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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安徽菊泰滁菊草本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米奇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 安徽永兴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 平山县葫芦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安徽 旌德县天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 迁西县金地甘栗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农垦 北京莲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 迁西县栗海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农垦 北京泗家水香椿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北 迁西县喜峰口板栗专业合作社

北京农垦 双行线（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 张北县坝藜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农垦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 张北县代家村藜麦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农垦 保定莲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 张北县宏大家庭农场

福建 福建缔奇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 中藜藜麦产业发展张北有限公司

福建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三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 焦作菡香沿黄稻米合作联社

福建 福建省武夷山市永生茶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拜泉县领航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 福建省霞浦县盛威工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乾绪康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 福建文鑫莲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石人沟渔业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飞思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兴安岭聚兴大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福建 古田县顺达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兴安岭绿健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 沙县大通农牧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兴安岭腾达大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福建 沙县禄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大兴安岭天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 厦门市青云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兴安岭永林大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福建 童城（福建）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 抚远市鲟鳇鱼繁育养殖有限公司

甘肃 甘肃佳业天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富裕天箭泉绿色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甘肃 甘肃万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 甘南县红古杂粮种植专业合作社

甘肃 两当金润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 甘南县兴塔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甘肃 临洮恒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黑河市爱辉区卧牛湖水库管理处

甘肃 陇南市摩溪春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古道庄园米业有限公司

甘肃 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迦泰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 山丹马场三场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金海大地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 武威绿晟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镜泊湖瑞雪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 永昌露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绿丰生态面业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天池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省千鹤岛湿地公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河源万绿湖长丰水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省铁力九河泉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罗定市丰智昌顺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世粮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黑龙江天锦食用菌有限公司

广西 广西凌云县绿贵茶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虎林市苏汐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西 广西平果县古州茶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桦川县冷云农副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广西 广西田林长江天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黑龙江 桦川县五良纯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广西 广西象州太粮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桦南县山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广西 桂林自然之爱农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吉康园（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 兴业县山心云雾茶厂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双收芸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贵州 岑巩县猴子坡生态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 加格达奇区兴龙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贵州 贵州润永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佳木斯冬梅大豆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 澄迈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 佳木斯粒粒纯源杂粮专业合作社

海南 陵水鑫园有机生态园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佳木斯市大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 承德三源生态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密山市盈收现代农机合作社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福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牡丹江康之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禾林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穆棱市凯飞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黄旗皇种植有限公司 黑龙江 穆棱市双丰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 丰宁满族自治县景升养殖有限公司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查罕诺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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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五粮玉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 澧县城头山苞耳米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庆安鑫利达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 临澧县科信达农技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 汤原县振兴乡鑫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 祁阳湘君白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五常市田源绿色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 双牌湖湘农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五常市兴国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吉林 吉林吉河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 山口湖鑫生富有绿色渔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 吉林省三稻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 伊春北极钺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 吉林市吉兴粮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伊春市丰园森林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 松原市和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伊春市雪中王山特产品有限公司 江苏 阜宁县硕集李刚家庭农场

黑龙江 伊春芗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 灌云县伊山镇彩光有机稻米种植家庭农场

黑龙江 肇东市黎明镇金钊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 建湖县福泉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肇东市太平乡光远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 江苏大敬茶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 肇东市王老宝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 江苏谷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 肇东思膳源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虹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江苏兴耕元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龙顺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 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茅宝葛业有限公司

湖北 丹江口市圣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南山坞生态农林有限公司

湖北 恩施市富之源茶叶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浦桥玉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恩施炜丰富硒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晴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北 恩施州聪麟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三元双宝乳业有限公司

湖北 恩施州伍家台富硒贡茶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 江苏陶峰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 鹤峰县金阳特色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 金利油脂（苏州）有限公司

湖北 鹤峰县龙福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

湖北 湖北海丰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溧阳市天目湖茶叶研究所

湖北 湖北鹤峰县骑龙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溧阳市天目湖羽韵茶场

湖北 湖北绿可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溧阳市天目湖玉枝特种茶果园艺场

湖北 湖北绿杉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 溧阳市幽香苏茶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绿珍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 连云港银丰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省鹤峰鑫农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秦邦吉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省郧西县槐树茶场 江苏 南京严氏茶叶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双竹生态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南通市百味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宣恩维民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 泗洪沃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 荆门市双福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泗洪县环宇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湖北 罗田县天堂水库管理处 江苏 苏州市吉成酱业酿造有限公司

湖北 麻城市浮桥河水库管理处 江苏 泰兴市银杏协会

湖北 神农架林区神农奇峰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徐州莱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 随州市二月风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 盐城稻乡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恒森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宜兴佳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 宣恩县富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 宜兴市百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 宣恩县七姊妹山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宜兴市曹金茶场

湖北 宣恩县神农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 宜兴市富根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湖北 宣恩县伍台昌臣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宜兴市兰山茶场

湖北 钟祥市寿之根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苏 宜兴市新街茗苑茶林场

湖南 安化云台山八角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宜兴市张渚镇猴子岭果林生态园

湖南 湖南边江源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宜兴市中川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 湖南莽山瑶益春茶业有限公司 江苏 镇江市恒康调味品厂

湖南 湖南湘沩茶叶有限公司 江西 浮梁县瑶里茶叶有限公司

湖南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得雨活茶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湖南中联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赣森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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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江西瀚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嘉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汇润膳食堂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绿源油脂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三丰香油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三爪仑绿色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山东沂蒙山花生油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省进贤县粮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 泰安市栗欣源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省鄱阳湖壹号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 威海刘公岛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 威海市威隆休闲农场

江西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威海市文登区勾勾吉果品专业合作社

江西 江西源森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威海市文登区秀德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江西 萍乡市万龙山茶场 山东 微山县远华湖产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 永新崖雾茶业有限公司 山东 烟台天力酒业有限公司

辽宁 辽宁铁岭市文选葡萄专业合作社 山东 鱼台县丰谷米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兴甜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鱼台县淯源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 赤峰神农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 枣庄瑞丰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 达拉特旗裕祥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 大兴安岭诺敏绿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重庆市上桥粮食中转库有限责任公司东平分公司

内蒙古 鄂温克旗阳波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 诸城市康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 海拉尔农垦（集团）那吉屯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淄博商厦远方有机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 科右前旗森淼水产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 大同市博信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 大同市神山任启食用油有限公司

内蒙古 内蒙古久鼎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 代县毓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 内蒙古塞宝燕麦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 晋中茂元种植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 内蒙古宇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 娄烦县润和美种植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 商都县瑞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西 山西禾卓伟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罡罡农贸专业合作社 山西 山西老农贡亚麻籽油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 扎赉特旗绰勒银珠米业有限公司 陕西 麟游县秦牧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宁波 宁波市奉化银龙竹笋专业合作社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宁波 浙江枫康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益海嘉里（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 宁夏立兰酒庄有限公司 四川 宝兴县安乓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夏 宁夏塞外香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 宝兴县高石庄牦牛羊原生态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夏 银川市天河通夏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 宝兴县硗磧深山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青岛 青岛朝日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 宝兴县硗磧乡半节沟金鑫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青岛 青岛亿丰果品有限公司 四川 宝兴县硗磧乡五倒拐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青海 玛沁县有机畜牧业协会 四川 宝兴县水海子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青海 祁连县畜牧业协会 四川 成都春华锦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 安丘市百泉春谷种植专业合作社 四川 成都翔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北方超级稻产业化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 广元市玺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浮来青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 芦山县马牛山翠香茶业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维康庄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 芦山县盈安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 金乡县成功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 芦山县玉喜茶叶专业合作社

山东 莱芜市嬴泰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 绵阳元春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莱芜市渔业开发公司资源维护捕捞队 四川 南充市凤鸣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临朐县九山镇果业协会 四川 邛崃市紫漫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德海蔬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石棉县东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 荣成爱伦湾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 石棉县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 荣成市北和春茶叶专业合作社 四川 四川天源油橄榄有限公司

山东 荣成市正宇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四川 天全县西蜀雅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 乳山市白沙滩镇在礼冷藏厂 四川 雅安市熊猫家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渤海口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 西安真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分中心 企业名称 分中心 企业名称

西藏 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EVERPROSPER FOOD INDUSTRIES SDN.BHD.

新疆 和田天力沙生药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绿华夏 Fayrefield Foods A/S

新疆 克拉玛依红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FrieslandCampina Nederland B.V.

新疆 乌恰县托云牧场帕米尔牧羊养羊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绿华夏 Fuji Oil (Singapore) Pte Ltd

新疆 新疆昆托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Fynbo Foods A/S

新疆 新疆赛湖渔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Gemtree Vineyards Pty Ltd

新疆 新疆乡都酒业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Hakubaku Australia Pty. Ltd.

新疆 新疆仪尔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Healthy Times, Inc.

新疆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塔里木灌区水利管理处 中绿华夏 Hortifrut Chile S.A

云南 芒市遮放贡米有限责任公司 中绿华夏 IVENET CO.,LTD.(艾唯倪株式会社)

云南 弥渡县大帅茶厂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J.M. Gabler-Saliter Milchwerk GmbH

云南 腾冲高黎贡山生态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Kialla Pure Foods Pty Ltd

云南 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绿华夏 Kyvalley Dairy Group Pty Ltd

云南 云南摩尔农庄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Mead Johnson Nutrition Pty Ltd

云南 云南云澳达坚果开发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MUELA-OLIVES, S.L.

云南 镇沅桂花甲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Murray River Organics

漳州 佳香源（福建）茶业工贸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Nature DK

浙江 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Natures Dairy Australia Pty Ltd

重庆 中垦华山牧乳业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NutriDutch B.V.

重庆 云阳县南山峡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 中绿华夏 O.F.D SPA

重庆 重庆峻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OpenCountry Dairy Limited NZ

重庆 重庆米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Organic Dairy Farmers of Australia Ltd

重庆 重庆市万盛区夜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中绿华夏 Organic Dairy Hub Cooperative NZ Ltd

重庆 重庆硒旺华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Organic West Milk, Inc.

中绿华夏 北京爵士那森咖啡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PT. Sorini Agro Asia Corporindo

中绿华夏 高侨优（深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中绿华夏 RAFAEL ALONSO AGUILERAS

中绿华夏 廊坊开发区益嘉粮油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RIGAS DZIRNAVNIEKS AS

中绿华夏 海普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A DELICELAIT

中绿华夏 江阴市田晟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 中绿华夏 Sabo Italia Srl

中绿华夏 大连千世隆经贸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ALENA ESTATE WINE

中绿华夏 内蒙古赛乌素绿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anmik Food (Pvt.) Ltd.

中绿华夏 涓海國際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anta Teresa S.A.

中绿华夏 龙口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C AGRO IULIA SRL

中绿华夏 鹏景国际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C ORGAPIC SRL

中绿华夏 展裕国际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CEA Château de lugagnac

中绿华夏 姚安县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绿华夏 Schwarzwaldmilch GmbH Freiburg

中绿华夏 AAK Netherlands B.V. 中绿华夏 SILL Entreprises

中绿华夏 AGRANA Starke GmbH 中绿华夏 SOLOVERDE SRL

中绿华夏 Allied Pinnacle Pty Ltd 中绿华夏 Tatura Milk Industries Limitied

中绿华夏 Aloja Starkelsen SIA 中绿华夏 Trigona Dairy Trade BV

中绿华夏 ALPAVIT Käserei Champignon GmbH ＆Co KG 中绿华夏 UniGrain Pty Ltd

中绿华夏 Angove Family Winemakers 中绿华夏 Valfoo AG

中绿华夏 Arla Foods amba 中绿华夏 Valio Ltd.

中绿华夏 Bayerische Milchindustrie eG 中绿华夏 VFI GmbH

中绿华夏 BODEGAS IBANESAS DE EXPORTACION S.A. 中绿华夏 Vinedos Emiliana S.A.

中绿华夏 CHUNGDAMEUN CO. LTD 中绿华夏 VISION KOREA CORPORATION

中绿华夏 Colmena Sprl 中绿华夏 Vitagermine SAS

中绿华夏 Comercial Greenvic S.A. 中绿华夏 Wyeth Nutritionals (Singapore) Pte.Ltd.

中绿华夏 Darnum Park Pty Ltd 中绿华夏 Yarra Valley Foods Pty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