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农 业 厅
福 建 省 林 业 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 建 省 粮 食 局
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文件

闽农产 〔2016〕148号

关于公布福建省第八轮农业产业化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局 (农办)、林业局、海洋与渔业局、粮食局、供

销合作社、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供销合作社、

财政金融局:

根据 《福建省第八轮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办

法》的有关规定,经省政府研究同意,认定769家企业为第八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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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福 建 省 农 业 厅  福 建 省 林 业 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 建 省 粮 食 局 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201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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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八轮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福州市 (103家)

福州超大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

西岸 (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花卉盆景公司

利农农业技术 (福建)有限公司

福建美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谢华安种业科技 (福建)有限公司

福州庆芳茶业有限公司

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久泰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中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春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素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神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宏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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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福民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大世界橄榄有限公司

闽榕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蓝湖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佳客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坤兴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名成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满堂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新闽科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春申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富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亚丰种业有限公司

福建仁锋种猪有限公司

福建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海壹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福建三华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市绿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清市火麒麟食用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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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康宏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佳家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清市东威水产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圣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万家旺油脂有限公司

福清龙威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清市绿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清朝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清市亿丰现代农业种植场

福建福铭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海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宏峰泰海洋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嘉叶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融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市御味香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福清市贸旺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福清市谊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胜田 (福清)食品有限公司

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限公司

福建龙翔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清海峰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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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京海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明一国际营养品集团有限公司

长乐聚泉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元成豆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台福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东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长乐闽发食品水产有限公司

长乐太平洋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贝奇 (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旺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旺龙顺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岁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惠源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聚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惠万家食品 (福建)有限公司

福建容益菌业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福建榕诚食品有限公司

万农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恒丰米业有限公司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和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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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昌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亿达食品有限公司

连江旭隆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天源水产有限公司

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州宏东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远嘉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县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南国风 (福建)水产有限公司

福建格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华鸿竹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益升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双棱竹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麒麟山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西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闽清金水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远方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传统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胜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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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综合实验区 (7家)

福建阳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金富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欣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潭县冠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市绿洋生态农牧有限公司

平潭县岚顺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厦门市 (33家)

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同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福慧达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绿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夏商黄金香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夏商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银鹭集团有限公司

中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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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清雅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明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青原嘉禾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涌泉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金香穗米业有限公司

厦门嘉康饲料有限公司

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中盛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惠尔康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青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中禾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市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

厦门好年东米业有限公司

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兴盛食品有限公司

如意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中厦蔬菜种籽有限公司

福建金草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湖头盛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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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 (49家)

福建省莆田市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天怡 (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喔 (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田市华都饲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福建省泰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莆田市金日兴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莆田市城厢区诚味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华林蔬菜基地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兴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市海一百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红太阳精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天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新黑龙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方家铺子 (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东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兴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利源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水手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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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新美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天然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港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来康家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田市飞龙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真好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亿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莆田标准木业有限公司

莆田市汇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天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鸿达牧业有限公司

福建海珍品实业有限公司

莆田市胜德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莆田市海帝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海发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大老古食品有限公司

莆田市力天红木艺雕有限公司

福建省康辉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金溪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仙游县金沙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正和肥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大家乐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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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鸿晨农牧有限公司

利农农业技术 (仙游)有限公司

福建省大喜茶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仙游县杨氏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莆田市意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田市百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明市 (78家)

福建省闽牛乳业有限公司

福建华盛集团三明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三明市三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农乐种业有限公司

三明市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华灿制药有限公司

名佑 (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麦尔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安林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融禽业有限公司

永安市九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旺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永安市健宝食用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森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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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清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科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圣恒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新立丰竹业集团有限公司

永安市毛氏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家丰竹木有限公司

福建喜果红豆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明百事达淀粉有限公司

福建省宏硕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双秋农业有限公司

春舞枝花卉有限公司

宏畅 (福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苏福茶业有限公司

清流县闽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滕头园林苗木有限公司

福建省恒祥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大自然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石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春辉茶业有限公司

三明市扬晨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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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鑫鑫獭兔有限公司

福建省翠云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化县宁花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三明市鹤翔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一笔峰茶业有限公司

大田县广联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大田大方广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仙顶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瑞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福建嘉利得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祥云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沈郎油茶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尤溪百营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沈佳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億源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三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沙县大通农牧有限公司

福建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辰 (福建)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麦丹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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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旺穗种业有限公司

华田家俱 (福建)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将乐禾生原生态菌业有限公司

福建绿景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万芳园林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泰宁县大金湖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状元茗茶有限公司

福建省菌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科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元盛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建宁孟宗笋业有限公司

福建冠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禾丰种业有限公司

福建闽江源绿田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文鑫莲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宁县福鑫莲业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源华林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宁县龙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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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 (107家)

日春股份公司

泉州市水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福建富源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市众盈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裕园茶业有限公司

森美 (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洛江鸿发畜牧有限公司

泉州市泉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洛江茂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三青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天线宝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福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大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石狮正源水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永前园林有限公司

福建省金燕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狮市华宝明祥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福源食品有限公司

福马咪咪 (福建)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乐隆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晋江市艺达木雕美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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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三好茶博汇茶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永祥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市灵源药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市富鸿水产有限公司

晋江鸿盛果蔬综合特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耀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晋江市阿一波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

晋江力绿食品有限公司

金冠 (中国)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威威猫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三源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蜡笔小新 (福建)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晋江市美味强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华恒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华丰食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旺瓜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好来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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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燕皇世家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嘉士柏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公元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好彩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市永和富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爱乡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派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森友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亚森农业综合开发股份公司

南安市乐峰印山林场

福建第五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金霞生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南安市官桥粮食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南安市罗东镇新明养殖综合场

福建绿滢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泉州山人茶业有限公司

南安市鸿盈天然有机肥有限公司

福建南安市恒盛生态园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日泰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闽台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泉州市理想茶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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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葵花休闲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头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惠香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八马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易利食品冷冻有限公司

泉州市补陀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中闽魏氏茶业股份公司

安溪茶叶批发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安溪华祥苑茶基地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冠和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大自然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龙馨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岐山魏荫名茶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兴溪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华源茶业有限公司

泉州盛世三和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年年香茶业股份公司

安溪县桃源有机茶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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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安溪县自清华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誉丰国心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杉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举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仙踏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高建发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儒家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春县阳升禽畜有限公司

福建永春美岭人造板厂

福建省永春聚富果品有限公司

永春县魁斗莉芳茶厂

泉州市永春新新园艺有限公司

永春县永春老醋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兴隆香业有限公司

永春县达埔彬达制香厂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达盛佛具有限公司

永春县达埔联发香业有限公司

福建金丰香业有限公司

德化县泰生元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德化县祥山大果油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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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 (134家)

漳州市东好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康之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常山海之味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信华食品 (漳州)有限公司

漳州市国辉工贸有限公司

漳州阿伟水族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铭诚工贸有限公司

漳州市永健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天保龙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日高饲料有限公司

福建欧瑞园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绿大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漳州市宏香记食品有限公司

大闽食品 (漳州)有限公司

漳州佳伟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品冠贸易有限公司

漳州市港昌工贸有限公司

漳州市孚美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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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晨晖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兴浦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裕兴果蔬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两岸农产品物流城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紫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绿宝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绿宝生态农业﹙漳州﹚有限公司

福建全家福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格林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绿新 (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同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盛林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海新集团有限公司

漳州昌龙农牧有限公司

龙海市嘉昌水产有限公司

漳州市新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海市安利达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宏盛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升隆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龙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胜兴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贯通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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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佳福 (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海山食品有限公司

龙海海昌食品有限公司

龙海市广发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锦德福食品有限公司

泰山企业﹙漳州﹚食品有限公司

云霄县奕铭养猪有限公司

漳州鲜品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云霄县绿州果蔬开发有限公司

港荣泰 (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霄县金山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福建明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霄县东州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天福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顺洋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泉丰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新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漳浦县扬基园艺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新华东食品有限公司

漳浦县丰收园果菜有限公司

海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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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元新食品有限公司

漳浦县达川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宏盛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顺益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市美丽家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

福建扬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望松 (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趴趴跑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丰盛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诏安四海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合口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诏安县海利水产有限公司

诏安荣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诏安东欣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铭兴食品冷冻有限公司

福建海魂水产有限公司

诏安县洋利水产有限公司

诏安县梅岭浦松水产冷冻有限公司

漳州市富海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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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海联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富达农牧饲料有限公司

福建海丽天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合茶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东山县海魁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东山华康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东亚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东山县顺发水产有限公司

福建新福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东山县海之星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东山县华信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东山海源水产有限公司

中港 (福建)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中海烤鳗有限公司

东山腾新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温氏农牧有限公司

南靖益龙食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庄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闽星集团汇全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嘉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虎伯寮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大地金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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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

漳州明成食品有限公司

南靖县观音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本草春石斛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金竹竹业有限公司

福建红宝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嘉蕈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锦溪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天用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平和宝峰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广和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中科南海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醇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国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漳州平和东湖农产品有限公司

福建宏绿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天意红肉蜜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同益食品有限公司

平和县友阳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平和县禾兴隆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立兴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永源酿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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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哈龙峰茶业有限公司

漳州光照人茶业有限公司

佳香源 (福建)茶业工贸有限公司

南平市 (93家)

福建一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南平市享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中鹭金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新 (福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市元乔木业有限公司

南平市跃农绿色蔬菜基地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武夷飞燕琼脂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平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福建杜氏木业有限公司

邵武市留仙峰茶业有限公司

邵武元隆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味家生活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鑫森炭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诚安蓝盾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鑫富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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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绿美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武夷山嘉乐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世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武夷山凯捷岩茶城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美华实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香江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正华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武夷山市永生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绿洲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骏德茶厂

武夷山市北岩岩茶精制厂

武夷山市正袍国茶茶业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古茶道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武夷岩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明良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峰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芝星炭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易扬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瓯市龙兴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瓯黄华山酿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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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瓯市华宇竹业有限公司

福建建瓯成茂农产品有限公司

福建御壶春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双龙戏珠酒业有限公司

建瓯绿剑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双羿竹木发展有限公司

建瓯市闽欧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碧全 (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夷山物产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阳武夷味精有限公司

福建省仁达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建阳市金夏粮业有限公司

福建龙泰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金山都发展有限公司

建阳隆圣工艺有限公司

福建丰田种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庄禾竹业有限公司

福建科力种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县升升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神农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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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幸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县兆兴鱼种养殖有限公司

福建盈昌竹木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神六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县宏瑞菇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聚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齐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永鑫竹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浦城县木樨园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仙芝科技 (福建)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旭禾米业有限公司

浦城县家家福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龙凌植物油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韵武夷茶业有限公司

南平市科诚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华韵竹木有限公司

福建三信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湛峰茶业有限公司

松溪县好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亚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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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畅宏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隆达竹业有限公司

福建一家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茂旺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御竹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政和云根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悦竹木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政和茗匠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店小二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竹家女工贸有限公司

龙岩市 (46家)

福建森宝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容和盛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亿隆家庭装饰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晋龙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小洋面粉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闽西好食品有限公司

龙岩泰华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嘉丰米业有限公司

龙岩市龙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龙岩梅花山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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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渝家仔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闽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东森益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平木村林产有限公司

福建龙泰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漳平鸿鼎农场开发有限公司

漳平市恒鸿发花果有限公司

福建漳平台品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大用生态农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长汀劲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远山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长汀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养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永定县富华日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好日子食品有限公司

上杭县儒溪槐猪有限公司

福建优创油脂有限公司

福建梁野山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新洲 (武平)林化有限公司

臻富 (福建)果汁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鑫宏峰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喜浪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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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县可馨绿仙草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茗匠竹艺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连城健尔聪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

连城县朝翔竹木有限公司

连城县联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连天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连城县福农食品有限公司

连城县广大食品厂

连城田园食品厂

龙岩新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金永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紫心生物薯业有限公司

福建心连心食品有限公司

宁德市 (119家)

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

宁德市金盛水产有限公司

宁德市奇隆翔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永佳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绿友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宁德竹洋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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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岳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大不同茶业 (福建)有限公司

宁德市官井洋大黄鱼养殖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赤溪茶叶有限公司

宁德市夏威食品有限公司

宁德市白马山茶叶有限公司

宁德市登月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宁德市九龙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好顺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宁德市日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德市裕丰水产有限公司

福建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川晖水产有限公司

宁德市齐民农工商有限公司

福安市兴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健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新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隽永天香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格尔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满园春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万润达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安市茗春馨香茶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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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兴旺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恒威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大地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千氏茗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同泰春茶业有限公司

福安市金福龙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荣茶业有限公司

福安市林芝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茗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春润 (福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李茂茶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顶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德恒信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福安市城湖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坦洋工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鼎海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福鼎市郑源工艺有限公司

福建省圣王食品有限公司

福鼎市天毫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绿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枫景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福建曼地亚红豆杉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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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威实业有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

福鼎市海川食品有限公司

福鼎市恒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湖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好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广福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汤霸王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丰源茶产业有限公司

福建誉达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瑞达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鼎白茶业有限公司

福鼎白茶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高山香白茶产业城有限公司

福建忠和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芋魁食品 (福建)股份有限公司

霞浦县华耀工艺品有限公司

霞浦县永兴水产工贸有限公司

霞浦县永兴茶叶有限公司

霞浦县东孚农庄有限公司

福建省霞浦县盛威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宁德津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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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木茗草堂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霞浦东吾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百野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霞浦县新日鑫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钦龙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溢源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霞浦县新世纪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瑞云牧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德云农业有限公司

古田县吉发食用菌有限公司

福建省古田县华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祥云牧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古田县金松食品有限公司

安发 (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邑珍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亚西雅食用菌有限公司

福建康旺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正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古甜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古田县顺达食品有限公司

屏南县大森工业原料林基地有限公司

屏南县锦丰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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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丰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惠泽龙酒业有限公司

福建乡下厨房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宁德碧全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白水农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寿宁县龙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禧御茶园茶业有限公司

寿宁县春伦茶业有限公司

寿宁县兴昌茶厂

寿宁县裕发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瑞隆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九岭红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绿立体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归来客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周宁县华兴茶叶有限公司

福建海雾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碧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业农林综合投资有限公司

闽东张一元茶叶有限公司

宁德市益智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三本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天人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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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西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沁园春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东艺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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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各市、县 (区)
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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