道生态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春泉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三利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今三麦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邓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银发牧业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一致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联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晨科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供销中和农产品市场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小胡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丰庆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民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宏农农牧有限公司 
湖北虾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富农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天门市鑫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楚丰泉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宣恩县伍台昌臣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石花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博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联创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春米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雁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海日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味芝元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绿叶水果有限公司 
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 
补天健康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宏药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恒裕竹木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惠生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世林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湘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神农国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乐禾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侨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澳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乡意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霸王（汕头）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甘竹罐头有限公司 
广东融和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惠东县伦信农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荣业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粤佳饲料有限公司 
广东环球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立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商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新柳邕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茶厂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甜蜜家蜂业有限公司 
广西神龙王农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祝氏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鸿光农牧有限公司 
凌云县宏鑫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华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奇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德佳肉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饭遭殃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丰泽园肥业有限公司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凯欣粮油有限公司 



重庆特珍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雪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丝天成（攀枝花）丝绸有限公司 
四川省遂宁市南大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百岛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尚好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百岳茶业有限公司 
宜宾市申酉辰明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自贡市春兰茶业有限公司 
绵阳辉达粮油有限公司 
甘孜县康巴拉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唯怡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四川岚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欧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远鸿小角楼酒业有限公司 
昭觉县虹谷拉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饭扫光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中科易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首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卓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阳春白雪茶业有限公司 

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南山婆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贵州秀辣天下农业有限公司 
中禾恒瑞（贵州）有限公司 
贵州高原蓝梦菇业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梵天菌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三穗县兴绿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金晨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普安县宏鑫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云南凯普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芸岭鲜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 
云南大天种业有限公司 
元谋县蔬菜有限责任公司 

元谋县果然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 
云南云蓝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红河佳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谷多农牧业有限公司 
宾川县云福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 
蔓莓（西双版纳）果莓种植有限公司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腾冲有限公司 
丽江华坪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迪庆州香格里拉龙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 
西藏日喀则市纳尔扶贫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林芝银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年河乳业有限公司 
西藏阳光庄园农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秦龙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白水县润泉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红星软香酥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石羊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川美域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华西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汉晶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紫阳县和平茶厂有限公司 
丹凤县华茂牧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富强宏图牧业有限公司 
陕西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品高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祁连牧歌实业有限公司 
甘肃凯凯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金昌市源达农副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瓜州县立林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甘肃美娅泛农产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贡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新丁香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大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 
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 
宁夏塞外香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小任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伊犁康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塔城市利凯商贸有限公司 
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岐峰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绿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博圣酒业酿造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惠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鸿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金丰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喀什新粤纺织有限公司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莎车有限公司 
新疆昆仑绿源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刀郎阳光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喀什奥都糖业有限公司 
新疆惠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可克达拉市创锦牧业有限公司 
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金兰植物蛋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