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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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号 

 

 

关于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发布 2016 年 

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用品牌的通知 

 

执委会办公室、各展团、各工作组、各有关单位: 

按照《关于开展 2016 年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用品牌申报工

作的通知》（农组委发[2016]3 号）的有关要求，经过农业部优

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组织各地遴选推荐、形式审查、专家审核、

网上公示及组委会审定等程序，决定授予临海蜜桔等 100个品牌

为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2016 年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 

希望获得荣誉的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管理，进一步挖

掘和弘扬品牌价值与影响力，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促进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     

                         2016年 10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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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2016 年 

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 

 

序号 产品 省份 区域公用品牌 推荐的生产单位 

1 

柑橘 

浙江 临海蜜桔  

浙江忘不了柑桔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临海市涌泉岩鱼头桔场  

临海市涌泉梅尖山柑桔专业合作社 

2 福建 永春芦柑 —— 

3 江西 赣南脐橙 

寻乌县源兴果业有限公司 

江西杨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州轩辕春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 湖北 清江椪柑 

长阳长农柑橘专业合作社 

湖北长阳清江椪柑专业合作社 

长阳大河坡椪柑专业合作社 

5 湖南 东江湖蜜桔 资兴市达达农产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6 广东 梅州金柚 

广东李金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十记果业有限公司 

梅州市兴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 广西 阳朔金桔 阳朔遇龙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 重庆 开县春橙 
开县绿周果业有限公司 

开县传财柑桔种植股份合作社 

9 四川 安岳柠檬 四川省安岳县绿源柠檬发展有限公司 

10 贵州 从江椪柑 从江县果树开发公司 

11 

苹果 

河北 宽城苹果 宽城硒富苹果专业合作社 

12 山西 万荣苹果 

山西红艳果蔬专业合作社 

万荣县王显绿胜园果品专业合作社 

万荣县高村郭威果蔬专业合作社 

13 辽宁 瓦房店小国光苹果 大连东马屯果业有限公司 

14 山东 烟台苹果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泉源食品有限公司 



—3— 
 

14 

苹果 

山东 烟台苹果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15 河南 灵宝苹果 

灵宝市永辉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远山自然农业有限公司 

灵宝市高山天然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16 云南 昭通苹果 鲁甸县浩丰苹果专业合作社 

17 陕西 洛川苹果 

洛川民丰农民专业合作社 

洛川美域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洛川县富百苹果专业合作社 

18 甘肃 庆阳苹果 
庆阳市庆新果业有限公司 

庆阳恒丰源苹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19 宁夏 扁担沟苹果 吴忠市扁担沟玉国果品购销专业合作社  

20 新疆 阿克苏苹果 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 

21 

梨 

河北 赵县雪花梨  

赵县大寺庄果品技术专业合作社 

赵县冀华星果品专业合作社 

赵县大安精园梨果专业合作社  

22 辽宁 绥中白梨 绥中县大王庙镇富农果业专业合作社 

23 安徽 砀山酥梨 

安徽省砀山县园艺场 

砀山县果园场 

砀山县三联果蔬专业合作社 

24 河南 黄泛区黄金梨 河南省黄泛区丰硕农作物原种场 

25 湖北 百里洲砂梨 

枝江市绿洲缘果蔬专业合作社 

枝江市曹家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枝江市百里洲双红砂梨专业合作社 

26 四川 广安蜜梨 四川欧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27 贵州 福泉梨 

福泉市黎山乡罗贝村小龙井果园场 

贵州省福泉市福江农业发展公司 

福泉市兴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8 云南 泸西高原梨 

红河州正玉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泸西县白水陆时高原梨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泸西固白云岭水果种植园 

29 陕西 蒲城酥梨 
陕西蒲城小平实业有限公司 

蒲城洞耳果品专业合作社 

30 新疆 库尔勒香梨 库尔勒美旭香梨农民专业合作社 

31 桃 北京 平谷鲜桃 北京金果丰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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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桃 

北京 平谷鲜桃 北京夏各庄田丰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32 河北 乐亭大桃 

乐亭丞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乐亭县雷刚果树专业合作社 

乐亭县万事达果蔬专业合作社 

33 江苏 凤凰水蜜桃 

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水蜜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 

张家港市凤凰镇水蜜桃专业合作联社 

张家港市凤凰镇珠村林艺场 

34 山东 肥城桃 山东省肥城桃开发总公司 

35 河南 长葛蜜桃 
河南豫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葛市歌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36 湖北 七仙红桃 

孝昌县冠昌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孝感市鸿丰早蜜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应城市金水林果专业合作社 

37 四川 龙泉驿水蜜桃 成都市龙源果蔬专业合作社 

38 贵州 石阡桃  石阡县五德镇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 

39 云南 丽江雪桃  丽江雪桃开发有限公司  

40 陕西 王莽鲜桃 西安清水果蔬专业合作社 

41 

葡萄 

河北 双滦葡萄 承德市双滦区达意种植专业合作社 

42 辽宁 铁岭葡萄 辽宁铁岭市文选葡萄专业合作社 

43 江苏 张家港葡萄 张家港市神园葡萄科技有限公司 

44 浙江 唐先红富士葡萄 永康唐八鲜果蔬专业合作社 

45 山东 醋庄葡萄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惠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联社 

46 河南 民权葡萄 

民权县人和镇双飞种植专业合作社 

民权县北关镇宇飞家庭农场 

 民权县程庄镇田德贵家庭农场 

47 云南 元谋葡萄  

云南浙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元谋原生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元谋碧丰果业有限公司  

48 陕西 丹凤葡萄 陕西丹凤葡萄酒有限公司 

49 宁夏 贺兰山葡萄 

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宁夏志辉源石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银川巴格斯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50 新疆 吐鲁番葡萄 新疆吐鲁番果之源蔬菜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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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杏 

北京 北寨红杏 北京市北寨红杏销售中心 

52 宁夏 彭阳杏子 宁夏云雾山果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3 新疆 轮台白杏 轮台县华隆农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54 

枣 

山西 芮城屯屯枣 山西天之润枣业有限公司 

55 山西 太谷壶瓶枣 太谷县兴谷枣业有限公司 

56 山东 乐陵小枣 
乐陵市德润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百枣纲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7 湖南 祁东酥脆枣 湖南新丰果业有限公司 

58 陕西 大荔冬枣 

陕西大荔尊天农业有限公司 

大荔县绿苑红枣专业合作社 

大荔县天利果蔬专业合作社 

59 宁夏 灵武长枣 

灵武园艺试验场  

 灵武市大泉林场   

宁夏银湖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 

60 新疆 阿克苏红枣 新疆刀郎枣业有限公司 

61 
新疆 

兵团 
和田玉枣 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62 

樱桃 

甘肃 天水樱桃 
天水绿之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水市秦州区欣晟果业专业合作社 

63 青海 乐都大樱桃 

海东市清泉樱桃专业合作社 

乐都映山红樱桃专业合作社 

青海龙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64 

柿 

天津 盘山磨盘柿 
天津力臣阳光果品生产力促进有限责任

公司 

65 广东 五华大田柿 五华县长布富强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66 广西 恭城月柿 桂林恭城丰华园食品有限公司 

67 

猕猴

桃 

江西 奉新猕猴桃 

江西新西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新西蓝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山芝客家食品有限公司 

68 四川 苍溪红心猕猴桃 

苍溪日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华朴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元果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69 陕西 眉县猕猴桃 

陕西齐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眉县金桥果业专业合作社 

眉县秦旺果友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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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石榴 

山西 临晋江石榴 临猗县临晋江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71 安徽 怀远石榴 蚌埠涂山石榴专业合作社 

72 四川 会理石榴 会理县石榴生产协会 

73 云南 蒙自石榴 

蒙自市南疆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开远市三鼎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蒙自分公司 

蒙自市蒙生石榴产销专业合作社 

74 新疆 皮亚曼石榴 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石榴协会 

75 

草莓 

北京 昌平草莓 北京天润园草莓专业合作社 

76 河北 满城草莓 满城县合发草莓种植有限公司 

77 浙江 建德草莓  建德市航头草莓专业合作社 

78 安徽 长丰草莓 

安徽巴莉甜甜食品有限公司 

合肥田峰草莓有限公司 

长丰县秀芝家庭农场 

79 

西瓜 

北京 大兴西瓜 

北京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 

北京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有限公司 

北京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 

80 黑龙江 兰岗西瓜 宁安市明君瓜类专业合作社 

81 黑龙江 双城西瓜 双城市希英甜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82 上海 南汇西瓜 

上海桃咏桃业专业合作社 

上海田博瓜果专业合作社 

上海越亚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83 浙江 温岭西瓜  —— 

84 江西 抚州西瓜 

抚州市临川区天露西瓜专业合作社 

抚州市临川才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抚州市临川区颐华蔬菜专业合作社 

85 山东 昌乐西瓜 昌乐县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 

86 陕西 蒲城西瓜 
蒲城县田运瓜菜专业合作社 

蒲城县富秦礼品西甜瓜专业合作社 

87 宁夏 中宁硒砂瓜  中宁县鸣沙镇文兴硒砂瓜购销专业合作社  

88 
甜瓜 

河北 乐亭甜瓜 

乐亭县汀流河镇甜瓜协会 

乐亭丞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乐亭县万事达果蔬专业合作社 

89 陕西 阎良甜瓜 西安市阎良区国强瓜菜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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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甜瓜 

新疆 喀什甜瓜 巴楚县伊合散农业专业合作社 

91 
新疆 

兵团 
一〇三团甜瓜 新疆亮剑恒丰农业有限公司 

92 
香蕉 

广东 茂生围香蕉 广东龙业农业合作社 

93 广西 南宁香蕉 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94 荔枝 广东 从化大红桂味荔枝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司 

95 龙眼 广东 高州储良龙眼 

高州市燊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杨氏农业有限公司 

高州市永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6 菠萝 广东 愚公楼菠萝 徐闻县连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97 

芒果 

广东 雷州覃斗芒果 雷州市覃斗镇铺前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98 海南 三亚芒果 三亚福返热带水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99 四川 攀枝花芒果 攀枝花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 云南 华坪芒果 

丽江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华坪县农欣芒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华坪县芒果专业技术协会 

 

 

 



 
 

 

 

 

 

 

 

 

 

 

 

 

 

 

 

 

 

 

 

 

 

 

 

 

 

 

                                                                                 

抄报：屈冬玉副部长，唐珂秘书长 

抄送：组委会成员单位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     2016年10月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