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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布鲁氏菌病免疫县名单

1. 北京市

海淀区、顺义区、通州区、大兴区、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平谷区、密云区、怀

柔区、延庆区

2. 天津市

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

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

3. 河北省

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藁城区、鹿泉区、栾城区、

井陉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

县、赵县、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晋州市、新乐市

唐山市：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南区、丰润区、曹妃甸区、滦南县、乐

亭县、迁西县、玉田县、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汉沽管理区、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遵化市、迁安市、滦州市

秦皇岛市：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抚宁区、青龙满族自治县、昌黎县、卢龙县、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戴河新区

邯郸市：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峰峰矿区、肥乡区、永年区、临漳县、成安县、大

名县、涉县、磁县、邱县、鸡泽县、广平县、馆陶县、魏县、曲周县、邯郸经济技术开

发区、冀南新区、武安市

邢台市：襄都区、信都区、任泽区、南和区、临城县、内丘县、柏乡县、隆尧县、宁晋

县、巨鹿县、新河县、广宗县、平乡县、威县、清河县、临西县、邢台经济开发区、南

宫市、沙河市

保定市：莲池区、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涞水县、阜平县、定兴县、唐县、高阳县、

涞源县、望都县、易县、曲阳县、蠡县、顺平县、博野县、涿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

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崇礼区、张北县、康保县、

沽源县、尚义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张家口经济技术

开发区、察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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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

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牧场管理区、承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平泉市

沧州市：新华区、运河区、沧县、青县、东光县、海兴县、盐山县、肃宁县、南皮县、

吴桥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南大港区、中捷产业园区、泊头市、任丘市、黄骅市、

河间市

廊坊市：安次区、广阳区、固安县、永清县、香河县、大城县、文安县、大厂回族自治

县、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霸州市、三河市

衡水市：桃城区、冀州区、枣强县、武邑县、武强县、饶阳县、安平县、故城县、景县、

阜城县、深州市

辛集市

定州市

4. 山西省

太原市：尖草坪区、晋源区、娄烦县、杏花岭区、阳曲县、迎泽区、小店区、万柏林区、

清徐县、古交市

大同市：云州区、天镇县、云冈区、新荣区、左云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平城

区

朔州市：朔城区、山阴县、怀仁市、应县、平鲁区、右玉县

忻州市：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宁武县、静乐县、神池县、

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五台山

阳泉市：平定县、盂县、郊区、城区、高新区、矿区

吕梁市：交城县、汾阳市、孝义市、文水县、离石区、柳林县、中阳县、交口县、石楼

县、临县、岚县、方山县、兴县

晋中市：榆次区、榆社县、左权县、和顺县、昔阳县、寿阳县、太谷区、祁县、平遥县、

介休市、灵石县

临汾市：安泽县、大宁县、汾西县、浮山县、古县、侯马市、霍州市、吉县、蒲县、曲

沃县、隰县、尧都区、永和县、洪洞县、乡宁县、襄汾县、翼城县

晋城市：城区、泽州县、沁水县、阳城县、陵川县、高平市

运城市：盐湖区、永济市、芮城县、临猗县、万荣县、新绛县、稷山县、河津市、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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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夏县、绛县、平陆县、垣曲县

长治市：壶关县、黎城县、平顺县、长子县、沁源县、上党区、襄垣县、屯留区、武乡

县、沁县、潞州区、潞城区

5.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

清水河县、武川县

包头市：东河区、昆都仑区、青山区、石拐区、白云矿区、九原区、稀土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土默特右旗、固阳县、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赤峰市：红山区、元宝山区、松山区、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

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宁城县、敖汉旗

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开鲁县、库伦旗、奈曼旗、扎

鲁特旗、霍林郭勒市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扎赉诺尔区、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

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牙克石

市、扎兰屯市、额尔古纳市、根河市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

后旗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卓资县、化德县、商都县、兴和县、凉城县、察哈尔右翼前旗、

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四子王旗、丰镇区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突泉

县

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

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太仆寺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多伦县、乌拉盖管理

区

6. 辽宁省

沈阳市：浑南区、铁西区、于洪区、苏家屯区、沈北新区、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

康平县

大连市：庄河市、瓦房店市、普兰店区、金普新区、旅顺口区、甘井子区、长兴岛区、

高新区、长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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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海城市、台安县、岫岩县、千山区、铁东区、铁西区、立山区、高新区、经开

区、千山风景区

抚顺市：新抚区、望花区、东洲区、顺城区、抚顺县、新宾县、清原县

锦州市：黑山县、义县、北镇市、凌海市、太和区、古塔区、凌河区、开发区（滨海新

区）、高新区（松山新区）

阜新市：阜蒙县、彰武县、海州区、细河区、新邱区、太平区、清河门区、高新区

辽阳市：辽阳县、灯塔市、太子河区、文圣区、弓长岭区、宏伟区、白塔区

铁岭市：昌图县、西丰县、开原市、铁岭县、调兵山市、清河区、银州区、开发区

朝阳市：北票市、凌源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左县、双塔区、龙城区

盘锦市：盘山县、大洼区、双台子区、兴隆台区

葫芦岛市：兴城市、绥中县、建昌县、连山区、龙港区、南票区、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

沈抚示范区

7. 吉林省

长春市：南关区、宽城区、绿园区、朝阳区、二道区、九台区、双阳区、农安县、榆树

市、德惠市、公主岭市

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船营区、丰满区、永吉县、蛟河市、桦甸市、舒兰市、磐石

市

延边州：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和龙市、珲春市、龙井市、汪清县、安图县

四平市：铁西区、铁东区、双辽市、梨树县、伊通满族自治县

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集安市、通化县、辉南县、柳河县

梅河口市

白城市：洮北区、洮南区、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

辽源市：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东辽县

松原市：宁江区、扶余市、乾安县、长岭县、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区、抚松县、靖宇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池南区、池西区

8.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香坊区、平房区、松北区、呼兰区、阿城区、双

城区、宾县、依兰县、方正县、巴彦县、木兰县、通河县、延寿县、尚志市、五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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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铁锋区、建华区、昂昂溪区、富拉尔基区、碾子山区、梅里斯区、

龙江县、依安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山县、克东县、拜泉县、讷河市

牡丹江市：爱民区、东安区、阳明区、西安区、绥芬河市、东宁市、林口县、海林市、

宁安市、穆棱市

佳木斯市：前进区、向阳区、东风区、佳木斯市郊区、桦南县、桦川县、汤原县、同江

市、富锦市、抚远市

大庆市：萨尔图区、龙凤区、让胡路区、大同区、红岗区、肇州县、肇源县、林甸县、

杜蒙县

绥化市：北林区、望奎县、兰西县、青冈县、庆安县、明水县、绥棱县、安达市、肇东

市、海伦市

伊春市：伊美区、乌翠区、友好区、金林区、嘉荫县、铁力市、汤旺县、丰林县、大箐

山县、南岔县

双鸭山市：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集贤县、友谊县、宝清县、饶河县

鹤岗市：向阳区、工农区、南山区、兴安区、东山区、兴山区、萝北县、绥滨县

鸡西市：鸡冠区、恒山区、滴道区、梨树区、城子河区、麻山区、鸡东县、虎林市、密

山市

黑河市：爱辉区、嫩江市、逊克县、孙吴县、北安市、五大连池市

七台河市：桃山区、新兴区、茄子河区、勃利县

大兴安岭行署：加格达奇区、呼中区、新林区、松岭区、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市

9. 山东省

济南市：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区、济阳区、莱芜区、钢城

区、平阴县、商河县

淄博市：高青县、桓台县、张店区、临淄区

枣庄：滕州市、山亭区、薛城区、市中区、峄城区、台儿庄区、高新区

东营市：东营区、河口区、垦利区、广饶县、利津县、经济开发区、东营港、农高区

潍坊市：潍城区、寒亭区、坊子区、青州市、寿光市、安丘市、临朐县、昌乐县、滨海

区、峡山区

济宁市：任城区、兖州区、曲阜市、泗水县、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

县、梁山县、高新区、太白湖区、经开区、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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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泰山区、岱岳区、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东平县、徂汶景区、泰安高新区

日照市：莒县

临沂市：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郯城县、兰陵县、临沭县、莒南县、沂南县、沂水

县、平邑县、蒙阴县、费县

德州市：德城区、乐陵市、临邑县、陵城区、宁津县、平原县、庆云县、武城县、禹城

市、齐河县、夏津县、天衢新区

聊城市：茌平区、东阿县、冠县、莘县、临清市、阳谷县、高唐县

滨州市：滨城区、沾化区、邹平市、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博兴县、高新区

菏泽市：巨野县、鲁西新区、郓城县、单县、定陶区、东明县、成武县、曹县、牡丹区、

鄄城县

10. 河南省

郑州市：新郑市、荥阳市、新密市、登封市、中牟县、巩义市、航空港区

开封市：杞县、通许县、尉氏县、兰考县、祥符区、鼓楼区、禹王台区、顺河回族区、

龙亭区

洛阳市：偃师市、孟津区、新安县、宜阳县、洛宁县、汝阳县、嵩县、栾川县、伊川县、

洛龙区、老城区、瀍河区、西工区、涧西区、伊滨经开区

平顶山市：宝丰县、郏县、叶县、汝州市、舞钢市、鲁山县、卫东区、石龙区、湛河区、

高新区、新华区、示范区

安阳市：林州市、安阳县、内黄县、汤阴县、滑县、殷都区、龙安区、北关区、文峰区

鹤壁市：浚县、淇县、淇滨区、山城区、鹤山区、开发区

新乡市：封丘县、凤泉区、高新区、红旗区、辉县市、获嘉县、牧野区、卫滨区、卫辉

市、新乡县、延津县、原阳县、长垣市、平原示范区

焦作市：沁阳市、孟州市、温县、博爱县、武陟县、修武县、解放区、山阳区、中站区、

马村区、示范区

濮阳市：濮阳县、南乐县、清丰县、范县、台前县、经开区、工业园区、示范区

许昌市：禹州市、长葛市、襄城县、鄢陵县、建安区

漯河市：舞阳县、临颍县、郾城区、召陵区、源汇区、功能区

三门峡市：湖滨区、灵宝市、陕州区、卢氏县、渑池县、义马市、示范区、开发区

南阳市：邓州市、卧龙区、宛城区、社旗县、方城县、唐河县、西峡县、鸭河工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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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县、桐柏县、淅川县、镇平县、新野县、内乡县、官庄工区、高新区

商丘市：夏邑县、虞城县、示范区、梁园区、睢阳区、柘城县、宁陵县、睢县、民权县、

永城市

信阳市：罗山县、商城县、新县、息县、固始县、光山县、平桥区、潢川县、浉河区、

淮滨县

周口市：扶沟县、沈丘县、西华县、商水县、太康县、郸城县、项城市、淮阳区、鹿邑

县、川汇区

驻马店市：驿城区、西平县、遂平县、上蔡县、平舆县、汝南县、正阳县、确山县、泌

阳县、新蔡县

济源示范区

11. 四川省

甘孜州：康定市、泸定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

县、德格县、白玉县、石渠县、色达县、理塘县、巴塘县、乡城县、稻城县、得荣县

阿坝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小金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汶川县、

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

12.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达孜、林周、当雄、堆龙德庆、墨竹工卡、城关、曲水、尼木、柳梧新区

日喀则市：定日、昂仁、亚东、谢通门、定结、聂拉木、仲巴、康马、萨迦、萨嘎、南

木林、江孜、吉隆、白朗、桑珠孜、拉孜

山南市：隆子、曲松、乃东、措美、贡嘎、琼结、洛扎、浪卡子、扎囊、加查

林芝市：米林

昌都市：丁青、贡觉、洛隆、卡若、左贡、芒康、八宿、边坝、江达、察雅

那曲市：比如县

阿里地区：噶尔、措勤、普兰、札达、改则、革吉

13. 陕西省

（1）肉羊布鲁氏菌强制免疫范围

咸阳市：彬州市、礼泉县、长武县

渭南市：临渭区、华州区、白水县、合阳县、大荔县、澄城县、潼关县、华阴市

延安市：宝塔区、安塞区、志丹县、吴起县、子长市、延长县、延川县、甘泉县、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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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洛川县、黄陵县、黄龙县

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区、绥德县、定边县、靖边县、佳县、子洲县、清涧县、米脂县、

吴堡县、神木市、府谷县

（2）肉牛布鲁氏菌强制免疫范围

咸阳市：彬州市、礼泉县、长武县

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区、绥德县、定边县、靖边县、佳县、子洲县、清涧县、米脂县、

吴堡县、神木市、府谷县

延安市：宝塔区、安塞区、志丹县、吴起县、子长市、延长县、延川县、甘泉县、富县、

宜川县、洛川县、黄陵县、黄龙县

14. 甘肃省

酒泉市：肃州区、瓜州县、敦煌市、玉门市、阿克塞县

张掖市：山丹县、民乐县

金昌市：金川区、永昌县

武威市：凉州区、古浪县、民勤县、天祝县

白银市：景泰县、靖远县

平凉市：崆峒区、华亭市、崇信县、泾川县、灵台县

庆阳市：西峰区、庆城县、镇原县、华池县、合水县、宁县、正宁县

15. 青海省

海北州：海晏县、刚察县、门源县、祁连县

海南州：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兴海县、同德县

黄南州：同仁市、泽库县、河南县、尖扎县

果洛州：玛沁县、甘德县、达日县、久治县、班玛县、玛多县

玉树州：玉树市、称多县、囊谦县、治多县、杂多县、曲麻莱县

16.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灵武市、永宁县、贺兰县

石嘴山市：惠农区、平罗县

吴忠市：利通区、红寺堡区、青铜峡市、同心县、盐池县

固原市：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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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米东区、乌鲁木齐县

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托克逊县

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玛纳斯县、呼图壁县、阜康市、奇台县、吉木萨尔县、木垒

县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尉犁县、库尔勒市、和静县、博湖县、轮台县、和硕县、

且末县、若羌县

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沙雅县、新和县、拜城县、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

县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克陶市、乌恰县

喀什地区：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英吉沙县、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麦盖提县、

巴楚县、岳普湖县、伽师县、塔什库尔干县

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奎屯、霍尔果斯市、伊宁县、察布查尔县、霍城县、巩留

县、新源县、尼勒克县

塔城地区：塔城市、额敏县、乌苏市、沙湾市、托里县、裕民县、和布克赛尔县

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福海县、富蕴县

1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5团、6团、12团

第五师：81团、82团、83团、84团、85团、86团、87团、88团、89团、90团、91

团

第九师：161团、162团、163团、164团、165团、166团、167团、168团、169团、

170团、团结农场

第十师：181团、182团、183团、184团、185团、186团、187团、188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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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布鲁氏菌病免疫奶牛场名单

1. 北京市

昌平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南口二分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南口三分场

顺义区：北京中地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民禾诚奶牛专业合作社、北京昭阳牧场、北京梦

渌通养殖有限公司

通州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第一牧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中以示范牛场、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草厂牛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三垡牛场、北京首农畜牧

发展有限公司半截河牛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小务牛场

密云区：北京鼎晟誉玖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奶牛一场、北京鼎晟誉玖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奶牛二

场、北京海华云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延庆区：北京兴利鹏奶牛养殖中心、北京利源永兆养殖中心、北京金龙腾达养殖场、北京天

意兴旺养殖专业合作社、北京大地群生养殖专业合作社、北京金鑫园奶牛中心、北京富农兴

牧奶牛养殖合作社、北京方旭养殖中心、北京运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大兴区：北京绿荷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创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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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津市

蓟州区：天津市蓟县宏安奶牛养殖场、天津联合顺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宝坻区：北京绿荷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宝坻分部、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奶牛场分

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二奶牛场分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

十五奶牛场分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六奶牛场分公司、天津天食智慧牧场

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坻区宏远奶牛养殖场、天津市宝坻区建广奶牛场

武清区：天津三义牧业养殖中心、天津市武清区振杰奶牛养殖场、天津市武清区天露奶牛养

殖场、天津市昊瑞丰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鑫盛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津澳牧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富栏奶牛养殖场、天津市德兴隆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德兴忠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天津市德兴義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玉林奶牛养殖场、天津市光泽乳业

合作社、天津市武清区文稷养殖有限公司、天津津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平之然畜牧养殖有

限公司、天津市海林养殖场、天津市融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佳禾牧业有限公

司、天津市富源养牛有限公司、天津水露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新世纪牧业有

限公司、天津市福润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百圣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蕙牧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天津亨瑞达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完达山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晨光奶业

有限公司、天津市贵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西青区：天津市宏乐奶牛养殖场

宁河区：天津福沃奶牛合作社、天津长旺奶牛场、天津市龙湖湾养殖场、天津市嘉立荷畜牧

有限公司第七奶牛场分公司、天津市宁河区天隆源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宁河县桂元养牛场、

天津市恒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县农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静海区：天津市润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静海区隆达奶牛养殖场、天津市东旭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天津市静海县蓄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静海县兴达奶牛养殖场、天津

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奶牛场分公司

东丽区：天津市东丽区蓬源畜牧有限公司

北辰区：天津市今日健康乳业公司、天津市北辰区久金奶牛养殖场、天津市北辰区恩芝奶牛

养殖场

滨海新区：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奶牛场分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一奶牛场分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奶牛场分公司、天津优源牧业有

限公司、天津神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天津誉利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市长泰科技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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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天津富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分场）、天津富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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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

仅犊牛免疫布病 A19的奶牛场名单

石家庄市

藁城区：石家庄市藁城区河牧奶牛养殖服务专业合作社、河北冀丰动物营养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三山养殖场、石家庄市藁城区裕丰奶牛养殖中心、石家庄市藁城区

岳秀芳养殖专业合作社、藁城区圣牧奶牛养殖场、藁城区九门富农养殖场、藁城区九州奶牛

养殖场、石家庄诚鑫牧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兴牧奶牛场、石家庄市藁城区荣祥奶牛饲养专业

合作社、石家庄市瑞江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石家庄天恒牧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藁城区六合

养殖场、石家庄市庆达牧业有限公司

鹿泉区：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天泉良种奶牛有限公司、鹿泉区润民养殖场

栾城区：石家庄茂丛畜牧业有限公司、栾城区富康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河北鼎源牧业有限

公司、石家庄会润牧业有限公司、石家庄润源牧场、栾城区梅家村牧泰养殖基地

正定县：正定县铭阳奶牛养殖场、正定县旭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定县金河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石家庄联润养殖有限公司、正定县惠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定县新平养殖场、

石家庄市大地福瑞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正定县润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定县城达奶牛养

殖基地、正定县荷斯坦奶牛养殖场、正定县正塔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定县龙源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正定县银河奶牛养殖场

行唐县：行唐县优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行唐县昊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沃土奶牛

养殖场、行唐县康泉牧场、石家庄君盛牧业有限公司、行唐县鑫汇泉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

县巨恒生态牧业园、石家庄硕文牧业有限公司、行唐县双伟奶牛养殖场、行唐县富源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童宁家庭农场、行唐县三伟牧业有限公司、行唐县源博奶牛养殖小区、

行唐县林华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富强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旺源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行唐县黄龙港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范家佐奶牛养殖场、行唐县阳关奶牛养殖场、

行唐县兴民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玉根和牛牛业有限责任公司、行唐县官庄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行唐县康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增蓝牧场、行唐县泰安奶牛养殖小区、

行唐县君邦牧业有限公司、行唐县兴旺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贾庄魏敏奶牛养殖小区、行唐

县和一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龙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鑫泉养殖小区、行唐

县毛照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五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东南街利顺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行唐县扶贫犇磊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鸿宇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泽伟奶牛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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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唐县庄旺奶牛养殖场、行唐县鸿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上碑镇南埌坝绿源生态奶

牛养殖小区、行唐县天意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宏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立毛家庭

农场、行唐县天诚和牛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蒙德隆奶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行唐以琳分

公司、行唐县玉恒和牛牛业有限责任公司、行唐县东安香希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

磁河庄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民社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林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

茂通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余底国芳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余底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田日

奶牛养殖中心、行唐县兴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乐源牧业行唐有限公司、行唐县康庄康泰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三雷家庭农场、行唐县梨沿庄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旺达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行唐县长胜奶牛养殖中心、行唐县奔腾奶牛养殖小区、行唐县犇曦牧业有

限公司、行唐县犇旺和牛牛业有限责任公司、行唐县百云泉养殖场、行唐县宏远奶牛养殖中

心、行唐县久旺牧业养殖场、行唐县宇隆奶牛养殖场、行唐县金丰奶牛养殖中心、行唐县鸿

广牧场、行唐县润农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行唐县恒腾家庭农场、行唐县德新养殖场

灵寿县：灵寿县兴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双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泽源奶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荣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彭发养牛专业合作社、灵寿县

华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燕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索坤牧业有限公司、灵

寿县诚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敬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高邑县：千秋奶牛场、祥瑞牧业

深泽县：鑫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鑫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赞皇县：君奥牧业（赞皇）有限责任公司

无极县：无极县甘二霞奶牛养殖场、无极县李双双奶牛养殖场、无极县底立国奶牛养殖场、

无极县联众奶牛专业合作社、无极县犇鹏奶牛养殖场、无极县庆卯奶牛养殖场、石家庄玉龙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无极县瑞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无极县少东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无极

县谈下其英奶牛养殖场、无极县丰收奶牛养殖场、无极县丰澳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无极县西

丰奶牛养殖场

平山县：平山县盛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平山县柏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山县涌淼养殖专业

合作社、平山县兴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元氏县：元氏县铁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元氏县金寨奶牛养殖场、元氏县汇海奶牛养殖场、

元氏县洁康奶牛养殖场、元氏县恒佳牧业有限公司、元氏县绿康奶牛养殖场、元氏县东秀养

殖场

赵县：河北艾拓牧业有限公司、赵县北陆农牧基地、赵县永兴牧业有限公司、赵县柏佑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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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州市：晋州市旺源奶牛养殖场、晋州市阔源奶牛养殖场、晋州市舜诚牧场、晋州市东里庄

乡奶牛场、晋州市庞海卿奶牛场、晋州市周家庄农牧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

古冶区：唐山市古冶区安旺奶牛养殖场、唐山市古冶区春雷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唐山

英友养殖有限公司、唐山市古冶区瑞康奶牛养殖场

丰南区：唐山市丰南区大力生态养殖场、唐山市丰南区润翔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唐山春晖

牧业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区振富奶牛养殖场、唐山初一牧业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区勤和

牧场、唐山市丰南区朝阳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唐山市丰南区润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唐

山市丰南区军兴奶牛养殖场、唐山市丰南区大齐镇维山养殖场、唐山市杰恩牧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博泰奶牛养殖小区、唐山市丰南区安达牧场、唐山市丰南区忠义牧业

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区国明奶牛养殖场、唐山市丰南区鼎旺奶牛养殖小区、唐山市丰南区

军亮养殖小区为原有养殖场（小区）、君乐宝乐源君丰（唐山）牧业有限公司

丰润区：丰润区健泉奶农农民专业合作社、丰润区盛兴源养殖场、丰润区运革养殖场、丰润

区富春奶农农民专业合作社、丰润区志国奶农农民专业合作社、丰润区绿欣源畜牧养殖场、

丰润区国银牧业养殖场、丰润区鑫兴奶农农民合作社、丰润区金明奶农农民合作社、丰润区

天亦奶牛养殖场、丰润区顺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丰润区盛云奶农农民合作社、丰润区嘉伦

奶牛养殖牧场有限公司、丰润区宏达奶牛养殖场、丰润区锦程牧业、丰润区黎远奶牛养殖场

滦南县：滦南县鸣远奶牛养殖场、滦南县超越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汝立养殖场、滦南县缘合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龙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海龙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福

丰源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春燕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洁然奶牛场、滦南县浩鑫奶牛养殖场、滦

南县安康奶牛养殖场、滦南县众鑫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弘康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牧

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唐山市爱民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利源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牧

鑫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旭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扒齿港镇平顺养殖场、滦南县国勇

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森旺养殖场、唐山蓝海中西牧业有限公司、滦南县连文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滦南县石建贵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硕悦养殖场、滦南县博远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悦茗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明赫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富达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六合

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幸福奶牛养殖合作社、滦南蓝天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盛隆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恒达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牧旺养殖场、滦南县永旺奶牛养殖场、滦南

县焕利奶牛场、滦南县茳盛奶牛场、滦南县鑫牛奶牛场、滦南县赫鑫奶牛场、滦南县星光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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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场、滦南县永远奶牛养殖场、滦南县辉勇奶牛场、滦南县田丰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新龙奶

牛养殖场、滦南县牧兴奶牛养殖场、滦南县鑫健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福兴奶牛养殖场、唐山

市澳犇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沃辰奶牛养殖场、滦南县金鑫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

孙辉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润丰牧业有限公司、滦南县龙跃奶牛养殖场、滦南县龙顺奶牛养殖

场、滦南县为民奶牛养殖场、滦南县隆旺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宏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唐山

合发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蒙鑫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复来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国远奶牛

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牧森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振民奶牛养殖场、唐山富强牧业有限公司、

唐山盛农源畜牧有限公司、滦南县鑫蕊养殖场、滦南县犇鑫奶牛场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

茂宏奶牛养殖场、滦南县佳岩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熹熹奶牛养殖场、滦南县燕良奶牛养殖场、

滦南县红旺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南县荣鑫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升然奶牛养殖场、滦南县

昊伟养殖场、滦南县润发奶牛养殖场、滦南县俊来奶牛养殖场、滦南县源欣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滦南县敬松养殖场、滦南县荣光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建宏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利农奶

牛养殖场、滦南县丽明奶牛养殖场、滦南县诚敬奶牛养殖场、滦南县万禾奶牛养殖场、滦南

县顺浩牧业有限公司、滦南县众雄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南县浩金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滦南

县腾辉养殖场、滦南县兴胜奶牛养殖场、滦南县军海畜牧养殖场、滦南县统乐奶牛养殖场

乐亭县：众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前沙铺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第一分社、乐亭县兴牧奶牛

专业合作社、乐亭县宏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乐亭县天元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玉田县：唐山悠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1号牧场、唐山悠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2号牧场、唐山

悠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3号牧场、玉田县欣然牧业有限公司、玉田县林西镇旺达养殖场、玉

田县增财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汉沽管理区：唐山恒天然牧场有限公司、唐山汉沽兴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唐山市汉沽管理

区兴牧奶牛场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民牛场、永泉牛场、杰帅牛场、清河牛场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海港宏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唐山海港师牛奶牛养殖场

迁安市：迁安市广原奶牛养殖科技有限公司、迁安市二牛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迁安市瑞安牧

业有限公司、迁安市澳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滦州市：滦县新城洪发牧场、滦县茂源牧场、滦县宝军畜牧有限公司、滦县牧鑫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滦县恒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州市苗坨养殖场、滦县鑫泉牧场、滦县嘉烁牧

场、滦县志玲奶牛养殖合作社、滦县大领养殖有限公司、滦县鑫兴牧场、滦县田园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鑫和牧场、东川养殖专业合作社、德牧奶牛场、泽生牧场、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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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滦州分公司、滦县军英牧场、滦县佳和畜牧有限公司、滦县军辉牧场、滦县众意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滦县雨森牧场、滦县泓源牧场、滦州市锦硕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滦县润荣

奶牛养殖合作社、滦县隆泉奶牛养殖合作社、滦县龙鑫养殖场、滦县罗金奶牛合作社、滦县

富源奶牛合作社、滦县天地人和奶牛合作社、滦县榛子镇小林牧场、滦县天牧养殖合作社、

滦县双红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秦皇岛市

昌黎县：昌黎县银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旺犇牧业有限公司、昌黎县旺生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昌黎县青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慧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志

合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永福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鑫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昌黎县春振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靖安镇大勇奶牛养殖场、昌黎县成隆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昌黎县玉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昌黎县诚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邯郸市

邯山区：利林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辰翔奶牛养殖场、富民奶牛合作社、鼎好牛场、昊然牛场、

康源牛场

肥乡区：河北淼潽奶牛有限公司、乳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牧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利军奶

牛养殖有限公司

永年区：邯郸市福泰达金牛养殖有限公司、牧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成安县：聚犇奶牛场

大名县：大名县鑫韵养殖有限公司、京华生态科技养殖有限公司、大名县欣鑫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河北牧歌牧业有限公司

磁县：伊康牧业

馆陶县：贵国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邯郸开发区牛牛奶业有限公司、牧兴奶牛场

冀南新区：邯郸市兴盛牧业有限公司

邢台市

南和区：南和区静波奶牛场

宁晋县：宁晋县惠农奶牛养殖场

巨鹿县：三田奶牛场

新河县：金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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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县：乐源君邦牧业威县有限公司、乐源君康牧业威县有限公司、乐源君享牧业威县有限公

司、河北中宝牧业有限公司、乐源君宏牧业威县有限公司、乐源君昌牧业威县有限公司、乐

源家森牧业威县有限公司、乐源家思牧业威县有限公司

清河县：清河县永兴奶牛场

邢台经济开发区：宏和奶牛养殖基地

保定市

莲池区：艳坤奶农专业合作社、绿野奶农专业合作社、旺农奶农专业合作社、星光奶农专业

合作社

满城区：保定宏达牧业有限公司、保定市坤鹏饲养有限公司、河北六融农垦有限公司满城奶

牛场、保定市满城区瑞恒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清苑区：保定市清苑区春意隆奶牛养殖场、保定市清苑区鑫犇养殖场、清苑区绿泽奶牛养殖

场、保定市金谷牧业有限公司、保定市清苑区益民奶牛养殖场、保定市清苑区东润牧场、清

苑县兴华养殖有限公司、保定市清苑区诚信自然园养殖场、河北九龙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丽伟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保定市清苑区佳和顺奶牛养殖场、清苑县平陵惠农奶牛养殖场、

保定市清苑区萨英苑奶牛养殖场、清苑县北石桥中冀畜牧养殖场、保定市国富百中奶牛养殖

有限公司、保定市清苑区庆丰养殖场、清苑北李各庄顺通奶牛养殖场、保定市清苑区和平奶

牛养殖场、清苑县贝尔农牧有限公司

徐水区：徐水县利农奶牛专业合作社、保定玉洁农牧有限公司、保定圣美奶牛专业合作社、

保定洲赛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保定韦氏农牧有限公司、保定市徐水区禾鑫奶牛农民合作社、

保定市海通奶牛养殖场、保定市孟扬养殖有限公司、保定市徐水区五兴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保定市徐水区桂合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保定千秋和谐奶牛专业合作社、保定市徐水区三合

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保定康泽养殖有限公司、保定兴盛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保定市宝磊

奶牛专业合作社、保定市继文奶牛养殖场、徐水区冀聚源农民奶牛专业合作社、徐水区丽华

奶牛专业合作社、徐水区天晨养殖场、保刚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兴县：定兴县兴一奶牛专业合作社、定兴县钰和农业专业合作社

唐县：唐县民富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高阳县：高阳县东升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高阳县三利乳业有限公司晋庄分公司、高阳县益

牧奶牛饲养有限公司、高阳县乐源家牧业有限公司

望都县：保定市兄弟牧业有限公司、河北云端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惠阳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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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都县鑫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望都县顺发奶农专业合作社、望都县江水养殖场、望都县志

永养殖场

易县：三益奶牛场、普天奶牛场

曲阳县：富达奶牛养殖小区、曲阳县顺昌奶农专业合作社、曲阳县富民养殖场、曲阳县永强

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曲阳县英民奶牛养殖场、曲阳县富源奶牛养殖场、曲阳县瑞犇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曲阳县益佳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蠡县：保定花戎饲养有限公司、蠡县乐源家牧业有限公司

博野县：博野县兴农奶农专业合作社

涿州市：涿州市创利奶牛场、涿州市沃野金牛牧业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涿州市分公司、涿州市新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安国市：保定知恩农牧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

桥东区：智吉奶牛农民专业养殖合作社

桥西区：张家口满江养殖场

宣化区：宣化县康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宣化县盛达馨养殖有限公司、宣化县新鑫奶牛养

殖场、宣化县金源牧业有限公司、宣化县宝泰养殖专业合作社、张家口海宝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宣化县利康富硒畜牧有限公司、宣化鑫元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小区

下花园区：下花园区鑫科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万全区：张家口万全区七屯牧业奶牛养殖场、张家口万全区科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张家口万

全区天赐养牛小区、张家口万全区辰兴奶牛养殖场、张家口立宇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万全区

天顺奶牛养殖场、张家口万全区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万全区泰乐奶业专业合作社、张家口

锦智奶牛良种繁殖有限公司、河北广恒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家口万全区康颂牧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万全区达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万全区圣乳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张家口万全区雪塔

奶牛养殖场、张家口万全区建兴奶牛养殖场、张家口万全区富强利农养殖场、张家口万全区

天地养殖专业合作社

张北县：张北中都畜牧有限责任公司、张北县金牛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张北县二台镇

牧兴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张北县永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张北县桦岭牧业生态养殖场、

张北县泰安奶牛养殖场、张北县格莱纳特良种奶牛养殖场、张北县浩源养殖有限公司、张北

县绿禾盛养殖有限公司、张北县香林奶牛养殖场、张北县三号乡三工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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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县超越养殖有限公司、张北县向军养殖有限公司、张北县沙地坊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中鼎牧业（张北）有限公司、乐源牧业张北有限公司、张北祥隆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康保县：康保县树棠牧业有限公司、康保县武家村奶农专业合作社、康保县贵宝牧业有限公

司、康保县板申奶农专业合作社、康保县荣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康保为牛牧业有限公司

沽源县：沽源县源大奶牛养殖场、沽源县情义奶牛养殖场、沽源县黄老五奶牛养殖场、沽源

县三丰牧业责任有限公司

蔚县：蔚县东海奶牛乳业有限公司

阳原县：阳原县兴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阳原县德利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怀安县：怀安县溪源养殖专业合作社、怀安县泓旭和牛养殖有限公司、张家口长城乳业有限

公司左卫奶牛养殖基地、怀安县君日奶牛养殖厂、张家口银湖农牧业有限公司、怀安县凯泽

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怀安县怀安城镇十里铺奶牛养殖场、怀安县绿原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怀安城牛场、张家口长城乳业有限公司左卫奶牛养殖小区、怀安县柴沟堡镇慧有养殖场、

怀安县新坝房村永旺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怀来县：怀来县湖滨奶牛厂、怀来县桂海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涿鹿县：涿鹿县天禄奶牛养殖场、涿鹿县新奥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涿鹿县建国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涿鹿县兴安牧业标准化养殖小区

张家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银滩奶牛养殖场、张家口顺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宣

化县五首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张家口乳缘养殖有限公司、经开区树军奶牛养殖场、宣化县

鑫牛奶牛养殖场、乳泉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察北管理区：现代牧业（察北）有限公司、现代牧业（察北）恒盛有限公司、张家口君乐宝

旗帜牧业有限公司

塞北管理区：现代牧业（张家口）有限公司、富源牧业张家口有限公司、张家口塞北田园生

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北圣牧养殖有限公司

承德市

承德县：承德巨鑫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滦平县：滦平县北润农牧专业合作社、滦平旺顺养殖有限公司

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顺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乳康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元凯

养殖有限公司、简爱父爱牧场承德有限公司、聚鑫养殖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倍斯特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龙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恒溢牧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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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丰宁满族自治县福贵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丰宁满族自治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丰宁满

族自治县锦鸿养殖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祥林奶牛养殖小区、丰宁满族自治县银河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壮大奶牛合作社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三元晓雅奶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一牧场分公司、承德天添乳业御道

口良种奶牛繁育场

御道口牧场管理区：承德赛优牧业有限公司

沧州市

沧县：赛科星牧业有限公司

青县：青县牧盛奶牛场、青县瑞信奶牛场、青县永强奶牛场、青县金源奶牛场、青县华盛奶

牛场、青县耐康奶牛场、青县福林奶牛场、青县永康奶牛场、青县利伟奶牛场、青县青源奶

牛场

肃宁县：肃宁县通达奶牛养殖合作社

献县：冀鲁养殖有限公司、河北守信农牧有限公司、献县清风养殖有限公司

中捷产业园区：河北犇放牧业有限公司、河北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国奶牛场、河北君景牧

业有限公司、乐源君辉（沧州）牧业有限公司

泊头市：泊头民乐牧业有限公司、泊头民兴牧业有限公司

河间市：河间市集盛奶牛场

廊坊市

永清县：永清县新露牧业有限公司、廊坊玖茂牧业有限公司

香河县：香河县晟隆奶牛养殖有限公司、香河春山养殖有限公司

三河市：三河市顺发奶牛养殖场、三河市百辰奶牛养殖场

衡水市

桃城区：桃城区牧源养牛专业合作社、桃城区华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桃城区沃土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

冀州区：衡水市东发奶牛场、河北康华牧业有限公司

枣强县：枣强县方军奶牛养殖场、枣强县福地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枣强县鸿运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枣强县鹏泰养殖有限公司、河北百荣牧业科技公司、枣强县茂源养殖场

武邑县：武邑县隆大奶牛合作社、武邑县达明奶牛合作社、武邑县丰犇奶牛合作社、武邑县

绿鑫奶牛合作社



22

武强县：富源牧业衡水有限责任公司、富奥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强赛优牧业有限公司、武

强县古河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河北和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强县杨南如时雨养殖基

地、武强县腾博牧业有限公司、武强县鑫牧养殖基地

故城县：河北康宏牧业有限公司、河北波波牧业有限公司、故城县佰汇牧业有限公司

定州市

定州市隆泰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管道庄双起奶牛养殖场、定州市汇林牧业有限公司、定州

市源厚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胜骅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宏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定州市兴

芳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定州市金瑞康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鑫牧源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宏

达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定州市占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河北乾吉源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东

三路奶农养殖合作社、河北首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定州市思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定

州市联亿奶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定州市赛科星伊人牧业有限公司、定州市腾达牧业有限公

司、定州市万源奶牛养殖场

辛集市

辛集市森宝奶牛场、辛集市润翔乳业有限公司、辛集市鑫泽奶牛场、辛集市鑫升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辛集市双柳树村鑫犇奶牛场、辛集市建升奶牛养殖合作社、辛集市仁强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辛集市牧兴顺奶牛养殖场、辛集市富谷养牛场、辛集市和祥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犊牛成年牛均免疫布病的奶牛场名单

秦皇岛市

抚宁区：抚宁鑫山奶牛场、抚宁台头赢奶牛合作社

卢龙县：秦皇岛浩轩生态经济示范园、秦皇岛浩轩生态经济示范园二分园、卢龙县灏辰牧业

有限公司、卢龙县鑫园牧业有限公司、秦皇岛市犇牛牧业有限公司

邢台市

柏乡县：邢台市柏乡君创牧业有限公司

隆尧县：河北红山乳业、河北永林牧业

宁晋县：河北优圣牧业有限公司、河北众阳牧业有限公司、宁晋县鸿运奶牛养殖基地、宁晋

县程盛奶牛养殖场、河北大道牧业有限公司、大曹庄管理区华峰奶牛养殖场、大曹庄管理区

兴农奶牛养殖场、大曹庄管理区众犇奶牛养殖场、宁晋县平献奶牛养殖场、大曹庄管理区闫

高奶牛养殖场、大曹庄管理区佳龙奶牛养殖场、河北正森牧业有限公司、河北万赫牧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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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曹庄管理区华达奶牛养殖场、宁晋县新康辉奶牛养殖场、宁晋县御钵隆奶牛养殖场、

宁晋县鼎康奶牛养殖场、宁晋县忠良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河北广源牧业有限公司、宁晋

县众犇奶牛专业合作社、河北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宁晋县国贸奶牛养殖基地、

河北雄达牧业有限公司、大曹庄管理区鱼滩头村南奶牛养殖场、宁晋县哲贤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宁晋县康丰奶牛养殖场、宁晋县牧盛养殖场、宁晋县源创养殖场、宁晋县惠泽牧业有

限公司、宁晋县京辉奶牛养殖场、邢台市安洪牧业有限公司、宁晋县永磊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大曹庄管理区百乐养殖场、宁晋县汇滨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威县：乐源牧业威县有限公司、新强牧业

临西县：临西县康英养殖有限公司

沙河市：河北圣犇牧业、河北德尚农业有限公司

廊坊市

安次区：安次区雪计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安次群成牧业有限公司、安次区海源池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廊坊市安次区熊氏牧业

广阳区：廊坊市安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廊坊市阿斯根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廊坊市东兴富强

牧业有限公司

固安县：固安县牧牛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固安县创辉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固安县兴农奶牛

养殖场、固安县振超养殖厂、固安县鑫牧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永清县：永清县兰星牧业奶牛基地、廊坊三英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永清县万顺农牧有限公司

大城县：大城县牧牛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文安县：廊坊中地生态牧场有限公司

三河市：三河市百宏奶牛养殖场、三河市富祥奶牛养殖场

衡水市

饶阳县：饶阳县牧兴奶牛养殖有限公司、饶阳县正凯奶牛养殖场、河北饶阳聚益奶牛养殖有

限公司、饶阳县英牧奶牛养殖场、饶阳县云翔奶牛场、饶阳县恒翔奶牛场、现代牧业（饶阳

县）有限公司

安平县：安平县康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安平县方元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安平县东炜奶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安平县康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故城县：故城县康源畜牧养殖场、故城县鑫诚养殖专业合作社、故城县梦圆养殖专业合作社

景县：景县爱民奶牛场



24

深州市：深州市郝家庄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深州宏达养殖有限公司、河北众城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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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西省

太原市

尖草坪区：山西九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阳曲县：阳曲县亿源乳业有限公司、周和平奶牛场、张贵林奶牛场、白兆新奶牛场、白钢铁

奶牛场、白全兔奶牛场、阳曲县瑞美乳业有限公司

小店区：太原强牛种养殖有限公司、山西瑞馨雪养殖有限公司、山西明强养殖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小店区和诚奶牛专业合作社、太原兴达良种奶牛养殖基地、太原旺祥源牧业有限公司、

太原市小店区天翼聚养殖有限公司、小店区四季旺养殖专业、山西旺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市

云州区：大同市云州区恒升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大同市云州区犇犇农牧专业合作社、山西椿

林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同市云州区诚鹏阳奶牛养殖场、大同市云州区益润林牧业有限公司

天镇县：天镇县中地生态牧场有限公司、天镇县桃园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天镇县兴发奶牛

繁育有限公司

云冈区：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方高科农牧公司、大同市南郊区桂林奶农专业合作社、

永成畜牧公司、三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荣区：大同伊磊二牧牧业有限公司

平城区：大同市天和牧业有限公司

朔州市

朔城区：继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乔光养殖专业合作社、小营向前养殖专业合作社、绿诚

农牧有限公司、明金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富营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旺畜源养殖有限公司、

国雄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国前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改爱农牧有限公司、通乐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田苏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阴县：佳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奶业分公司、天喜牧业、古城农牧有限公司、樱桃养殖专业

合作社

怀仁市：怀仁市犇康牧场、怀仁市下湿庄奶牛养殖场、山西仁德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怀仁市

天顺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怀仁市富博养殖场、怀仁市中源农牧专业合作社

应县：山西优然天合牧业有限公司（水边牧场）、山西优然天合牧业有限公司（牛铃牧场）、

山西优然天合牧业有限公司（阳光牧场）、应县兴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应县思云奶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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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专业合作社、应县辉煌养殖有限公司、应县东方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应县富川农牧专业

合作社、朔州市龙首山圣源牧业有限公司、应县源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朔州市玉收农牧

有限公司、应县营大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应县仁河富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应县乾丰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

忻州市

忻府区：忻华农业责任有限公司、忻州市忻府区乳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忻州市忻府区建峰

养殖专业合作社、忻州市忻府区百牛堂牧业专业合作社、忻州银山湖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忻

府区和氏璧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忻州市万旺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定襄县：一元养殖场、春云养殖场、卢仁义养殖场、爱玛旺养殖场、张银柱、张成亮、杨双

奇、丁巨金、丁献和、郭润生、田建梅、杨世宏、张丽、张建民、贺润龙、贺久喜、贺配喜、

贺岳林、贺满意、张正年、李上武、梁俊伟、牛俊康、武玉成、孙俊生、智明礼、智双元、

靳战才、邢四贵、付进才、徐俊喜、李鹏强、孙有亮、卜卯元、郭春荣、定襄县诚信养殖场、

定襄县建达养殖有限公司

代县：国宏养殖场、宝平养牛场、王喜龙养殖场、王俊平养殖场、代县三邦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种牛）、代县成全养殖专业合作社（种牛)

原平县：山西欣业农牧有限责任公司、尚春明牛场、卢玉根牛场、郭白田牛场、曹建田牛场、

贺兰生牛场、弓美生牛场

繁峙县：辉煌实业有限责公司、银河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富源奶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兴源

奶牛养殖园区

静乐县：静乐县众诚养殖有限公司

神池县：福荣牛场

河曲县：山西河滩奶牛育种有限公司

阳泉市

平定县：长青奶牛场、宏冠家庭农场

晋中市

祁县：祁县九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榆次区：山西农丰源农牧有限公司奶肉牛养殖基地、晋中市东兴养殖专业合作社、晋中榆次

博瑞牧业有限公司奶牛场、晋中盛康养殖专业合作社、晋阳养殖专业合作社



27

临汾市

洪洞县：恒茂祥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乡宁县：乡宁县惠民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运城市

盐湖区：运城市通和顺奶牛饲养有限公司、安宏鑫农牧有限公司

新绛县：新绛县天天牧业

闻喜县：闻喜县佳浩牧业养殖场、闻喜县卫民养殖场、闻喜县宏华养殖场

河津市：河津市小梁鸿泰养殖场、河津市川林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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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内蒙古奈伦大黑河农牧业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鼎典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蒙德隆奶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泽牧分公司（原内蒙古旗帜牧业）、呼和浩特市嘉睿旺农牧有

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星连星牧业有限公司（东甲兰牧场）

武川县：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川县分公司

清水河：优然牧场清水河分公司、圣地牧业、赛科星种畜基地

托克托县：呼和浩特市草原蒙旺牛业有限公司、托克托县满水井农牧业有限公司、托克托县

计军奶农业合作社、托县古城镇友和奶牛场、内蒙古恒富牧业有限公司、托克托县建亭奶牛

养殖牧场、托克托县利军农机专业合作社、托克托县蒙元养殖牧场、托克托县古城镇旺源牧

场、内蒙古犇弛牧业有限公司、托克托县古城镇牛奶场、托克托县古城镇弘欣牧场、托克托

县东升养殖牧场、托克托县古城镇永胜养殖牧场、托克托县飞飞养殖牧场、内蒙古富源牧业

（托县）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赛科星牧业有限公司、托克托县二彪奶农专业合作社、托县

海兵牧场、托县富渊现代养殖公司、星连星富泉牧场、内蒙古悠然牧业、托县四来钱奶牛养

殖场、托县高家西滩牧场、托克托县盛德奶牛养殖场、内蒙古利兴生态农牧业有限公司、托

克托县和托综合实验农牧场、内蒙古圣牧高科第十三牧场、呼和浩特市星连星合润牧业有限

公司

土默特左旗：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苏卜盖牧场、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城留牧场、

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章盖台牧场、土默特左旗万荷养殖有限公司、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

公司可沁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铁帽牧场、内蒙古蒙荣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优然牧业

白庙子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雨施格气牧场、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双号牧场、内蒙古圣

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大圪贲牧场、内蒙古首信农牧业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连润牧业、土左

旗牛满园养殖农民合作社、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北什轴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麻合

理牧场、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卡台基牧场、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北得力图牧场、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恼木汗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大阳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二什

家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那什图牧场、土默特左旗秀梅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土默特左

旗征宇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左旗神泉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呼和浩特淳华牧业

有限公司兰灿牧场、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那什图牧场、内蒙古犇伊牧业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淳华牧业有限公司什拉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沙梁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后善岱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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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蒙古优然牧业大岱牧场、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召上牧场、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

限公司只几梁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贾家营牧场、土左旗凯源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呼

和浩特淳华牧业有限公司高泉营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哈沙图牧场、土默特左旗甲尔旦奶牛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蒙古富佳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优然牧业沙尔营 1号牧场、呼和浩

特市星连星牧业白皮营牧场、呼和浩特市星连星牧业东升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土左示范牧

场、内蒙古优然牧业小里堡牧场、内蒙古神牛宏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优然牧业董家

营牧场、内蒙古优然牧业牌楼板牧场、土默特左旗周双喜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蒙古

思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尔沁乡麻泉村中和养殖专业合作社、土左旗银牛牧场、土左旗祥

和奶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中科汇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和林格尔县：内蒙古子昂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现代牧业（和林格尔）牧场、艾林牧业舍必崖

牧场、赛科星集团犇腾十二牧场、内大圣牧高科、内蒙古蒙德隆牧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艾林

牧业马群沟牧场、内蒙古艾林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梁牧场、呼和浩特市欧太牧业有限公司、

淳华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蒙德隆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七盛分公司、内蒙古犇腾牧业有限公司、

忽通兔一牧、内蒙古青禾草业有限公司、盛乐经济园区赵宇春养殖场、内蒙古禾华农牧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牧乐农牧业有限公司、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文斌奶农专业合作社、

和林格尔县国兴奶农奶业专业合作社、呼和浩特市泰佳源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牛源农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和林格尔县康鸿牧场、和林县红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圣牧高科第十牧场、

圣牧高科第十一牧场、艾林牧业恼木气牧场、和林格尔县富贵人家农牧场

包头市

九原区：包头市久元牧业有限公司、包头市丰奶佳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东兴源奶牛

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博浩源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圣高旺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包头市金梅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包头市茂盛种牛繁育科技有限公司、包头市万兴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三河养殖有限公司

土右旗：土右旗聚心农牧专业合作社（包头市草原聚心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土默特右旗宏

丰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土默特右旗新科农牧专业合作社（内蒙古绿蒙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土默特右旗永旺奶牛养殖牧场、土默特右旗明远专业合作社、土默特右旗五卜树养殖专业合

作社、土默特右旗将军尧威旺养殖专业合作社、土默特右旗威正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土右

旗剑飞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土默特右旗京杰农民专业合作社

达茂旗：达茂旗永花合作社、达茂旗红河合作社、达茂旗绿苑养殖场、达茂旗全鑫胜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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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达茂旗顺发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达茂旗圣达养殖场、达茂旗普达养殖场、达茂

旗寳龍农牧业专业合作社

石拐区：包头市源荣德农民专业合作社

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赤峰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通希分公司、赤峰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赤峰

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扎嘎斯台分公司

巴林左旗：巴林左旗富召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场、巴林左旗东源养殖专业合作社、巴林左旗

隆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克什克腾旗：克什克腾旗新牧仁养殖专业合作社

喀喇沁旗：喀喇沁旗天地御牛牛业有限公司

宁城县：宁城县文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城县汐子奶农专业合作社、宁城县仁辉养殖专

业合作社、宁城县犇鑫奶牛养殖场、宁城县秋宝牧业专业合作社

松山区：赤峰祥和奶牛养殖场、赤峰佳禾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北井奶牛养殖场、赤峰广源

奶牛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赤峰兴鑫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辽市

开鲁县：李园牧歌养殖场

科尔沁左翼中旗：优然牧业

扎鲁特旗：小黑山奶牛养殖合作社

开发区：现代牧业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呼伦贝尔市赛优牧业有限公司

阿荣旗：呼伦贝尔天兴农牧有限公司、内蒙古晟发源农牧业有限公司、阿荣旗恒源农牧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优然牧业示范牧场（一牧）、呼伦贝尔优然牧业示范牧场（二牧）、

呼伦贝尔优然牧业示范牧场（三牧）、呼伦贝尔鼎泰农牧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晟和农牧有限

公司）、呼伦贝尔鑫玉农牧业有限公司、北京双娃乳业有限公司阿荣旗奶牛养殖场

额尔古纳：额尔古纳市信心牧业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巴彦淖尔市维创牧场养殖有限公司、内蒙古福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临河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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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庙镇胜丰村东鑫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振中奶牛养殖场、巴彦淖尔市科牧农牧业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淼鑫源农牧业有限公司

磴口县：巴彦淖尔市圣牧希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13牧）、巴彦淖尔市圣牧盘古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2牧）、内蒙古圣牧控股有限公司（3牧）、内蒙古圣牧控股有限公司（5牧）、巴彦

淖尔市圣牧套海牧业有限公司 （8牧）、巴彦淖尔市圣牧新禾牧业有限公司（10牧）、巴彦

淖尔市圣牧哈腾牧业有限公司（11牧）、巴彦淖尔市圣牧六和牧业有限公司（12牧）、巴彦

淖尔市圣牧沙金牧业有限公司（21牧）、巴彦淖尔市圣牧三利牧业有限公司（20牧）、巴彦

淖尔市圣牧伟业牧业有限公司（19牧）、巴彦淖尔市圣牧北斗牧业有限公司（17牧）、巴彦

淖尔市圣牧正和牧业有限公司（16牧）、内蒙古三盛农牧有限公司

乌特拉前旗：内蒙古星连星乐高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隆华金源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乌拉

特前旗富垚农牧业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旭东奶牛养殖场

五原县：五原县澳淳乳业有限公司

乌特拉后旗：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公司

杭锦后旗：巴彦淖尔赛科星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市科丰农牧有限公司、杭锦后旗升

华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乐农传诚牧业有限公司、杭锦后旗太平农牧业有限公司、巴彦淖尔

牧之源农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惠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润吉牛农牧有限公司、巴

彦淖尔市星连星牧业有限公司、杭锦后旗牧心农场有限公司、杭锦后旗众诚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杭锦后旗嘉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丰源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旭一牧业有

限公司、杭锦后旗王勇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阳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

旗太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杭锦后旗达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山利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杭锦后旗旭源奶牛养殖合作社、杭锦后旗俊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乐达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宏景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强民奶牛农民专业合作

社、杭锦后旗浩铮牧业有限公司、杭锦后旗三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蒙欣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联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银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杭

锦后旗利恒牧业有限公司、杭锦后旗牛博仕农牧有限公司、杭锦后旗汇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杭锦后旗宏泰养殖专业合作社、杭锦后旗根虎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乌兰察布市

察哈尔右翼前旗：内蒙古牧为牧业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分公司、内蒙古悦喜牧业有限公司

凉城县：内蒙古华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海高牧业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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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市

科右前旗：中利（兴安盟）牧业有限公司、中博农（兴安盟）牧业有限公司、兴安盟优然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兴安盟白音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内蒙古富源牧业（兴安盟）有限责任公司

突泉县：突泉县东信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突泉县众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内蒙古天泉

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突泉县金辉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内蒙古金誉年牲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突泉县盛达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突泉县宝顺牲畜养殖专业合作社、突泉县聚兴肉羊养殖专

业合作社、突泉县丰禾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突泉县突泉镇杨巨有养殖场、突泉县突泉镇候

彦明家庭农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宏源现代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额尔顿塔拉农牧业发展公司、祥和源

牧民专业合作社、锡林浩特市鑫德岳农牧业专业合作社、锡林浩特市沃沣源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锡林浩特市贝力克牧场肉牛养殖基地、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沃原奶牛场肉牛养殖基地、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肉牛养殖基地

阿巴嘎旗：禹国强西门塔尔牛种牛繁育专业户 0094、阿巴嘎旗魏尼思牛业培育专业合作社

0095、别力古台镇长青育肥养殖专业合作社、坛思阁畜牧繁育有限责任公司

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右旗吉日嘎郎图养牛专业合作社、巴彦乌拉呼格吉乐养牛专业合作社、

苏尼特右旗脑干塔拉肉牛专业合作社、苏尼特右旗游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苏尼特右旗陶高图

畜产品经营专业合作社、苏尼特右旗赛汉锡力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苏尼特右旗全胜育肥养

殖专业合作社、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肉牛繁育育肥专业合作社、苏尼特右旗民贸土畜产

农资公司、苏尼特右旗榆树村嘉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东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巴音良种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东乌珠穆沁旗宏泰畜牧业合作

社良种肉牛繁育基地

太卜寺旗：劲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永得发养殖专业合作社、牧康养殖专业合作社、瑜泽养殖

专业合作社、建峰专业合作社、富昌盛养殖专业合作社、云海利养殖专业合作社、云海专业

合作社、太旗艳武养殖专业合作社、瑞康肉牛育肥专业合作社、张金海养殖专业合作社、中

畜荣泰牧业有限公司、东臣养殖专业合作社、国星养殖专业合作社、犇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太仆寺旗艳武养殖专业合作社、太仆寺旗万龙养殖专业合作社、凤林养殖专业合作社、太仆

寺旗云海利养殖专业合作社、昌盛茂养殖合作社、华润五丰养殖企业、太仆寺旗永军肉牛育

肥专业合作社、太仆寺旗艳武养殖专业合作社、太仆寺旗万龙养殖专业合作社、凤林养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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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太仆寺旗云海利养殖专业合作社、昌盛茂养殖合作社、华润五丰养殖企业、太仆

寺旗永军肉牛育肥专业合作社、太仆寺旗京蒙养殖专业合作社、太仆寺旗元山育多养殖专业

合作社、玉君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镶白旗：正镶白旗额力图肉牛育肥专业合作社、正镶白旗满达拉图养牛专业合作社、锡林

郭勒盟游牧人牧业有限公司

正蓝旗：景盛养殖专业合作社、海峰养殖专业合作社、胜宝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桑根达

来镇塔安图嘎查永盛养殖专业合作社、阿吉奈养殖专业合作社、伊吉利养殖专业合作社、宏

特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好牧人种植专业合作社、上都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升龙养殖专业

合作社、顺昌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那日图苏木赛罕淖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娜日养殖

专业合作社、正蓝旗杰林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昕元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正蓝旗金

兆养殖专业合作社、联益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宝力格合作

社、呼布音塔拉合作社、温都日呼养殖专业合作社、康美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正蓝旗

白音呼热养殖专业合作社、宇鑫专业养殖合作社、正蓝旗聚成养殖专业合作社、内蒙古顺鑫

鑫源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正蓝旗金沙湾饲草料有限责任公司、正蓝旗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蓝旗森泉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聚鑫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新牧合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蓝旗顺腾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富家养殖专业合作社、正蓝旗蒙那都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多伦县：多伦县平甸沟村育肥牛专业合作社、多伦县鸿运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瑞昌养殖

专业合作社、多伦县奥宇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鑫元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文才黄牛育

肥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旺畜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风水山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富

强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草原恒泰养殖专业合作社、多伦县谢氏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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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辽宁省

沈阳市

沈北新区：辽宁世领自营牧场有限公司曙光奶牛养殖场、辽宁世领自营牧场有限公司立新奶

牛养殖场、辽宁世领自营牧场有限公司朱家堡奶牛养殖场、辽宁世领自营牧场有限公司马古

奶牛养殖场

康平县：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沙金牧业有限公司石头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恒

丰牧业有限公司何家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恒丰牧业有限公司唐僧庙现代化

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恒丰牧业有限公司两家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

集团恒丰牧业有限公司东贾家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恒丰牧业有限公司十家

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凤皇牧业有限公司柳树屯现代化奶牛养殖场

法库县：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王树牧业有限公司杨家堡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

王树牧业有限公司王树行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叶茂台牧业有限公司四架

山现代化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彭家牧业有限公司吕家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

业有限公司登仕堡现代化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秀水牧业有限公司八家子现代化奶牛养

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栖霞牧业有限公司大康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有限公司

敖牛堡现代化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栖霞牧业有限公司栖霞堡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

辉山乳业集团孙家牧业有限公司靠边屯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双台子牧业有

限公司双台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双台子牧业有限公司团山子现代化奶牛

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孙家牧业有限公司孙家屯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

双台子牧业有限公司七家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卧牛石牧业有限公司李家

堡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大三牧业有限公司大三家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

宁辉山乳业集团卧牛石牧业有限公司麻子泡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卧牛石牧

业有限公司哈户硕现代化奶牛养殖场

抚顺市

抚顺县：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百花牧业有限公司百花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峡

河牧业有限公司小林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峡河牧业有限公司峡河现代化奶

牛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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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

义县：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义县胜道牧业有限公司常家屯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

团义县龙邦牧业有限公司河夹心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义县胜道牧业有限公

司新庄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义县中澳牧业有限公司砬子山现代化奶牛养

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义县中澳牧业有限公司清河城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

集团义县澳华牧业有限公司小荒地现代化奶牛养殖场

阜新市

阜蒙县：阜蒙县腾辉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彰武县：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彭家牧业有限公司彰武一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五峰牧业有限公

司二道河子牛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五峰牧业有限公司石岭子牛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五峰

牧业有限公司新屯子二奶牛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福兴牧业有限公司哈大冷牛场、辽宁辉山

乳业集团福兴牧业有限公司刘家牛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五峰牧业有限公司大五牛场、辽宁

辉山乳业集团五峰牧业有限公司二土牛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福兴牧业有限公司后新秋牛场、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秀水牧业有限公司红星牛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五峰牧业有限公司新屯一

牛场、阜新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岭市

铁岭县：铁岭县百斯特牧业养殖基地

西丰县：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金星牧业有限公司丰乐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金

星牧业有限公司富民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金星牧业有限公司寿山现代化奶

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金星牧业有限公司青山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

金星牧业有限公司德兴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金星牧业有限公司神树现代化

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金星牧业有限公司雅泽现代化奶牛养殖场、辽宁辉山乳业集

团金星牧业有限公司万和现代化奶牛养殖场

盘锦市

大洼区：盘锦金昌畜牧有限公司

盘山县：盘锦源泉奶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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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吉林省

长春市

九台区：吉林省牧硕养殖有限公司、九台广源牧业有限公司

白城市

大安市：源源牧业

洮北区：白城市兴盛奶牛养殖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市恒利源乳业有限公司养殖场、白城市鑫

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场

洮南市：洮南市翔宇奶牛养殖场

镇赉县：瑞信达原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大安市：亿千源牧业

松原市

长岭县：晨龙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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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双城区：双城雀巢有限公司奶牛养殖培训中心、哈尔滨上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米特利牧场

五常市：五常市澳新达养牛专业合作社

尚志市：汇源新生活牧业有限公司、现代牧业（尚志）有限公司

鸡西市

虎林市：虎林市珍宝岛汇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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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苏省

南通市

海安市：海安市向阳奶牛场

徐州市

铜山区：徐州万荷奶牛专业合作社、铜山县纪元奶牛专业合作社、维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新沂市：徐州卫岗牧业有限公司

睢宁县：徐州市永浩科技牧业有限公司、徐州润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

东台市：江苏宇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东丰牧场

宿迁市

泗阳县：泗阳县一品牧业有限公司、宿迁市锡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泗阳县锡源牧业有限公

司

宿城区：宿迁市长安牧场、宿迁市梁鸿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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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山东省

济南市

长清区：济南市长清区旺盛奶牛厂、济南佳宝乳业有限公司生态牧场分公司

商河县：现代牧业（商河）有限公司、济南三亩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历城区：济南永义牧业有限公司、山东奥克斯鲜淳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兴兴牧业有限公

司

济阳区：蓝天奶牛场、富元奶牛场、君益牧场、济南春雨富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平阴县：顺兴奶牛场、悠然牧业、增益奶牛场

青岛市

即墨区：青岛顺美牧业有限公司、青岛奥特奶牛良种有限公司

莱西市：青岛汇泉奶牛养殖场

淄博市

高青县：得益一牧、昌禾牧业、淄博荣英牧业有限公司、高青县黑里寨和谐牧场、高青光军

奶牛养殖场、高青乃强奶牛养殖场、高青永盛牧场、高青县昊然牧场、高青县德忠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三牧、淄博同创牧业有限公司、高青县现元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高青犇犇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高青凤德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高青县黑里寨镇剑涛牧场、高青森澳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高青县花沟镇鑫泰牧场、高青犇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高青县顺腾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得益二牧（一期、二期）、丙申奶牛养殖合作社、得益乳业第三牧场、润

客牧业、国胜牧场、山东九头牛牧业有限公司

桓台县：荆家镇蓝泉牧场、巨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临淄区：临淄区康源奶牛养殖场、山东博纳农牧有限公司、庚源晨奶牛专业合作社、淄博青

源牧业有限公司、宏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枣庄市

滕州市：宝海奶牛场

东营市

东营区：东营市兴远牧业养殖有限公司

河口区：东营神州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东营仙河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东营神州澳亚

现代牧场有限公司新户分公司、东营福庆永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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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区：山东华澳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兴发奶牛场、金海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金浩家

庭农场、山东淳熙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东营市东旭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东营市丰和农牧业有

限公司、明源奶牛场、东九奶牛场

广饶县：东营市柏拉蒙奶牛繁育有限公司、广饶县大王镇张淡牧场、广饶县大王镇阳光奶牛

场、广饶县大王镇恒信奶牛场、广饶县大王镇盛泽奶牛场

利津县：广驰乳业有限公司

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宏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省黄三角农高区：东营天驰牧业有限公司、东营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东营民和牧业有限

公司

烟台市

莱阳市：原华奶牛养殖场、永浩奶牛场、国林奶牛场、德顺养牛场、梁炳文牛场、梁锡闯牛

场、永丰养牛场、国余奶牛场、孙天忠奶牛场、王福杰奶牛场、裕德源奶牛场、新兴奶牛场、

惠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利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其航奶牛养殖场、祥泉养殖场、正方

奶牛养殖场、进庆奶牛场、宏盛奶牛场、兴旺达奶牛场、宇晟奶牛场、李向东奶牛场、犇鑫

奶牛养殖场、位正兴奶牛场、烟台市元化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宋修祥奶牛养殖场、玉林养牛

场、元军肉牛养殖场、少飞奶牛养殖场、欣创牧业、崇解奶牛场、广全牛场、犇鑫奶牛场、

荷牧园奶牛场、宏德奶牛场、汇泉奶牛场、欣悦奶牛场、莱阳市祥牛奶牛养殖合作社、程鑫

奶牛场、孙鲁义牛场、隋志强牛场、隋学奇牛场、梁东方牛场、孙志伟牛场、王德群牛场、

莱阳城厢原华奶牛养殖场、乳原奶牛场、正旺奶牛场、王庆勇奶牛场

海阳市：盛景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磊磊奶牛养殖场

龙口市：龙牛牧业、解恒海牛场、任守志牛场、吕成广牛场、于建锋牛场、姜延富牛场、孙

永汶牛场、路波牛场、、李振忠牛场、栾福坤牛场、王传斌牛场、谭吉利牛场、李宏伟牛场、

曲乐、李祖林、郑绪富、王增太、邹基宏、董建设、孙显美、温家庆

招远市：林通奶牛场、招远市永平奶牛养殖场

牟平区：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长生奶牛场、托马斯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潍坊市

潍城区：世亮奶牛场

寒亭区：潍坊兴茂奶牛养殖厂、潍坊市寒亭区茂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涟军牛场、盛隆牧

场、潍坊市寒亭区腾龙牧业、潍坊市寒亭区新源奶牛合作社、潍坊市寒亭区嘉盛奶牛养殖专



41

业户、潍坊市寒亭区卫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潍坊高升牧业有限公司、潍坊佰胜牧业有限

公司、潍坊照亮奶牛养殖场、潍坊纳福奶牛养殖场、寒亭区欣裕源奶牛养殖场、潍坊市寒亭

区盈祥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寒亭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坊子区：潍坊市玉泉洼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张树胜养牛场

寿光市：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寿光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寿光市稻田

镇灶户牧场

临朐县：新荷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临朐县元润养殖场、临朐县梅烽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临

朐县龙岗镇洪达奶牛养殖场、临朐县欣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临朐县永浩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临朐曙光牧业有限公司、临朐县宝成奶牛养殖场、临朐县淼鑫晟奶牛养殖场、临朐北

石庙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临朐县东玉奶牛场、临朐兴备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临朐县惠亮

奶牛养殖场、临朐县汇明养殖场、临朐县汇宝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临朐县洋河奶牛专业合

作社、临朐县宝山奶牛场、潍坊德牛牧业有限公司、临朐大天地家庭农场、沂荷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宇宏奶牛养殖场

滨海区：潍坊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袁艳玲奶牛场

昌邑市：昌邑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昌乐县：潍坊宝利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潍坊田原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鱼台县：鱼台县赵增福奶牛场

汶上县：现代牧业（汶上）有限公司、汶上县汇鑫牧业有限公司

金乡县：金乡县嘉冠牧业、金乡康华乳业、三妮奶牛场、金乡县益源奶牛场、金鹰牧业、万

佳牛场

梁山县：山东省梁山县绿泉奶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梁山县富民奶牛有限公司、梁山县福盛

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安山牧业、山东中汇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闫先忠奶牛场

太白湖新区：三强农牧科生态有限公司、丙坤生态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邹城市：邹城市牧兴奶牛饲养专业合作社

任城区：任城区幸福牧业

泰安市

泰山区：泰安市祥顺牧业有限公司、泰安市泰山区福运泉奶牛养殖合作社

岱岳区：玉廷奶牛养殖场、同和奶牛场、银燕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山东乔氏生态农牧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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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泰安盛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肥城市：龙头泉牧业有限公司、泰安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肥城市新百利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肥城忠利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肥城牧和养殖有限公司、肥城市牧源奶牛养殖有限公

司、肥城市聚和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肥城百润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宁阳县：东犇奶牛养殖有限公司、金阳山奶牛场、山东圣力牧业有限公司、宁阳县溢源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泰安市顺顺牧业有限公司、宁阳县奥力牧业有限公司、永森牛场、宁阳县

华丰华元奶牛养殖场、宁阳县顺宇家庭农场、宁阳县鑫阳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阳县兴润

奶牛养殖场、宁阳县小胡村殷家庄奶牛养殖合作社

东平县：东平县聚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东平县立超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东平润泽牧业有

限公司、东平县戴庙乡兴达奶牛养殖合作社、东平县鑫犇畜牧养殖合作社、东平溢隆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

徂汶景区：泰安市金龙腾飞畜业有限公司、泰安三和顺牧业有限公司

泰安高新区：泰安市都来汇牧业有限公司、泰安市岱岳区其闯养殖有限公司

日照市

莒县：莒县百慧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莒县百泰奶牛养殖场

临沂市

兰山区：兰山区彦春奶牛养殖合作社

河东区：富源奶牛场

临沭县：绿科奶牛场、临沭县翔源奶牛场、临沭县恒大牧业服务有限公司

郯城县：郯城县尚氏牧业有限公司

沂水县：沂水县鹏犇养殖场、沂水县京援奶牛专业合作社、沂水县兴禹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沂南县：沂南县牧之源奶牛养殖场、沂南县天合奶牛场、沂南县瑞沣奶牛场、沂南中地牧业

有限公司、沂南县彩蒙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沂南县宜泉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沂南县鑫兴奶牛

养殖有限公司

费县：费县恒发奶牛场、费县新旺奶牛场

德州市

宁津县：宁津佳宁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业

陵城区：德州光明奶牛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德州市陵城区晨升养殖场、康益奶牛场、众鑫奶

牛场、康深牧业



43

齐河县：齐河县旺源奶牛养殖奶牛合作社、醇源牧场、明军奶牛牧场、旺达奶牛专业合作社、

晟茂奶牛养殖合作社、醇源牧场有限公司、安头乡新月家庭农场

禹城市：蒙天乳业、犇福农牧有限公司、视界牧业、亿陆发奶牛养殖合作社

平原县：烁洋牧业、董辉养牛场、荆连华奶牛场、刘方虎、盛源奶牛、胡运安、邢志峰、邢

志国、鲁俊彬、王洪文、王英新、高立军、刘春红、马连国、程龙、谭卫芹

临邑县：临邑县绿康奶牛养殖场、小马家奶牛场、临邑县鼎瑞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孟寺小

解奶牛场、临邑县新澳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乐陵市：乐陵市旺源奶牛养殖场、嘉立荷（山东）牧业有限公司、乐陵市金亿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乐陵市阳光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乐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聊城市

临清市：东林牧业有限公司、乳泰牧业有限公司

冠县：山东冠县瑞安养殖有限公司、冠县振华畜牧养殖场、冠县浩然奶牛养殖场、冠县建利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冠县佳佳养殖场、冠县东方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奶站、冠县二运奶牛

养殖有限公司、冠县鹏展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冠县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冠县润强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冠县举德丰牧业有限公司、冠县范寨康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滨州市

滨城区：顺驰奶牛场、健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广丰牧业有限公司、泰兴奶牛养殖场

邹平市：金土地牧场、夏天牧场、锦程牧业有限公司、山东天基生态牧业有限公司、博萍牧

场、山东荣英牧业有限公司、旭日牧场

菏泽市

郓城县：郓城县晨新养殖专业合作社、郓城县新鑫奶牛专业合作社、郓城县润丰奶牛养殖场

单县：山东莱河乳业有限公司

东明县：圣邦牧业

曹县：曹县牛儿乐养殖场、银香伟业第三牧场分公司、曹县金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曹县郑庄

街道办事处佳和奶牛牧场、曹县同庆奶牛养殖场、曹县德岷牧业有限公司、银香伟业二牧场

牡丹区：菏泽市永远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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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河南省

郑州市

航空港区：华源养殖合作社

开封市

杞县：杞县东欣养殖场

尉氏县：尉氏县强民奶牛养殖合作社、建平奶牛养殖合作社、鹿花奶牛养殖合作社

祥符区：旗帜牧业、登青牧业、大勇阳光畜牧养殖场、木易牧业、永顺发奶牛养殖场

禹王台区：开封市盛强牧业有限公司

鼓楼区：三盟奶牛场

洛阳市

孟津区：孟津县兴农奶牛小区、犇犇犇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洛阳犇源牧业有限公司、洛阳

生生牧业有限公司、孟津县安安养殖专业合作社、洛阳沐润农牧有限公司、洛阳卓尔牧业有

限公司

宜阳县：洛阳乐威农牧有限公司

嵩县：嵩县仁信养殖有限公司、嵩县新兴牧场、嵩县亚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洛阳春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汝阳：洛阳市茗洋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宝丰县：平顶山市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

林州市：郭军旗养殖户、郝红梅养殖户、常文江养殖户、郭玉波养殖场、李益民养殖场、牛

栓明奶牛场

安阳县：张合军奶牛场、曹志强奶牛场、张红艳奶牛场、张秋燕奶牛场、方海顺奶牛场、贾

艳民奶牛场、贾俊海奶牛场、李红星奶牛场、张红星养牛场、王金海养牛场、宋皂养牛场

汤阴县：汤阴天润牧业有限公司、丰禾奶牛、汤阴中升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内黄县：内黄县华泽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孙彦宾养殖户、刘卫国养殖户、耿金山养殖户、杨

占军养殖户、张怀敬养殖户

滑县：滑县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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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区：安阳市华澳牧业有限公司、李振宁奶牛场、张保全奶牛场、马延庆奶牛场、牛庆峰

养殖户、宋文明养殖户、孟爱军、杨志国、张海军、付广农、张房芝、张保顺、刘永红

殷都区：郭马成奶牛场、孙怀庆奶牛场、史廷珍奶牛场、李红福养殖户、李海付养殖户、王

志会养殖户、李海学养殖户、桑金付奶牛场、马启峰养殖户、曹喜福奶牛场、杨富生奶牛场、

贾炉明奶牛场、杨二刚奶牛场、贾小三奶牛场、康二有奶牛场、姬福利奶牛场、冯亮奶牛场、

马帅奶牛场、蔡清荣奶牛场、葛天庆奶牛场、贾凤兵奶牛场

北关区：琚新民奶牛场

鹤壁市

浚县：鹤壁市康瑞牧业有限公司、鹤壁市弘利达奶牛场、河南安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淇县

百瑞牧业有限公司、淇县昊恩畜牧有限公司

淇滨区：鹤壁市大运牧业有限公司

山城区：秋来养牛场

新乡市

辉县市：辉县市吉利奶牛养殖场、辉县市高庄乡诚信奶牛养殖场、辉县市晨光养殖服务专业

合作社、新乡市奥天牧业有限公司、辉县市新阳光养殖专业合作社

卫辉市：卫辉市牧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原阳县：河南省澳美牧业有限公司、新乡市鸿瀚农牧有限公司、原阳县领航奶牛养殖场、原

阳县犇犇牧业有限公司、原阳县福源奶牛有限公司、河南立亚牧业有限公司、原阳县恒亚养

殖场、原阳县菁宇农牧有限公司、原阳县黄河岸边乳业有限公司

封丘县：中源农牧有限公司、宏丰奶牛专业合作社、玉顺奶牛场

凤泉县：凤泉区益康奶牛场、新乡市新旺牧业有限公司、新乡市凤泉区亿丽牧场

卫滨区：水鲜园奶牛养殖场、固城生态奶牛养殖场

高新区：新乡坤丰牧业有限公司、新乡县新新牧场

新乡县：奶之源养殖场、李运山养殖场、王林良养殖场、张东城养殖场、张璐养殖场、韩忠

泽养殖场、吕金盛养殖场、樊振贵养殖场、韩吉方养殖场、赵吉孝养殖场、赵宝录养殖场、

孙法祥养殖场、聚鑫源奶牛养殖场、韩炳利养殖场、众鑫养殖场、张保利奶牛场、星茏奶业

有限公司、新乡县顺祥奶牛养殖合作社、闫安定养牛户、陈文艺养牛户、张东法养牛户

平原示范区：河南农科牛业科技有限公司、聚宝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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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县：河南省博农实业集团奶牛养殖场、焦作市华盛源牧业有限公司、博爱县鑫恒牧业有

限公司、博爱县盛泉牧业有限公司

孟州市：孟州市华亿畜产养殖有限公司

沁阳市：河南人和春天奶业科技有限公司

武陟县：武陟县宜牧养殖场、武陟县牛旺养殖有限公司、河南天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河南兴豫源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温县：焦作丰澳牧业有限公司、温县奔奔养殖专业合作社、温县鑫鑫养殖专业合作社

濮阳市

濮阳县：濮阳市裕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双奇养牛场、彦国养牛户

范县：范县牧良牧业有限公司、周西华养牛户、刘新柱养牛户、丁征峰养牛户

台前县：台前县辉腾牧业有限公司、台前县武敌牧业有限公司、台前县东王坊养殖小区、台

前县辛鑫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台前县宏展牧业有限公司

濮阳经开区：节献忠奶牛场

清丰县：常学生养牛户、姚顺奇养牛户、杜玉宽养牛户、杜景合养牛户、刘元兴养牛户、赵

学刚养牛户、黄正选养牛户、李志建养牛户、张富雷养牛户、李振轩奶牛养殖场、刘书言养

牛户、刘书光养牛户

南乐县：宏业奶牛场、天之泉奶牛场、管延超奶牛场、双收奶牛场、群发养殖场、宏宇奶牛

场、振兴奶牛场

许昌市

长葛市：河南荣华牧业有限公司

襄城市：襄城县牛牛牧业有限公司、襄城县众发牧业有限公司、张权伟牛场

魏都区：李慧平养牛户、李小伟养牛户

三门峡市

湖滨区：三门峡纯厚牧业有限公司、李贵保养牛户、于琴养牛户、张保峡养牛户、韩占民养

牛户

陕州区：三门峡程宇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三门峡市人和牧业、陕县田丰养殖有限公司、三门

峡鸿瑞牧业有限公司、温塘曲建波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郭军业养殖户

南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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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河南盛全农牧有限公司

方城县：方城县华源家畜养殖合作社

西峡县：新太阳乳业有限公司

唐河县：唐河县恒发奶牛场、唐河县泓元奶牛养殖场

卧龙区：南阳三色鸽牧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

柘城县：柘城县慧康奶牛养殖场

虞城：虞城县龙飞奶牛养殖场

永城市：永城市顺和新桥奶牛场

信阳市

息县：天淦牧业

周口市

扶沟县：河南新荷牧业有限公司

沈丘县：沈丘县一起发奶牛养殖合作社、沈丘县安泰养殖合作社

商水县：商水县祺云牧业有限公司、商水县许寨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华县：展庄肉牛养殖场、袁庄奶牛养殖场

驻马店市

上蔡县：河南牛硕牧业有限公司

济源示范区

济源市虎尾河奶牛场、济源市夏神庙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济源市伟恒牛业有限公司、济源

市惠龙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果香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锦昊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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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墨竹工卡县：牧之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达孜区：达孜区西藏泰城乳业有限公司、西藏泉峰高标准奶牛养殖中心

城关区：拉萨市智昭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嘎巴生态牧场、纳金街道藏热奶牛场

曲水县：才纳乡净土奶牛养殖场、曲水镇茶巴拉乡柏林村奶牛场、曲水镇茶巴拉村玉珠奶牛

养殖场

尼木县：尼木县塔荣镇雪拉村奶牛养殖合作社

林周县：格桑塘奶牛养殖场

日喀则市

定结县：叶如藏布奶牛改良农民专业合作社、哲圭村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农畜产品加工合

作社、卡瓦尕布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犏牛养殖合作社、白堆村奶牛养殖合作社

定日县：定日县曲洛岗坚农业机械租赁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曲洛嘎白惠民农产品销售农

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野江藏清油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嘎果村娟姗牛养殖合作社、定日县

长所强嘎藏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嘎旦村绿色农产品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定日县长所乡通来村全程农业机械合作社、定日班定生态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

拉新油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岗绒生态保护修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严曲娟珊牛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擦巴惠民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伦珠林旅游服务农民

专业合作社、定日团结劳务输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琼达富民旅游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日县阿古行巴菜孜油农民专业合作社、西藏定日县邦隆牲畜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

县兴亚藏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努措菜籽油种植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辖措

泽辖岗巴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尼辖拉贵土特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皮久

拿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现代良种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西藏定日曲洛村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帕来村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阿香强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定日县翁嘎黑青稞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养牛基地、定日县恰布牲畜养殖农牧专业合作社、定

日县玛辖家具制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定日县冲萨奶牛养殖农牧专业合作社、定日县卡娃辖菜

籽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吉隆县：卡帮村牦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吉隆麦玛嘎久措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宗

嘎居委会娟珊奶牛养殖合作社、吉隆县吉隆镇多普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吉隆镇冲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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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江孜县：玛尼岗养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集林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塔巴奶牛养殖合

作社、努康富民奶牛养殖场、喜嘎奶牛合作社、东郊农牧专业合作社、西郊养牛农民专业合

作社

南木林县：土林村格白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拉孜县锡钦乡夏鲁诺培养牛农民专业合作

社、日喀则拉孜那嘎毕久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吉热安置点奶牛养殖场、色雄安置点奶

牛养殖场、色雄安置点奶牛养殖场、藏雄安置点奶牛养殖场、昌果安置点奶牛养殖场

萨嘎县：旦嘎乡旦嘎村普松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夏如乡赤姆村加木嘎农牧民合作社

谢通门县：达那答乡塔玛曲顶养殖合作社、仁钦则乡伦珠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仁钦则乡

洛林养殖专业合作社、荣玛乡东嘎娟删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荣玛乡雄桑种养殖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角若养殖加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夏角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萨迦县：萨迦县努珑岗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赛乡恰意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

县赛乡珠苏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赛乡德吉努玛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

县赛乡夏旭农畜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西藏萨迦恰恰林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雄玛乡

强贵村惠兴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亚培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吉定镇

培庆加布山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吉定顿珠林康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冲

达鹏德牲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县吉定镇加木村肯尊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萨迦

县木拉村亚如酷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亚东县：亚东旦巴岗家庭农场、亚东限兴日传统家庭观光农场、亚东帕里达珍养殖场、亚东

帕里神女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帕里夏龙农牧专业合作社、亚东帕里镇岗加雪域黄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亚东上亚东扎西达吉黄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亚东上亚东扎西达吉黄牛养殖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下亚东朗玛布生态养殖家庭农场

昂仁县：昂仁县康沙村畜牧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昂仁县伦定村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达

局乡谢如村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昂仁县番巴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聂拉木县：聂拉木县门布拉堆母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聂拉木县春都村珠峰霍尔巴羊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桑珠孜区：天牧原牦牛乳液有限公司、甲措雄乡亚嘎布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日喀则市曲布

雄乡岗西达热养殖专业合作社、桑珠孜区江当乡尼伟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康马县:少岗乡少岗村奶牛养殖场

白朗县：白朗县三龙源娟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白朗县旺丹堆麦玉龙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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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武日杂鲁布娟姍牛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旺丹乡三龙娟姍牛繁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白

朗县旺达娟珊牛繁育基地、白朗县圣雄养殖场、白朗县诺央娟姗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

朗县桑卡布娟姗牛繁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玛仓夏娟姗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幸

巴曲旺啦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西藏白朗赖美娟姗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亚杰娟

姗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拉东村曲木扎娟姗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那嘎杂嘎切姆娟姗

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李龙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哲丹林娟姗牛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白朗县吉岗兰宗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江林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聚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久布村觉培娟姗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西藏白朗县

觉尔巴娟姗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山南市

乃东区：结巴乡地新村次德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雅江雪牛养殖场、白荣乳业有限公司

曲松县：堆随乡龙村养牛场

加查县：贡康奶牛养殖场

隆子县：聂雄标准化奶牛养殖基地

措美县：古堆乡雪域利民合作社

琼结县：下水乡帮嘎村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扎囊县：桑耶镇江平奶牛养殖场、吉汝乡阿玉岗村富民养殖场

贡嘎县：吉雄镇红星社区养牛场、岗堆镇吉纳村森布日牧场有限公司

浪卡子县：琼姿奶牛养殖场

昌都市

卡若区：日通乡瓦列村宗嘎秀然农畜产品专业合作社、日通乡温达村安康奶牛养殖合作社

边坝县：拉孜乡绕村奶牛养殖基地

江达县：清泥洞乡唐拉奶牛养殖场

洛隆县：孜托镇夏果村黄改良养殖基地

察雅：察雅县王卡乡王吉村奶牛养殖场、察雅县扩达乡罗派奶牛养殖场

那曲市

比如县：良曲乡萨玛村奶牛养殖基地

阿里地区



51

噶尔县：康乐新居奶牛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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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兴庆区：宁夏骏华月牙湖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宁夏赛科星

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德广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银川戴尔瑞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银川嘉

诚春天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众胜昌牧业有限公司、宁夏辉豪养殖有限公司、宁夏玖加

玖牧业有限公司、银川康绿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银川轩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银川牧翔

养殖有限公司、宁夏塞上阳光牧场养殖有限公司、银川金胜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共

同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宁夏玉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银川牛宝宝养殖有限公司、宁夏维维

农牧有限公司、银川市天佑牧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银川联农兴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

瑞牧翔养殖专业合作社

金凤区：宁夏翔达牧业有限公司

西夏区：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平吉堡第一奶牛场、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平

吉堡第二奶牛场、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平吉堡第三奶牛场、宁夏贺兰山奶牛原种繁

育有限公司、宁夏荷利源奶牛原种繁育有限公司、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平吉堡第六

奶牛场、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茂盛牧场、宁夏俊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宁夏东吉顺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宁夏欣和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贺兰县：宁夏鑫金元乳业有限公司、宁夏汇丰源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合牧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贺兰县金贵镇五三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贺兰中地生态牧场有限公司、宁夏青松乳业有

限公司、银川忠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欣荣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宁夏万家乳业有限公司、贺兰金牧养殖有限公司、宁夏贺兰县瑞飞养殖有限公

司、宁夏合欣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一漫养殖有限公司、贺兰县金贵镇犇源家庭牧场、宁夏

农垦贺兰山奶业暖泉牧场、宁夏中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永宁县：荣俊养殖专业合作社、茂林养殖专业合作社、金国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蓝天乳业

养殖专业合作社

灵武市：灵武市韩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灵武市金昊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灵武市苏来农牧

专业合作社、宁夏天牧钰丰牧业有限公司、灵武市鑫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智博农牧发展

有限公司、宁夏金勇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沃源犇洲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昊盛达牧业有限

公司、宁夏金岭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兴源达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新澳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泽

瑞生态养殖牧业有限公司、灵武市乐康养殖专业合作社、灵武市少军奶牛养殖合作社、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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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尔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永澳源农牧有限公司、宁夏百富源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云泰源农

牧有限公司、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第一奶牛场、宁夏西格马农牧有限公司、宁夏鑫

新顺达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春田牧业有限公司、宁夏伊源达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富盛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宁夏长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昊新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华澳牧业有限

公司、宁夏万牧山农牧有限公司、灵武市鑫旺达农牧有限公司、宁夏益农利牧有限公司、宁

夏绿进牧业有限公司、灵武市小西牛牧业有限公司、灵武新众乐养殖有限公司、灵武市鑫盛

达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塞上牧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鼎盛宁康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灵武市嘉

勇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德峰牧业有限公司、灵武市幸福牛牧业有限公司、灵武市峰瑞农牧专

业合作社、灵武市欧力特牧业有限公司、宁夏绿农园牧业有限公司、宁夏鑫昊源农牧开发有

限公司、宁夏泽宸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第二奶牛场、宁夏润育德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宁夏丰岗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优牧特农牧

有限公司、宁夏鑫泰牧业有限公司、宁夏煜博睿鑫牧业有限公司、马超、王立军、马建云

石嘴山市

惠农区：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简泉奶牛场、石嘴山市益农金禾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燕龙农贸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兴佰侬牧业有限公司、惠农区塞上富源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宁夏祥通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宏润达农牧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惠农区润通

养殖专业合作社、兴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牛德草农牧有限公司、惠农区回乡兴农奶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石嘴山市先农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平罗县：宁夏瑞丰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瑞翔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利垦牧业公司红崖

子第一奶牛场、宁夏农垦利垦牧业红崖子第二奶牛场、宁夏广德源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新牧

源（宁夏）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祥源农林牧专业合作社、宁夏正元生态农业科技公

司、宁夏澳兰牧业有限公司、平罗县盛华阳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玖倍尔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宁夏宁济苑农牧有限公司、平罗县汇众鑫牧业有限公司、宁夏欣启源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宁夏茂草园牧业有限公司、宁夏锦州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平罗县合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吴忠市

利通区：利通区利锋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森牧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宸泰农牧有限公司、

吴忠市鑫荣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赵利、王建波、吴忠市秀琴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现代牧

业（吴忠）有限责任公司、吴忠市万财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忠市嘉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吴忠市牛满坡奶牛专业养殖合作社、宁夏臻纯农牧有限公司、吴忠市小西牛养殖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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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吴忠市中奶牧业、青青牧业、宁夏君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宁夏科牧华牧业、吴忠市骏

源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富农第三牧场、宁夏安易薪农牧有限公司、吴忠市鑫启源养殖专业

合作社、吴忠市犇腾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忠市合鑫源养殖合作社、宁夏志同道合牧业有限公

司、宁夏康胜达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五里牛园牧业有限公司、原海众聚牧场、宁夏奥巴牛农

牧有限公司、吴忠市合力达养殖有限公司、宁夏昊恺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吴忠市利通区荣跃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忠市利通区万利奶牛专业养殖合作社、吴忠市利通区春英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宁夏鑫乐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尚乐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太宇鑫丰有限公司、

吴忠市鑫胜达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昊恺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五里坡牧场、宁夏慧旺牧业有限公

司、宁夏牧香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欣犇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兴牛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鹏

博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沃野牧丰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东旺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润奇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忠市国喜牧业有限公司、宁夏明帅牧业有限公司、宁夏涛泽牧业有

限公司、宁夏三合源农牧有限公司、吴忠市伊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喜来宝农牧有限

公司、宁夏弈安牧业有限公司、宁夏科鑫元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万牧园农牧有限公司、吴忠

市利浩牧业有限公司、宁夏万如裕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夏进综合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金

宇浩兴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吴忠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宁夏靖宇农牧有限公司、宁夏欣

庆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宁德利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伊祥源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万银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 、宁夏金谷禾川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伊蒙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利祥源

农牧有限公司 、宁夏伊蒙达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鸿德瑞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勇祥农牧

有限公司、吴忠市豪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忠新希望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优牧源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荣海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学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欣泽源农

牧有限公司、宁夏昆弟牧业有限公司、宁夏三仁牧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吉兴燊家庭农场、吴

忠市润溪农牧有限公司、宁夏骏峰牧业有限公司、宁夏牛乐源牧业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宁夏昌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青铜峡市牛兴福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上陵众

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宁夏欣瑞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荣昇牧业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恒源林

牧有限公司、宁夏恒天然牧业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恒源林牧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宁夏金水

渊农牧有限公司、青铜峡市丰牧源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启鑫田农牧业有限公司、宁夏牧源牧

业科技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先锋农牧有限公司、上陵澳兰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康盛

奶牛养殖场、莱都惠民奶牛养殖场、连湖奶牛养殖场、宁夏一加禾牧业有限公司、青铜峡市

永青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青铜峡市天徕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嘉泰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宁夏浩瑞畜牧有限公司、吴忠市牛乐牧业、青铜峡市金山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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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迎鑫农牧有限公司、宁夏塞上迎辉牧业有限公司、青铜峡市牧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青

铜峡市牧泽源养殖有限公司、青铜峡市牛顺源农牧有限公司、青铜峡市牛瑞源农牧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万花牧业专业合作社、宁夏青铜峡市牛誉源农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天天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宁夏青铜峡市牛首源农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向东牧业、宁夏青铜峡市伊友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青铜峡市峡口紫石台综合养殖场、宁夏聚牧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伊达

利牧业有限公司、青铜峡市蔡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鑫源农牧有限公司、宁夏义龙牧业

有限公司、宁夏华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盐池县：盐池县鸿元奶牛场、盐池县绿草茴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元邦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宁夏金宇浩源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心县：宁夏垣盛越农牧综合开发公司

红寺堡区：宁夏天鸿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中卫市

沙坡头区：阜民丰牧业发展公司、中卫市科力农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中卫市军润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鑫文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宁夏大青山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军奶牛养殖合作

社、塞外牧场、宏昇源养殖合作社、新星牧场、志鹏奶牛养殖合作社、政欣奶牛养殖合作社、

犇腾奶牛场、众鑫源、六和鑫、郑口奶牛场、玉睿奶牛场、中卫市富农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中卫市长盛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卫市沐沙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中卫市润厚源

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卫市东春源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卫市恒源奶牛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中卫市康圣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宁县：众力源奶牛养殖合作社、恒和良种奶牛养殖场、中垦天宁牧业、宁夏兴垦牧业第二

奶牛场、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渠口牧场、宁夏兴垦牧业有限公司第一奶牛场、宁夏牛

一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海原县：海原县新希望牧业有限公司

固原市

原州区：民源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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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新疆犇鑫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五加五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呼图壁种牛场牧一场、呼图壁种牛场牧二场、呼图壁

种牛场牧三场、呼图壁种牛场牧四场、呼图壁种牛场牧五场、呼图壁种牛场牧六场、呼图壁

种牛场牧七场、新疆燕犇褐牛繁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玛纳斯县：玛纳斯县现代良种牛繁育有限公司

吉木萨尔县：天乳奶牛养殖合作社、天牧奶牛养殖合作社、天源奶牛养殖合作社、兴牧奶牛

养殖合作社、蓝森鲜奶购销合作社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和静县：新疆天瑞祥牧业有限公司

和田地区

和田县：新疆三羊乳业有限公司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奎屯市：奎屯市思壮牧业有限公司

巩留县：华凌牛业田园综合体、巩留县泽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巩留县盛新畜牧养殖专业

合作社、巩留县绿佳园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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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

第 5团：新疆天润沙河牧业有限公司、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第 12团：托峰冰川一牧场

第七师

第 123团：天奥一场

第 124团：牧优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绿生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宇澳牛养殖合作社、

祥盛通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第 125团：天奥二场、天奥三场

第 126团：天奥四场

第 127团：天奥五场

第 128团：天奥六场

第 129团：天奥七场、天奥八场

第 130团：天奥九场

第八师

第 133团：红光牧业、天盈牧业

第 136团：祥瑞牧业

第 141团：三盈牧业一分场

第 142团：双鹤牧业、双翔牧业、双旭牧业

第 143团：振兴牧业、桃园牧业

第 148团：西锦牧业

第 149团：阜瑞牧业

第 150团：梦圆牧业

石河子总场：双顺牧业、天潞庄牛场、丰瑞源牛场、万欣远牛场、鑫源和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