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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文件 
 
 

农组委发[2016]21 号 

 
 
 
 

关于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参展农产品金奖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展团，各有关单位： 

按照《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评奖办法》（农

组委发[2016]4号）和《关于开展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

展农产品评奖活动的通知》（农组委发[2016]6号），在企业申报、各

展团组织评选推荐的基础上，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综合审议，并

对参评产品进行展出现场核查审定，决定授予黑龙江省五常金禾

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聖上壹品”大米、云南昭通绿键果蔬商贸有

限公司“满园鲜”昭通红富士苹果、广东茗皇茶业有限公司“茗

皇”红乌龙茶、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现代牧业”纯牛奶、

辽宁大连棒棰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棒棰岛”淡干海参等 301个

参展农产品金奖。 

希望获得“金奖”产品荣誉称号的企业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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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市场意识、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紧紧把握市场需求，强化

企业管理，扎实推进标准化生产，着力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宣传推介，

塑造品牌形象，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贡

献。 

 

附件：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产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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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螺 北京果脯 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

2 宋宝森 西瓜 北京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

3 太子峪绿山谷 鲜食食品芽苗画 北京绿山谷芽菜有限责任公司

4 德蜂堂 蜂胶液 北京德蜂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5 前龙 葡萄 前庙葡萄专业合作社

6 卫星河 牛肉 天津市玉祥牧业有限公司

7 岳川 豆豉 天津市岳川食品加工厂

8 中滨 蛹虫草 天津市东方中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 迎宾 老火腿香肠 天津市肉类联合加工厂

10 弗里生乳牛 巧克力奶 弗里生（天津）乳制品有限公司

11 利民 蒜蓉辣酱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12 参皇岛 海参 秦皇岛海勇水产有限公司

13 壳素红 甲壳素红枣 行唐县几丁质红枣专业合作社

14 美客多 甘栗仁 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5 和才 NFC鲜榨果蔬汁 玉田县黑猫王农民专业合作社

16 广府 糖醋蒜 邯郸市广府食品有限公司

17 承德富龙 马铃薯全粉 承德富龙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8 雪川农业 马铃薯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9 河峪 小米 榆社县河峪小米专业合作社

20 木语 核桃 霍州市田牧禾农林产品有限公司

21 九州香 富硒小米 山西九州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2 水塔 6°水塔老陈醋 山西水塔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帅林 红山荞麦（面） 山西帅林绿色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附件

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5

6

7

7

河北

山西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产品名单

序号 展团

北京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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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24 天芝润 紫晶乌枣 山西天之润枣业有限公司

25 和韵清 小粒黑苦荞茶
山西振东五和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26 千喜寿源 浓缩沙棘果浆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27 草原峰煌 精选羔羊后腿
锡林郭勒盟草原峰煌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28 汉森 有机酒庄珍藏梅鹿輒葡萄
酒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29 绿泰源 大米 科右前旗蒙良经贸有限公司

30 后旗红 马铃薯 北方马铃薯批发市场

31 谷道粮原 有机小米
内蒙古谷道粮原农产品有限责任公
司

32 成吉思汗 风干牛肉干 内蒙古铁木真食品有限公司

33 辽王府 林东毛毛谷小米
巴林左旗兴业源振兴农副产品加工
专业合作社

34 秀水乡 鸭田米
呼伦贝尔市金禾粮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35 农乡丰 绿豆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36 河套 雪花粉
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37 棒棰岛 淡干海参 大连棒棰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

38 闾山常兴 巨峰葡萄
北镇市常兴鸿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
社

39 思帕蒂娜 冰酒
桓仁思帕蒂娜冰酒庄园股份有限公
司

40 咱有仁儿 花生休闲食品 辽宁正业花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1 绥中白梨 绥中白梨
绥中县大王庙镇富农果业专业合作
社

42 增盛永 扶余四粒红花生 吉林省增盛永食品有限公司

43 增盛永 小米 吉林省增盛永食品有限公司

44 吉松岭 炭泉小米 吉林省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

45 吉松岭 炭泉黑豆 吉林省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

46 开荒队 有机小米 通榆县鹤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47 开荒队 有机玉米馇 通榆县鹤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48 查干湖 黄小米 吉林松粮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

11

5

8

山西

内蒙
古

辽宁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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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49 吉林 8 洮宝 红小豆
洮南市刘老三杂粮杂豆种植专业合
作社

50 熙旺 有机小米
肇东市黎明镇熙旺谷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

51 金福乔府大院 五常稻花香 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雪蜜 雪蜜 黑龙江神顶峰黑蜂产品有限公司

53 森宝源 金钱耳 海林市森宝源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54 黑森 黑蜂椴树蜜
黑龙江黑森绿色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

55 聖上壹品 大米
黑龙江省五常金禾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

56 乾绪康 有机小米 大庆市乾绪康米业有限公司

57 莫斯利安 光明巴士杀菌酸牛奶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58 超大 香菇 超大（上海）食用菌有限公司

59 松林 冷鲜猪肉 上海松林工贸有限公司

60 大山合 香菇 上海大山合菌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农本 崇明老白酒 上海农家酿酒有限公司

62 大白兔 200g巨大白兔奶糖 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63 本派特草 北虫草养生茶 南京本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4 射阳大米 大米 射阳县大米协会

65 杨美华 兴化龙香芋 兴化市美华蔬菜专业合作社

66 九香翠芽 红茶 宜兴珍香生态茶业专业合作社

67 伍员山-伍员飞翠 天目湖白茶 溧阳市天目湖茶叶研究所

68 嵊州香榧 嵊州香榧 嵊州市香榧产业协会

69 天目茂林 手剥山核桃 杭州临安茂林食品有限公司

70 祖名 享瘦素肉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71 口之味 兰溪小萝卜 兰溪市新参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2 博鸿小菜 萧山萝卜干 浙江博鸿小菜食品有限公司

73 嘉善杨庙雪菜 雪菜 嘉善杨庙雪菜专业合作社

74 忘不了 柑桔 浙江忘不了柑桔专业合作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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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
江

上海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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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75 備得福 榨菜 余姚市备得福菜业有限公司

76 恒丰园 蜂胶软胶囊 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有限公司

77 龙王山 安吉白茶 安吉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78 晨光 黑木耳 浙江晨光食品有限公司

79 那时候 有机中华鳖 安徽永兴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0 王仁和 过桥米线 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

81 跨越 瓜蒌籽
安徽潜山县有余瓜蒌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82 朗朗好心人 酱香肘 安徽朗朗好心人食品有限公司

83 金安特 谷朊粉 安徽安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4 溜溜梅 青竹纤梅 溜溜果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 雪枣 糯米 蚌埠市兄弟粮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86 仙芝楼 灵芝孢子油软胶囊 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7 鼎寿 茉莉花茶 福州鼎寿茶业有限公司

88 麒麟山 乌龙茶 福建省麒麟山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89 崟露 福州茉莉花茶-承脉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

90 育新 龙眼干 泉州市育新龙眼干鲜品有限公司

91 弘鑫 柠檬茶
泉州市天马山生态茶业发展有限公
司

92 茶油奶奶 有机山茶油 德化县祥山大果油茶有限公司

93 山林大红 山林大红肠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94 轩斛 崖壁铁皮石斛 鹰潭市天元仙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5 船屋-仙之源 白茶 黎川县船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6 浮红 红茶 浮梁县浮瑶仙芝茶业有限公司

97 千思语 蜂蜜 铅山县康信蜂业专业合作社

98 YANGS’S 赣南脐橙 江西杨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99 泰和乌鸡 泰和乌鸡
泰和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江西泰
和乌鸡协会）

100 春丝 米粉 江西省春丝食品有限公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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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江西

浙江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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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101 维康庄园 有机山鸡蛋
济南维康庄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2 马家沟 芹菜 青岛琴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103 中庄 沂源苹果 沂源县盛全果蔬有限公司

104 三禾农场 火龙薯 枣庄市三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105 宝龙 白兰地 烟台宝龙凯姆斯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106 瑞福 香油 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107 金乡大蒜 金乡大蒜 金乡县华光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108 绿环 食用玉米淀粉 山东弘兴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109 汇润 苹果 山东汇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0 怡和淞 大葱 日照怡和食品有限公司

111 乡村树 长城辣椒 兰陵县平阳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112 天智绿叶 陈集山药 定陶天中陈集山药专业合作社

113 海洋 山东大花生 乳山市金果花生制品有限公司

114 鲁丰 冻分割鸡调理品 山东鲁丰集团有限公司

115 威龙 有机葡萄酒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116 汇生园 烘焙花生 青岛东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7 黄泛区 黄金梨 河南省黄泛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8 生命果 压片糖果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9 南湾鱼 南湾鱼 信阳市南湾水库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120 马红峰 铁棍山药 温县岳村乡红峰怀药专业合作社

121 冷谷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122 山菊 挂面 平顶山山虎粮食加工有限公司

123 伊啦 兔肉 济源市阳光兔业科技

124 正大食品 脆皮猪排 洛阳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125 旺鑫 潢川空心贡面 河南旺鑫食品有限公司

126 五农好 黄豆酱 河南五农好食品有限公司

16

12

山东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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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127 梦想 薏米红豆饼 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司

128 画宝刚 烧鸡 滑县道口画宝刚烧鸡有限责任公司

129 京和100 大米 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

130 采花 采花毛尖（尊品1716） 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

131 咯家果佳 鸡蛋 湖北神地农业科贸有限公司

132 邓村绿茶 邓村绿茶 湖北邓村绿茶集团有限公司

133 圣水 圣水毛尖 湖北圣水茶场有限责任公司

134 喜润家 富硒大米 中兴绿色技术湖北有限公司

135 武当红 红油豇豆 十堰渝川食品有限公司

136 楚品源 干制香菇 湖北品源食品有限公司

137 有吉 黄花菜 衡阳有吉食品有限公司

138 喜乐 鲜百合 龙山县喜乐百合食品有限公司

139 湘春 永丰辣酱 双峰县永丰湘春酱菜园

140 罗拥军 紫薯面 拥军面业（湖南）有限公司

141 御扇果王 猕猴桃 永顺县鸿丰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142 紫鹊贡 贡米
湖南紫秾特色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143 QIJAOL 齐家古树茶油 湖南齐家油业有限公司

144 百叠岭 大叶苦茶 湖南三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145 怡品茗 英德红茶 英德市怡品茗茶叶有限公司

146 茗皇 红乌龙茶 广东茗皇茶业有限公司

147 青洲米 大米 罗定市旺家农业有限公司

148 旺满堂 清化粉 始兴县旺满堂食品有限公司

149 水中鲤 丝苗米 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

150 农爵士 有机稻米 广东天力大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51 橘利 化橘红 化州市益利化橘红专业合作社

152 茂生园 香蕉 广东龙业农业合作社

8

11

12

8

湖南

广东

河南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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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153 东瑞 活肉猪 东瑞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54 皇斋虎噉 金针菜 海丰县供销果蔬加工厂

155 凤球唛 鲍鱼汁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

156 南鹿 牛奶莲雾 海南三亚南鹿实业有限公司

157 天涯菇娘 芒果 海南三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司

158 祥果佳 绿橙
海南琼中瑞果丰绿橙农民专业合作
社

159 洪安 蜜柚 海南澄迈洪安蜜柚

160 澄迈福橙 澄迈福橙 海南澄迈福橙产销协会

161 YCL 莲雾 海南裕昌龙实业有限公司

162 牧榕 文昌鸡 海南牧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63 佳年 红心火龙果 武鸣县润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64 瑶家庄 南丹巴平米 南丹县瑶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165 瑶山煌 香菇
金秀瑶族自治区瑶鸣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166 浦百 百香果 浦北南国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167 包黑子 清水笋 重庆市包黑子食品有限公司

168 树上鲜 花椒油
重庆市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

169 晚艳 菊花 云阳县鑫焘菊花种植股份合作社

170 乡坛子 香菇酱 重庆市汀来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171 华记-思奇香 手撕牛肉 西昌思奇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72 盛康宝 桂圆 泸州市邓氏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173 米仓山 茶叶 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 航粒香 有机米 四川省航粒香米业有限公司

175 龙须淡口 大头菜 自贡市泰福农副产品加工厂

176 天府晨曦 猕猴桃
都江堰市中兴镇晨曦猕猴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177 森态 白魔芋膳食纤维 四川森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8 文昌添宝 天宝蜜柚 梓潼县天宝柑桔专业合作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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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179 俏黔优选 蜂蜜
贵州黔缘本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180 唐桂芝 苦荞三丁油辣椒 贵州芦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181 瀑布 毛峰茶 贵州省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

182 冠香源 贵州普红酸汤 贵州金沙冠香坊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183 版纳小耳 滇南小耳猪鲜肉 西双版纳邦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84 云澳达 坚果 云南云澳达坚果开发有限公司

185 勐库 本味大成普洱茶（生茶） 云南双江勐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186 遮放贡 大米 芒市遮放贡米有限责任公司

187 听牧 牛肉
云南海潮集团听牧肉牛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188 SPRING 西生菜 云南春天农产品有限公司

189 褚橙 冰糖橙 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

190 醇自然 罗平菜油 云南万兴隆集团油脂有限公司

191 苗乡三七 有机三七粉 文山市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

192 傣旺 火烧干巴 瑞丽傣旺食品有限公司

193 来思尔 摩菲酸酪乳 云南皇氏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

194 香格里拉 高原A8干红葡萄酒 香格里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195 白竹山 云雾茶
云南省双柏县白竹山茶业有限责任
公司

196 滇宜 烧鸭肉软罐头 昆明宜良李烧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97 滇雪 清香菜籽油 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

198 卧龙谷 香软米 云南红河卧龙米有限责任公司

199 帝泊洱 即溶茶珍
云南天士力帝泊尔生物茶集团有限
公司

200 密架山猪 猪肉
双柏县鄂嘉镇哀牢山生态畜牧养殖
发展有限公司

201 嘎嘣脆 红富士苹果 鲁甸县浩丰苹果专业合作社

202 满园鲜 昭通红富士苹果 昭通绿键果蔬商贸有限公司

203 无量山跳菜核桃 蜂蜜核桃仁
南涧县红云核桃加工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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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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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204 应福 铁皮石斛 普洱健和堂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205 爱伲庄园 咖啡 云南爱伲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206 云曲坊 甜白酒 云南云曲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7 华宁柑桔 冰糖橙 华宁县新村柑桔有限责任公司

208 牛栏江 青花椒 昭通市大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9 老咚呱 红茶 云南腾冲驼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210 圣鹿 野生核桃油 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11 圣禾 青稞精粮 西藏圣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2 培强肉业 岗巴羊 日喀则市培强生态肉业有限公司

213 眉香金果 眉县猕猴桃 眉县金桥果业专业合作社

214 周大黑 洋县黑米 陕西双亚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215 四皓 熟制板栗仁 陕西君威农贸综合有限责任公司

216 曹儒 红富士苹果 凤翔县绿宝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217 丰禾五谷 神木黑豆
神木县丰禾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218 桃曲坡 苹果
铜川市耀州区锦阳湖果业专业合作
社

219 米家山 鲜百合 兰州米家山百合有限责任公司

220 陇上皇家玫瑰 玫瑰花冠茶 甘肃皇家玫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1 GLDARK PMS 薯都薯味无矾水晶粉条
甘肃圣大方舟马铃薯变性淀粉有限
公司

222 安多牧场 安多牦牛肉 甘肃安多清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223 婵乡源 鹿角菜 甘肃临洮恒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24 先秦贡果 苹果 甘肃礼县乾亿果蔬开发有限公司

225 敦煌飞天 洋葱片 酒泉敦煌种业百佳食品有限公司

226 法福莱 富硒大米 宁夏法福来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27 禹皇酒庄 干红葡萄酒
宁夏青铜峡市禹皇酒庄有限公司(禹
皇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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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228 杞之龍 中宁枸杞 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29 香山硒砂 硒砂瓜 中卫香山瓜果流通有限责任公司

230 江河源 源头纯香菜籽油 青海江河源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1 可可西里 酱卤牦牛肉 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

232 龙羊峡 三文鱼 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233 三江牧场 有机牦牛肉、藏羊肉 青海绿草源食品有限公司

234 红旗坡 苹果 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

235 慧华圣果 沙棘果汁 新疆慧华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6 红果实 红花籽油 克拉玛依红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37 赛湖 高白鲑冻鱼 新疆赛湖渔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38 聚天红 红枣
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
司

239 西悦 婴幼儿配方奶粉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40 永福鸿鼎 高山茶 福建漳平鸿鼎农场开发有限公司

241 冬梅 黑豆豆浆粉 佳木斯冬梅大豆食品有限公司

242 梦园 红茶 福建省苏福茶业有限公司

243 永福 高山茶
福建漳平永福闽台缘高山茶产销专
业合作社

244 瑞芳鱼卷 瑞芳鱼卷 惠安瑞芳食品有限公司

245 虾小弟 潜江龙虾
湖北省潜江市华山水产食品有限公
司

246 晨亿 寿阳小米 山西晋荞米业有限公司

247 诺邓 诺邓火腿 大理州云龙县诺邓火腿食品厂

248 奇麦特 奇台面粉 新疆奇台八一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249 太子妃 大埔蜜柚 大埔县蜜柚行业协会

250 瀚徽 金山时雨 绩溪县上庄茶叶专业合作社

251 苍山大蒜 苍山大蒜 兰陵县越洋食品有限公司

252 科乐吉 丹棱桔橙 丹棱县生态源果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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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253 舒禾牌 舒兰大米 吉林市友诚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254 凉都红心 水城猕猴桃 水城县长丰绿色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55 秦园春 商南茶 商南县沁园春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256 方金山 临川虎奶菇 江西金山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257 勃宏 勃利红松籽 黑龙江宏泰松果有限公司

258 湧鑫牧场 辽宁辽育白牛肉 沈阳湧鑫牧业有限公司

259 淀玉 京西稻 北京大道农业有限公司

260 福返 三亚芒果 三亚福返热带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261 宁鑫 盐池滩羊肉 宁夏盐池县鑫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262 壮乡河谷 百色芒果 广西壮乡河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63 大紫丫 花园口红薯 河南煜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64 桃花雨 兰溪小萝卜 浙江桃花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65 象山岩 大田高山茶 福建省象山岩茶业有限公司

266 淮蒲 淮安蒲菜 淮安康得乐食品有限公司

267 尚容源 阿拉善肉苁蓉 阿拉善尚容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68 香海 港式蒸鱼丸 浙江香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69 盛老汉 京山乌龟 京山盛昌乌龟原种场

270 莲子溪 清水虾 洪湖市宏业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271 松湖渔业 线纹尖塘鳢 东莞市松湖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

272 华盛 麻辣丁香鱼 瑞安市华盛水产有限公司

273 泰進 调味蚬子汤 苏州泰进食品有限公司

274 清江 大口鲶 长阳清江鹏搏开发有限公司

275 勤富 罗非鱼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276 东裕 脆肉鲩 中山市东升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277 海宝 干燥裙带菜 大连海宝食品有限公司

278 楚百湖 茴香整肢虾 湖北海瑞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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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数
量

序号 展团

279 元乳
完达山金装元乳婴幼儿配

方奶粉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80 龙王 豆粉（速溶）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

281 云居 柑桔 江西云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2 果劲 南丰蜜桔 江西省鸿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283 长乐 挂面
黑龙江省农垦胜利粮油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

284 银月牌 白砂糖 湛江市金丰糖业有限公司

285 绿仙 螺旋藻片
广西农垦绿仙生物保健食品有限公
司

286 大明山 绿茶 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287 碧宝 枸杞干果 宁夏枸杞企业（集团）公司

288 洛凌 CTC红碎茶 耿马洛凌茶厂

289 云啡 速溶三合一咖啡 云南咖啡厂

290 九三 非转基因大豆油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91 现代牧业 纯牛奶 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292 恒都 A里脊 重庆恒都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293 南安 板鸭 江西南安板鸭有限公司

294 平岗 大米 吉林众鑫绿色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295 炭山红 苹果 威宁县乌蒙绿色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296 扎西忠社 树椒
得荣县拉吉冲农特产品农民专业合
作社

297 绰尔蒙珠 有机大米
扎赉特旗绰尔蒙珠三安稻米专业合
作社

298 一笑堂 六安瓜片 安徽一笑堂茶业有限公司

299 星斗山 恩施硒茶-利川红茶蛮荒 利川市飞强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300 龙蛙 大米
黑龙江省龙蛙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301 裕丰昌 盐池滩羊肉 宁夏余聪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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