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

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的公告

根据《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在

各省(区、市)推荐基础上,经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

审定,现将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

名单进行公示。 如有异议,可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前进行反映,联

系电话:010-59191893。

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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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公示名单

北京
农业
北京益农缘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北京金冠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金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北京万全互联生猪专业合作社
北京振龙园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万顺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北京龙湾巧嫂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秀花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汉良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正蓝勤业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北京三山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大诸山养猪专业合作社
北京绿谷汇德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密清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北京河南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北京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北京金粟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市大庄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业
北京御蜂堂蜂业专业合作社
北京东腾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北京裕乐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天津
农业
天津市北辰区益多利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武清区春来蔬菜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春蕊蔬菜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倍尔特蔬菜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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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武清区青园蔬菜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天林蔬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蕴华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天津滨海盛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宁河县奔达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宁河县润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易丰源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程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天津东山鹊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傲农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北
农业
行唐县龙兴贡米专业合作社
赞皇县天源蜂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乐亭县雷刚果树专业合作社
玉田县农福缘农民专业合作社
青龙满族自治县龙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秦皇岛德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肥乡县群利种植专业合作社
魏县金麦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广宗县绿康养殖专业合作社
临西县润星棉花专业合作社
沙河市金福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顺平县耕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博野县翠伟柴胡知母专业合作社
万全县天润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怀来众诚葡萄专业合作社
承德市月光果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丰宁满族自治县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
青县振西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任丘市仁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河间市伟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清县富民果品蔬菜专业合作社
武强县冀源油料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故城县厚丰良种棉种植专业合作社
景县志清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州市永顺家禽养殖技术专业合作社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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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县东义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宁晋县英均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泉县亚欧种植专业合作社
孟村回族自治县岭丰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元氏县民兴农业专业合作社
滦县郎红棚菜专业合作社
迁西县聚友板栗专业合作社
昌黎县恒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抚宁县利民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邯郸县富成蔬菜专业合作社
南宫市明化吉福粮棉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顺平县常兴蔬菜专业合作社
承德县益民养猪专业合作社
滦平县瑞福祥蜂业专业合作社
盐山县聚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固安县天绿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安平县武营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西
农业
清徐县青青堆种植专业合作社
浑源县泽清岭黄芪专业合作社
平定县照竣农业专业合作社
长治市郊区宾花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屯留县驼坊村跃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阳城县兴和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
高平市铁炉贡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朔州市朔城区上沙塄河村晟源蔬菜专业合作社
应县东山养殖专业合作社
平遥县岳封保林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运城市盐湖区金井永农果业专业合作社
临猗县金地冬枣专业合作社
临猗县红晨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闻喜县口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芮城县运强香椿专业合作社
运城市文兴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济市丰农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济市惠丰养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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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县忠凯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吉县秋日田园苹果专业合作社
柳林县凯旋红枣专业合作社
孝义市森明科技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业
沁源县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
晋中林果丰种养专业合作社
万荣县汉薛昌兴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临汾市尧都区江忠种植专业合作社
汾阳市协和核桃专业合作社
供销
长子县鸿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县朝晖果业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
农业
呼和浩特市野马图喜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包头市优然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巴林左旗红格尔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西县金鸡岭小笨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喀喇沁旗蒙弘山葡萄专业合作社
宁城县云祥蔬菜专业合作社
敖汉旗东兴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辽市科尔沁区育新镇小三合兴村圆葱种植专业合作社
科左后旗腾飞养牛专业合作社
开鲁县田园蔬菜购销专业合作社
准格尔旗创亿养猪专业合作社
阿荣旗向阳峪镇松塔蚕业专业合作社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长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扎兰屯市蘑菇气继州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巴彦淖尔市新华农业专业合作社
磴口县晶烨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化德县恒源绿色农产品营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察右后旗润泽农民专业合作社
丰镇市诚信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专业合作社
扎赉特旗绰尔蒙珠三安稻米专业合作社
突泉县白庙子农业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正镶白旗诺干波日都肉牛育肥专业合作社
多伦县利民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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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左旗嘉尔格勒赛汉镇呼瑞养殖专业合作社
林业
克什克腾旗三义林业专业合作社
喀喇沁旗芳香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开鲁县野果香水果购销专业合作社
阿拉善右旗板滩井苁蓉专业合作社
供销
包头市祥利丰农牧业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
巴林左旗万青种植专业合作社
敖汉旗呼格吉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鲁县强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鑫鑫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商都县德胜种植专业合作社
乌兰浩特市强民有机水稻专业合作社

辽宁
农业
沈阳市惠泽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连金七梅果蔬专业合作社
鞍山市禾道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宾满族自治县英盈农机专业合作社
清原满族自治县广友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桓仁原生态优质稻米专业合作社
凌海市八里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口裕丰果菜专业合作社
辽阳大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盘锦华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铁岭县新台子镇西三家子村万鑫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调兵山市富农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
喀左县福源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北票市丰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兴城市兴盛农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绥中县塔山镇许家兴达蔬菜专业合作社
林业
北票市艺丰林木种苗专业合作社
供销
新民市旺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连宝坤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
岫岩满族自治县黄花甸镇大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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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春辉益农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
铁岭市互帮农民服务专业合作社

吉林
农业
长春市双阳区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裕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九台区益民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榆树市吉大种植专业合作社
梨树县富邦农牧发展合作联社
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双辽市那木乡++禾种植专业合作社
东丰县创富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东辽县辽河源镇秋硕种植专业合作社
辉南县伯仲种苗培育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大米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松原市宁江区德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松原兴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扶余市蔡家沟镇腰号村绿兴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龙市八家子镇龙山村小长白养猪专业合作社
汪清县罗子沟吉硕白瓜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德乐农业合作联合社
梅河口市烨盛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业
柳河县园丰农林产品专业合作社
供销
舒兰市禾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辉南县庆丰绿优水稻专业合作社
龙井市清水果树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
农业
黑龙江省依兰县三姓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巴彦县源泉养鱼专业合作社
五常市十万人家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鑫丰生猪饲养专业合作社
依安县利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南县清涛中草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克山县同贺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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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河市禾壮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虎林市金健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绥滨县和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宝清县弘丰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肇州县新城杂粮专业合作社
肇源县和平乡塞北花都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金莲鹅雏孵化专业合作社
伊春市新青区友春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佳木斯松花江稻米专业合作社
桦南县梨树乡丰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勃利县联友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口县奎山乡孙记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海林市海河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庆安县宝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绥棱县桃花水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肇东市里木店镇裕村香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农垦五星湖水稻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瑞丰源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业
延寿县长寿山园艺专业合作社
龙江县兴玉果业专业合作社
虎林市森蜜蜂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供销
哈尔滨阿城区亚沟粘豆包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鲁民供销马铃薯粉条专业合作社
宝清县东北黑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肇州县庆州卫星饲草专业合作社
青冈县东宇马铃薯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
农业
上海管家葡萄专业合作社
上海外冈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上海谷满香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崇明金瓜种植专业合作联社
上海日鑫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海静捷蔬菜专业合作社
供销
上海乐侬对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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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农业
南京市东三乡农产品专业合作联社
高淳县东坝红岗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
宜兴市金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丰县苏农果品专业合作社
沛县绿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徐州宫品果品专业合作社
常州市姐妹花卉专业合作社
常州市金坛区圣贝特蜂业专业合作社
苏州市相城区金香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常熟市虞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张家港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联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南通加成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
海安县苏鹏禽业专业合作社
启东市多吃点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如皋市亚洪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海门市临江镇华勇四青作物专业合作社
连云港赣榆苏合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联社
东海县三合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灌南县祥亚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洪泽县湖鲜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
金湖县涂沟镇五丰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盐城市亭湖区丰溢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阜宁县富民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
东台市岭松蔬菜瓜果专业合作社
宝应县柳堡镇为农植保专业合作社
高邮市汇金杂粮专业合作社
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真武粮食种植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紫玉桑椹专业合作社
泰兴市六圩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宿迁市宿城区金康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泗洪县陈圩乡创新全羽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林业
邳州市铁富半店油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通丝韵蚕业专业合作社
赣榆县双岭茶果专业合作社
丹阳市香逸林果专业合作社
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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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蜂香语蜂业专业合作社
无锡市厚桥中东桃梨专业合作社
宜兴市大地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溧阳市富民资产专业合作社
海门市临江镇富民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连云港市渔禾旺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射阳县庆缘康蜂业专业合作社
扬州苏合相咏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联社
句容市纪兵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泗阳县亮羽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浙江
农业
桐庐天蜜蜂业专业合作社
淳安县金狮峰茶果专业合作社
象山县英姿果蔬专业合作社
余姚市康绿蔬菜专业合作社
温州市基地生猪专业合作社
苍南县金农田蔬菜专业合作社
温州太昌养蜂专业合作社
瑞安市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
乐清市灵岩石斛专业合作社
嘉兴市南湖区绿农植保专业合作社
诸暨市国伟禽业专业合作社
金华市婺州蜜梨专业合作社
东阳市碧得丰粮食专业合作社
江山市利兴菇业专业合作社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
台州市椒江碧绿瓜菜专业合作社
丽水联济油茶产销专业合作社
遂昌县佛龙原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林业
杭州余杭区联一竹笋专业合作社
奉化市银龙竹笋专业合作社
遂昌纳福尔山茶籽专业合作社
供销
慈溪市甬佳蜜梨专业合作社
温州康隆杨梅专业合作社
嵊州市生态林苗木专业合作社

—01—



安徽
农业
肥东县新塘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陵县长江生态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
蚌埠市燕山草莓专业合作社
寿县迎河克占特种水产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鞍山市海滨水产品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和县利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枞阳县大山生态虫子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宿松县巨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望江县百果园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黟县木子坑蓝溪茶叶专业合作社
天长市大地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临泉县兄弟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灵璧县灵南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泗县绿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裕安区固镇军明白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霍邱县田园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亳州市谯城区梅岩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东至县天利粮油专业合作社
宣城市溪口连财养鸡专业合作社
广德县卢村传锋杨桐专业合作社
林业
肥西县精品园林苗木营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岳西县绿润种养专业合作社
黟县十二都木竹林业专业合作社
来安县桃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宿州市王枣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裕安区绿青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池州市真心西山焦枣种植专业合作社
绩溪县徽仙山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固镇县金香丝粉丝专业合作社
淮南市曹庵利农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
铜陵县成贵养殖专业合作社
宿松县宏源瓜子专业合作社
凤阳县红旗手农机专业合作社
阜阳金牌养鸡专业合作社
池州市贵池皖南草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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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农业
尤溪县汤川乡高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沙县宜钰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溪县感德庆芸茶叶专业合作社
南安市英都南都茶叶专业合作社
武夷山市国锋植保防治服务专业合作社
建瓯市惠津翠冠梨专业合作社
南平市建阳区狮头山果蔬专业合作社
长汀县博品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龙岩市永定区金汝山生态虫子鸡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上杭县众发蔬菜专业合作社
霞浦县乐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福安市兴旺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福安市苏堤华盛线面专业合作社
林业
建宁县富源笋业专业合作社
德化县绿泰油茶农民专业合作社
武夷山市林家庄农业专业合作社
建阳市漳墩紫溪锥栗专业合作社
漳平市大深虎岭油茶专业合作社
供销
清流县赖坊大丰山花生专业合作社
德化县祥源大果油茶专业合作社
南靖县宏顺果蔬专业合作社
南平市添丰果蔬专业合作社
浦城县官路乡信源薏米专业合作社
政和县农家人莲子专业合作社
南平市建阳区菇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龙岩市新罗区维和蔬菜专业合作社
长汀县远丰优质稻专业合作社
上杭县步云绿野果蔬专业合作社
武平县百家姓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霞浦县万家福农业专业合作社

江西
农业
南昌市青山湖区得农缘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浮梁县进来茶叶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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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市百绿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萍乡市番鸭育种专业合作社
修水县绿香茶叶生产专业合作社
星子庐山桃花源云雾茶专业合作社
分宜县锦业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余江县富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宁都长茂黄鸡专业合作社
会昌县紫云山休闲观光农业专业合作社
石城县华丰畜禽专业合作社
峡江县富民茶果专业合作社
永丰县开心生猪专业合作社
宜春市袁州区月之南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西绿万佳种养专业合作社
抚州市临川区富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崇仁县国品麻鸡孵化专业合作社
广丰县丰红绿色农业种养专业合作社
余干县绿之源农业专业合作社
林业
芦溪县宣风剑郝育苗专业合作社
修水县古市青岭花椒农民专业合作社
湖口县舜德茶果专业合作社
峡江县赣峡杨梅专业合作社
奉新县会埠祥和花木专业合作社
宜黄县兴农蓝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
横峰县俊鹏种养专业合作社
弋阳县春田林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供销
浮梁县合源茶叶专业合作社
萍乡市上好佳葡萄专业合作社
新余市仙蜂蜜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井冈山市岭口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
宜春市袁州区金汇牛蛙专业合作社
宜黄县南郊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上饶市广丰区丰溪种养专业合作社

山东
农业
章丘市高官寨镇奶牛专业合作社
青岛浩鑫源粮蔬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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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华阳畜禽专业合作社
青岛东白石山农机专业合作社
沂源清珍源果蔬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九洲养鱼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旺源生态养猪专业合作社
垦利县众兴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
烟台民生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莱州明波斑石鲷养殖专业合作社
海阳市聚丰源甜柿专业合作社
青州市家家富果蔬专业合作社
诸城市玉元蛋鸡专业合作社
潍坊九龙山有机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济宁利民渔业专业合作社
金乡县董亮农机专业合作社
汶上县凯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梁山庄稼人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阳县友邦粮食种植服务专业合作联合社
山东新联养猪专业合作社
文登市绿洲蔬菜专业合作社
五莲县沃野植保专业合作社
莒县康力养鸽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春祥海水养殖专业合作社
兰陵县家瑞种植专业合作社
庆云县泰山粮棉种销专业合作联合社
夏津农家丰植保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冠县芝艺缘灵芝盆景专业合作社
无棣县绿风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
滨州市沾化区大高奶牛专业合作社
邹平县东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菏泽市新鲁养猪专业合作社
曹县万合农机专业合作社
成武县金桥菜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巨野海东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供销
章丘市供销金满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沂源县永青果蔬专业合作社
烟台市海阳招虎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诸城市天益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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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老湖镇瑞青玫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文登市农得果品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岚山区凝锦香茶叶专业合作社
河东区德盛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乐陵市鲁滨金盛达养猪专业合作社

河南
农业
新郑市圣丰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杞县粮满仓种植专业合作社
汝阳县融腾种植专业合作社
宝丰县金牛种植专业合作社
汤阴县乐丰果蔬专业合作社
浚县惠华粮食高产创建专业合作社
原阳县超越农机专业合作社
新乡五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修武县天道种植专业合作社
清丰县现代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许昌县保献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漯河市盛达种植专业合作社
渑池县南村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内乡县兴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野县淯湍小麦专业合作社
虞城县幸福种植专业合作社
罗山县莲花农机农艺专业合作总社
潢川县金塔红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沈丘县瑞丰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项城市红旗农资专业合作社
驻马店市开发区六和红心农民专业合作社
确山县光照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济源市大峪镇寺郎腰大葱专业合作社
巩义市万丰黑色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兰考县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
长垣县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城市华星种植专业合作社
固始县太平种植专业合作社
鹿邑县万果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蔡县龙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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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金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内黄县哥仨果树栽培专业合作社
新乡市今化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
延津县宏兴林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孟州市金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西华县大地园林专业合作社
确山县豫林软籽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固始瑞发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孟津县众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舞钢市旭超果蔬专业合作社
新乡市安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南乐县鑫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卢氏县野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唐河县三合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信阳市浉河区擎天岗茶叶专业合作社
遂平县益农丰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长垣县金业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
农业
武汉市晶莹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阳新县蔡贤村桑蚕产业专业合作社
大冶市宏业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十堰大自然蔬菜专业合作社
宜昌邓村绿茶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湖北星翔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枝江市信达农业专业合作社
枣阳市邓棚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鄂州市梁子湖区伟业绿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鄂州市泽林镇万亩湖万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北汇源农谷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湖北祥隆水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云梦县雷福垸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安陆市青壳养鸭专业合作社
荆州市太阳宫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监利县春燕渔业专业合作社
洪湖市春露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洪湖市华贵水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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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滋市红光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红安县创兴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浠水县长福水稻专业合作社
黄梅县谦益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湖北红马生态农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嘉鱼县陆溪口蔬菜专业合作社
湖北赤壁羊楼洞佑香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赤壁市陈家咀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随州市曾都区新惠农业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利川市振辉无土栽培专业合作社
咸丰县奇泉茶叶专业合作社
咸丰县聚龙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仙桃市杨林尾永发渔业专业合作社
仙桃市卫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潜江市华惠春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联社
天门市聚源盛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业
十堰市长青苗木专业合作社
湖北宜昌众赢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漳县竹林翠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万密斋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咸丰县鹏图林业专业合作社
供销
武汉市黄陂区乾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枝江市天清水稻专业合作社
鄂州市华容区段店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沙洋县马良良山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孝感龙昌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武穴市供销罗城植保专业合作社
咸宁市应祥生态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利川市南坪蔬菜专业合作社

湖南
农业
长沙县盛大蛋鸡饲养专业合作社
长沙市望城区新河优质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攸县正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衡阳县富农优质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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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基伟红豆杉种植专业合作社
岳阳县邓谷红薯专业合作社
汨罗市长乐甜酒产销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海泰栀子专业合作社
常德市鼎城区河洲龟鳖专业合作社
安乡县大北农长林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新合作富硒水稻专业合作社
湖南宏昌养殖专业合作社
慈利县实干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资阳区德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荷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大通湖区铁牛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宜章县永谐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州市冷水滩区喜农杂交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晃晴方蜂业生产专业合作社
涟源市天柱山禽业专业合作社
保靖县现英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
林业
茶陵乐源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衡南九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洞口雪峰有机茶农民专业合作社
岳阳县雷公藤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澧县树大园林苗木专业合作社
临澧县金浪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张家界硕果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桂东县绿森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永州锦溁金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沅陵县华桂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化县天华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长沙市望城区新强种植专业合作社
浏阳市好韵味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株洲县腾飞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湘潭绿新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衡山县富利园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绥宁县宝鼎竹笋专业合作社
慈利县福兴养蜂专业合作社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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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仁化县红山镇富农茶叶专业合作社
乐昌市梅花镇莓花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广东省信宜市贵子金盛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肇庆市高要区美利蔬菜专业合作社
海丰县中诚农业专业合作社
广东北桂农业专业合作社
阳春市惠民农民专业合作社
阳山绿油油种养专业合作社
连州市西岸镇冲口蔬菜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
潮州市湘桥区韩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潮州市湘桥区绿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广东鸿景种养专业合作社
新兴县兴基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罗定市宏扬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业
汕头市金绿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茂名市茂南区鹿绿种养专业合作社
蕉岭中葛南药葛根专业合作社
汕头市澄海区荣杰林檎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开平市沙苍龙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专业合作社
五华县华阳养猪专业合作社
东莞市虎门渔家水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西
农业
灵川县億旺养殖专业合作社
灵川县伊泉种植专业合作社
钦州市瑞益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
灵山县锐锋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浦北南国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平南县合力农机专业合作社
玉林市玉州区罗竹番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容县果鱼种养专业合作社
广西兴业英丰水稻专业合作社
北流市九代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田东县众鑫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
田东县平马镇百冠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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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林云雾三冲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山县富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南丹县群源农林专业合作社
天峨县八腊瑶族乡益民果蔬合作社
都安富民养猪专业合作社
宜州市烽火联合耕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忻城县城关镇古饶农机专业合作社
林业
兴安永安竹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浦北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
平南县泰康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南县大鹏镇花龙仙台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南县普众铁皮石斛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忻城县大塘镇山泉花木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鹿寨县景成沙田柚专业合作社
广西桂林荔浦新发果蔬专业合作社
荔浦周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灵山县龙武霸王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海南
农业
三亚怡慧园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重庆
农业
重庆市万州区益巢养蜂股份合作社
重庆市涪陵区坪水果品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黔江区汇吉草石蚕种植专业合作社
重庆畔园猕猴桃股份合作社
潼南县春兰山地蔬菜股份合作社
城口县五谷养鸡专业合作社
丰都县祥瑞土鸡股份合作社
武隆县喜亿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忠县湘芝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县圣霞种植股份合作社
云阳县鑫焘菊花种植股份合作社
奉节县德圣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
巫山县新星花椒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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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祥和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
秀山县火凤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酉阳县吉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彭水县蜂旭蜂业股份合作社
林业
重庆市涪陵区清水塘林业专业合作社
城口县兴中林业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沿江佛手股份合作社
供销
重庆市万州区勇虹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万州区名喆山羊养殖股份合作社
重庆市涪陵区绿田果蔬种植股份合作社
重庆市万盛区黑山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重庆钭钭金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
重庆市永川区金文高粱种植股份合作社
重庆市潼南区兴三星股份合作社
城口县丹凤灵芝种植股份合作社
丰都县源满吉财养殖股份合作社
武隆县博航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云阳县圣山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业兴蔬菜股份合作社
重庆市黔中道紫苏种植专业合作社

四川
农业
成都市金堂县官仓果蔬专业合作社
荣县东奇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盐边县瑞华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德阳市旌阳区普度果蔬专业合作社
江油市远惠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广元市林园无公害农业专业合作社
蓬溪县向前养羊专业合作社
内江市东兴区茗芽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峨眉山农博士蔬菜专业合作社
南部县蜀昇源中药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眉山市东坡区云阁鹌鹑专业合作社
兴文县香山猕猴桃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武胜县强民农机农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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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庙安水果专业合作社
天全县禾林山药农民专业合作社
南江县绿宝茶叶专业合作社
安岳县金果园柠檬专业合作社
小金县圣源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九龙县祥瑞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西昌市百门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林业
都江堰市川虹三木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江县福森种养专业合作社
广元市康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仁寿玛纳斯农业藤椒生产专业合作社
宜宾市南溪区嘉龍竹木专业合作社
邻水县甲乙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供销
贡井区成佳大头菜专业合作社
泸县科裕果业专业合作社
广汉市兴隆黄氏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盐亭县富驿辣椒专业合作社
蓬溪县薯兴红苕专业合作社
丹棱县老峨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万源市巴山安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汉源县大丰盛园黄果柑农民产业合作社
南江县贵民核桃板栗专业合作社
金川县家福种植专业合作社

贵州
农业
六枝特区月亮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绥阳县雅泉小康农业专业合作社
安顺市西秀区长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铜仁市君旺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思南县净鑫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兴义市富群魔芋专业合作社
贵州龙林民族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黔西县腾达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金沙县西洛河蔬菜专业合作社
纳雍县勺窝乡法地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赫章县韭菜坪农业生态综合开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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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县永从乡九龙村龙旺蛋鸡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从江县江南精品香禾种植专业合作社
福泉市藜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长顺县鼓扬振飞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业
六盘水茂霖苗圃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方县顺丰生态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威宁县哲觉镇兴茂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供销
习水县青山冰雪莲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赤水市新合作竹业石斛农民专业合作社
德江县共创源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贵州省金沙县茶叶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威宁县万源恒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罗甸县天泰渔业专业合作社

云南
农业
宜良县雪峰生态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石林龙井山养鸡专业合作社
嵩明仙客来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陆良县绿源康生态养殖产业专业合作社
澄江县有能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隆阳区西河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鲁甸县浩丰苹果专业合作社
宁洱通达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双江民族特色产品开发专业合作社
丘北县衡健稻米产销专业合作社
宾川县宏源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梁河县振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兰坪县金顶镇仁和种植专业合作社
香格里拉市东旺铯曲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业
隆阳区横山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永德县联源竹鼠产销专业合作社
漾濞彝族自治县箐口核桃专业合作社
泸水县河新楤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供销
安宁八街高桥食用玫瑰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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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智龙养鹅专业合作社
易门县绿态果蔬专业合作社
施甸县莽林田园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施甸县亚新亚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龙陵县昌家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
牟定海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个旧市鸡街火谷都下寨家祥养殖专业合作社
建水县燕辉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石屏燎原养猪专业合作社
文山市文祥巴西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西畴县新马街农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弥渡县迎春茶叶种植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西藏
农业
城关区蔡公堂乡白定村农村经济合作社
左贡县碧土乡加郎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三江农民专业合作社
乃东县民族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
扎囊县扎其乡孟嘎荣村农机专业合作社
西藏洛扎县洛扎镇噶波居委会民族手工业加工专业合作社
日喀则市比杂农机技术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白朗县圣雄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罗玛镇唐那扎育肥基地经济合作社
那曲县那曲镇 16 村金领羊贡宗农牧民奶制品经济合作社
下曲乡 5 村牦牛育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聂荣县尼玛乡 11 村牧民专业合作社
色庆乡二村色确牧民合作社
申扎县下过乡那宗三村奶渣、野葱加工销售专业合作社
申扎镇曲布村牧民特色产品养殖加工销售专业合作社
班戈县佳琼镇五村牧民专业经济合作社
西藏班戈双湖联合牧业专业合作社
尼玛县申亚乡嘎青经济合作社
昆莎乡噶尔新村康道农民专业合作社
改则县鲁仁居委会农牧民就业集体专业合作社
措勤县曲洛乡赤玛村牦牛养殖合作社
林芝市巴宜区更章门巴民族乡久巴村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芝市巴宜区工布农民运输专业合作社

—42—



陕西
农业
周至县农家乐果蔬专业合作社
铜川新区席地园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陕西永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兴平市农拓粉条加工专业合作社
大荔县天利果蔬专业合作社
澄城县四亚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
蒲城县三农乐粮食专业合作社
白水县宝虹苹果专业合作社
富县兴陕果业专业合作社
宜川群丰果业专业合作社
洋县朱鹮湖果业专业合作社
靖边县军粮苦荞种植专业合作社
子洲县九龙山种养殖农村专业合作社
旬阳县吉祥畜牧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洛南县云蒙山绿色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
柞水县颐和农产品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杨凌农士达果蔬专业合作社
韩城市神农果业专业合作社
林业
太白县恒绿农业专业合作社
永寿县秦伟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留坝县秦正猪苓专业合作社
安康市汉滨区土坪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丹凤县东兴药业专业合作社
供销
西安市阎良区国强瓜菜专业合作社
太白县黄菜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白水县仙果苹果专业合作社
佛坪县鑫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靖边县张家畔镇兰英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岚皋县神田魔芋农民专业合作社
洛南县景村镇宏泰金银花专业合作社

甘肃
农业
皋兰百璐通瓜果专业合作社
榆中欣源绿色种植养殖产销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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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县德圆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靖远县大自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会宁县志明养殖专业合作社
天水市秦州区藉林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天水市麦积区晟云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武威市凉州区淇甜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民勤县旺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临泽县银先葡萄专业合作社
华亭县金农鹿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酒泉市华夏农机专业合作社
环县双联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镇原县锦海茂种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定西惠康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渭源县五竹田园牧歌养殖专业合作社
陇南康神苦荞农民专业合作社
临夏县开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政县隆兴春苗木种植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
舟曲县东山乡谢家村东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林业
西固区河口乡大红枣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
会宁县甘富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静宁县德美地缘林果专业合作社
通渭县鑫旺林果专业合作社
康县梅园太平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供销
景泰县景卉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张掖市甘州区泽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泾川县农鑫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金塔县瑞丰农产品种植示范专业合作社
镇原县森茂绿化专业合作社
定西市符川春香农资农副专业合作社

青海
农业
西宁宁连绿色养殖配送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通丰谷良种繁育专业合作社
湟中县兄弟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安县丰悦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乐都县富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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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县玉财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化隆县勇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化隆县东部种植专业合作社
门源县北山兴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同仁县瓜什则吉祥牧家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贵德县金穗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达日县窝赛乡直却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乌兰县金穗养殖专业合作社
天峻县新源镇桑木纯精乳制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林业
大通百灵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供销
大通县青陇中药材种植营销专业合作社
海东市平安区田宝马铃薯营销专业合作社
门源县海龙绿色小油菜专业合作社

宁夏
农业
银川市西夏区军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银川市金凤区国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永宁县林之源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贺兰县缘能达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宁夏兴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惠农区杞红枸杞专业合作社
宁夏锦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吴忠市泽宁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盐池县深井养殖专业合作社
同心县荣振养殖专业合作社
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宏科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彭阳县国银林草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卫市余旺稻田养蟹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宁县森达苗木专业合作社
海原县马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林业
隆德县兴林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中宁县佰鑫枸杞专业合作社
供销
青铜峡市小云林果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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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宏发生态草畜养殖专业合作社
隆德县四季鲜果蔬专业合作社

新疆
农业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苇兰养殖专业合作社
乌鲁木齐市天顺通达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克拉玛依市神农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吐鲁番市诚信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巴里坤农丰园蔬菜专业合作社
巴里坤县圣野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新疆惠祥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奇台县粮都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博乐市绿佳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静浩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博湖县富民蔬菜专业合作社
沙雅县雅升将蜂蜜产供销专业合作社
阿图什市格达良乡安萨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阿克陶县农家乐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
叶城县绿宝石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疆和田再尔达农产品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于田县科克亚柏杨木材购销专业合作社
于田县富万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伊宁市达达木图乡和平冬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巩留县绿康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塔城市顺鑫综合专业合作社
沙湾县四道河子镇聚力机采棉专业合作社
青河县东惠绿叶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林业
哈密市五堡乡卡尔陆颗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尉犁县巴西阿瓦提红枣农民专业合作社
阿克苏大漠红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和戈壁红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疏附县绿洲红枣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叶城县建华农民专业合作社
供销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泽菇农畜产品专业合作社
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金叶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精河县沃土农机专业合作社

—82—



博湖县合众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英吉沙县乔勒潘乡萨依艾日克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伊宁县萨木于孜乡绿健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疆兵团
农业
和静县甘泉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硕县二十四团黄水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博乐市塔斯尔海世纪星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新湖农场昕望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
奇台县奇台农场硕之辰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二一团园禾佳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石河子市北泉镇天益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
石河子市十户滩镇长生鸟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第九师惠诚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林业
阜康市土墩子农场鑫森源农林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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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公示名单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农民用水协会

河北
兴隆县大碌洞水利农民专业合作社
东光县找王镇西店村用水者协会
石津灌区崔村用水户协会

山西
临猗夹马口灌区农民用水协会

内蒙古
敖汉旗小山灌区润泽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
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庆华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农民用水户协会

吉林
后围子协会

江苏
金湖县闵桥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东台市五烈镇东里圩农民排灌协会
宿迁市宿豫区来龙灌区玉皇农民用水协会
沭阳县瑞华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

浙江
平湖市独山港镇赵家桥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
平湖市钟埭街道沈家弄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
江山市鹿溪渠水利协会

安徽
定远县胜球农民用水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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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市邴集乡绿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裕安区永裕农村水利专业合作社
广德南阳水利专业合作社

福建
德化县盖德镇有济村农民用水户协会
长汀县河田镇刘源村农民用水户协会
上杭县中都镇军联村水利协会
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水利协会

江西
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灌区莘洲村农民用水协会
都昌县阳峰乡农民用水协会
分宜县操场乡塘西村农民用水协会
宁都县田头镇田头村农民用水户协会
瑞金市龙山水库叶坪灌区农民用水协会
吉州区官溪水库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高安市龙潭镇梅口村农村用水协会
崇仁县虎毛山水库罐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山东
栖霞鑫利水利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雨润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岚山区浔源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
莒县碁山十里沟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
齐河县焦庙镇农民用水协会
阳谷县阎楼镇用水者协会

河南
宜阳县寺河灌区农民用水协会
延津县南分干灌区农民用水协会
范县农民用水协会
信阳市平桥区农民用水协会
济源市卫佛安村用水户协会

湖北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
当阳市深金渠农业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
襄阳市引丹灌区供用水户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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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漳河三干渠区洪庙农民用水者协会

湖南
长沙县高桥镇百录用水户协会
浏阳市葛家乡农民用水户协会
茶陵县茶安灌区东干渠农民用水户协会
岳阳县甘田乡农民用水协会
涟源市渡头塘镇民兵灌区用水户协会

广东
蕉岭县三圳镇九岭村水利管理协会
水唇镇罗洞村水利管理协会

广西
平安乡北溪村用水户协会
灵山县新圩镇渌二农民用水户协会

重庆
垫江县高安镇杉树河沟水厂饮水协会
垫江县新民镇明月村农业园区用水户协会

四川
蒲江县农民用水户协会
叙永县赤水镇用水户协会
游仙区徐家镇飞跃水库用水户协会
游仙区街子乡岳家村现代农业观光示范园用水户协会
大英县人民渠灌区隆盛白寨用水户协会
资中县明心寺镇老寨子水库灌区用水者协会
岳池县龙孔镇银虎村农民用水协会
安岳县报花厅水库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云南
永善县蒿枝坝水库灌区用水户协会

陕西
东六支烽火第六农民用水者协会
洛惠渠中干二分渠农民用水者协会

甘肃

—23—



白银市东坪电灌用水者协会
凉州区长城乡西湖村农民用水户协会
民勤县孙指挥用水专业合作社
民乐县三堡镇陈庄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高台县三清渠灌区墩仁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青海
湟中县西堡地区农民用水协会东两旗分会

宁夏
吴忠市利通区东塔新渠农民用水者协会
青铜峡市甘城子灌区农民用水者协会

新疆
昌吉市佃坝镇二畦村农民用水户协会
阜康市九运街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江巴孜灌区农民用水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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