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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协〔202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行业协会,有关会员企业：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有关精神，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推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经各省（区、市）粮食行业协会、大企业集团遴

选推荐，并经我会组织专家认证，同意中粮利金（天津）粮油股

份有限公司等 469 家单位为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工程示范企业。现

将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并提出要求如下： 

一、示范企业要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守

《食品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严格

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认真履行《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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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诚信公约》和《信用承诺书》，切实加强管理，确保产品质

量安全。 

二、示范企业要提升粮食应急生产、加工、物流和储存能力，

认真履行《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质量安全和经营服务管理规范》，不

断改善经营管理，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履行企业责任，

确保市场粮油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三、示范企业要诚实守信，科学管理，强化质量、注重品牌，

自主创新、提升水平，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要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进一步推进产权清晰化、生产标准化、技术集成化、管理

科学化和经营品牌化，力争取得更大的进步。 

四、示范企业要按照《全国性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认定监管办

法》有关要求，每年在网上如期报送上年信息报表，按期参加年

审。 

特此通知。 

 

附件：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工程第十一批示范企业名单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2022 年 11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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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示范加工企业 
中粮集团 

中粮利金（天津）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中粮面业有限公司 
中粮八一面业（呼图壁）有限公司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面业（扬州）有限公司 
中粮面业（泰兴）有限公司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中粮面业（庐江）有限公司 
中粮海嘉（厦门）面业有限公司 
中粮面业（德州）有限公司 
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 
中粮八方米业（京山）有限公司 
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司 
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中纺粮油（湛江）工业有限公司 
中粮油脂（湛江）有限公司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 
中粮油脂（广元）有限公司 
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 
中粮天海粮油工业（沙湾）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 
益海嘉里（昆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食品（昆山）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食品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益海（泰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秦皇岛金海特种食用油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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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温州）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古船米业有限公司 
北京艾森绿宝油脂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市兴达和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金沙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得利集团柏乡面粉有限公司 
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名福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 
朔州市绿源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大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朔州市通宝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金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红井源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老哈河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 
沈阳佳玉稻米有限公司 
辽宁鸭绿江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营口禾丰源米业有限公司 
营口金德田园米业有限公司 
辽阳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盘锦鼎翔米业有限公司 
盘锦益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盘锦鼎盛米业有限公司 
盘锦市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盘锦辽禾米业有限公司 
盘锦千鹤米业有限公司 
辽宁盘锦绿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 
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江福粮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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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绿丰生态面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大明宝贝面粉有限公司 
黑龙江秋然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高氏禾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五常葵花阳光米业有限公司 
五常市大洋粮油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乾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黑龙江雪那红米业有限公司 
佳木斯龙军米业有限公司 
绥化市鑫万源米业有限公司 
绿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山林粮食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迦泰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金农人粮食有限公司 
黑龙江冰泉多多保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上海福新面粉有限公司 
上海乐惠米业有限公司 
上海垠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上海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 
上海海丰米业有限公司 
上海良友海狮油脂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兴面粉有限公司 
江苏丹元面粉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新丰面粉有限公司 
江苏南顺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三零面粉有限公司 
维维六朝松面粉产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远望富硒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溧水沙塘庵圣贤粮食加工厂 
南京溧水沙塘庵金谷粮食加工厂 
江苏神谷米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必新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淮海有限公司 
江苏食为天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江苏射阳大米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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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谷裕香粮油有限公司 
新沂市湖滨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育龙粮油有限公司 
江苏顺发米业有限公司 
沛县风顺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淮安鹏润粮业有限公司 
淮安市圣玉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甘泉山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金坛区金土地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 
常州市金坛江南春米业有限公司 
常州金坛江南制粉有限公司 
兴化市贤人米业有限公司 
兴化市四季香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光明天成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万家福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祥兴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苏北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金丰米业有限公司 
金利油脂(苏州)有限公司 
仪征方顺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广原油脂有限公司 
梦之香（江苏）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幸福门粮油有限公司 
镇江浮玉麻油有限公司 
徐州六朝松富迪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省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良海粮油有限公司 

安徽 
安徽皖王面粉集团有限公司 
灵璧县永盛制粉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泗州面粉有限公司 
泗县金丰面业有限公司 
安徽金海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陆岛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德鑫源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司 
安徽省蒙城县恒瑞面粉有限公司 
濉溪县鲁王制粉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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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光明槐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新禾米业有限公司 
合肥龙腾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辉隆万乐农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庐江县新明粮油有限公司 
天长市康盈米业有限公司 
天长市天豪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牧马湖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滁州金弘安米业有限公司 
天长市天鑫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天长市中盛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蚌埠市兄弟粮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南陵县永兴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寿县金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寿县家豪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过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和县金城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陶寓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联河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桐城青草香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新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霍邱县鑫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六安市长健米业有限公司 
安徽国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劲龙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舒城新素宝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安徽省凤阳县御膳油脂有限公司 
安徽省含山县油脂有限公司 
安徽龙溪外贸麻油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省华银茶油有限公司 
安徽冠淮食品有限公司 
安徽凯利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恒丰米业有限公司 
福州航辉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都利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晟宝良品米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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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利源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品冠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嘉穗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旭禾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金夏粮业有限公司 
福建康宏股份有限公司 
佳格食品（厦门）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海市安利达工贸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金土地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谷稼米业有限公司 
鄱阳湖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盛态粮食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麻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友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丰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晶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天玉油脂有限公司 
江西省春丝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维良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磊杰制粉有限公司 
青岛皇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梨花面业有限公司 
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云花食品有限公司 
新龙亚洲食品制粉（烟台）有限公司 
潍坊风筝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富世康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菏泽华瑞面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邦粮油有限公司 
山东龙凤面粉有限公司 
广饶中心粮油有限公司 
广饶胜大粮油有限公司 
山东半球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高新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北大仓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新东谷面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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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长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 
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金胜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绿地食品有限公司 
菏泽华瑞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渤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荣光实业有限公司 
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志情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罗山县天山粮贸有限公司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亿家香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众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遂平桐花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 
南阳标点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省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三杰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京仁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 
中兴绿色技术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庄品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怡谷香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华苑粮油有限公司 
湖北楚丰泉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正和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康宏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黄冈东坡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畅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绿地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楚宏粮油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安县世科米业有限公司 
当阳市民天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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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谷雨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房县嘉禾农业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 
湖北鸿大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竹溪三元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洪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共发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楚稻香粮油有限公司 
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 
钟祥市钟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沙洋县熊兴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京山泰昌米业有限公司 
潜江市巨金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心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监利县欣泉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昌植物油有限公司 
湖北长领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元大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老河口市梁世家古法压榨制油有限公司 
湖北宏凯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当阳红缘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荆门民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丹江口市兴源生橄榄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鑫榄源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 
麻城市鸿宇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明乔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龙定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双竹生态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十堰中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 
湖南新世米业有限公司 
宁乡市花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岳阳洞庭湖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年年红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吉娃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金雁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祁东县星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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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泰米业有限公司 
祁东县归阳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嘉禾县佳禾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为天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春米业有限公司 
桃源县爱来米业有限公司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澧县腾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亿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金典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益阳市大宏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卓越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灯塔米业有限公司 
芷江凯丰米业有限公司 
永州永粮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市湘永宏旺粮油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龙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瑶珍粮油有限公司 
湖南新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怀化盛源油脂有限公司 
湖南省美津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神农国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泥头山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杨家将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雅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蔬益园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阳光华利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岭南穗粮谷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开兰面粉有限公司 
广东白燕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丰顺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直属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东莞穗丰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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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市国有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伴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 
兴宁市益民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粮丰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泰米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稼贾福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粮贝格厨房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工坊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乡意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丰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 
湛江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鹰唛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 
桂林玉基米业有限公司 
广西雄达米业有限公司 
贵港市鸿丰米业有限公司 
广西鑫粮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穗花食为天粮油有限公司 
凯欣粮油有限公司 

四川 
南顺（四川）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雄健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花中花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蜀粮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兴粮油有限公司 
成都市鑫禄福粮油有限公司 
绵阳辉达粮油有限公司 
绵阳市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盛业贸易有限公司盛业食用油厂 
叙永县马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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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县宫廷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黔坝米业有限公司 
贵州昊禹米业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高原山乡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金杨油脂有限公司 
贵州省湄潭县天利达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湄潭县永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市兴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六枝特区岩脚大畅面业有限公司 

云南 
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 

西藏 
芒康县次达特色食品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陕西 
陕西天山西瑞面粉有限公司 
陕西陕富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毅武面粉有限公司 
陕西雍城面业有限公司 
陕西老牛面粉有限公司 
宝鸡祥和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市天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 
甘肃红太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威市延年面业有限公司 
酒泉市双禧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市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甘肃德福祥面业有限公司  
甘肃发滋瑞小杂粮食品有限公司 
兰州昌盛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 
宁夏兴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昊王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法福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广银米业有限公司 

新疆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北站有限责任公司 
沙湾县天宝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利华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中聚粮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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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范仓储企业 
中粮集团 

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 
辽宁 

鞍山建国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富锦市砚山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南京六郎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无锡锡储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昆山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市粮食储备库 
江苏省粮食集团昆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江苏阜宁粮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射阳港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新阳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常州地方粮食和物资储备库有限公司 
兴化合陈国家粮食储备库 
兴化市唐子粮库有限公司 
江苏兴化北郊粮食储备库 
泰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黄岛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滕州市嘉禾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郑州中原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广东 
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科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盛宝联合谷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 
四川省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市川穗粮油有限公司 

甘肃 
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三、示范销售店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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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戎兴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辽宁 

凌海市军粮供应站 
盘锦市军粮供应站 

黑龙江 
佳木斯市二十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第六粮油食品商店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市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军粮供应站 
南京无想田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清凉门连锁店 
无锡市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 
句容市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 
江苏楚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 
福建省闽粮绿源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顺辉粮油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健鹏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市创业粮油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城区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家和粮油高基塘店 
清远市清城区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家和粮油下濠基店 
清远市清城区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家和粮油振南店 

广西 
桂林市军粮供有限公司 

四川 
绵阳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云南 
云南建水军粮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玉溪市红塔区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甘肃 
甘肃省粮油批发中心有限公司佳禾新粮店 
嘉峪关市军队粮油供应站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 
青海国粮城中粮油综合贸易有限公司玉井巷粮油食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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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示范配送中心 
北京 

北京市粮食有限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宏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亿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人和米业有限公司 

福建 
漳州市双锦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荆楚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阳新荆楚粮油配送中心 

广东 
深圳市振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云南 
云南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五、示范主食厨房 
山东 
    菏泽绿源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 

凉州区厚道人家主食食品加工厂 
六、示范批发市场 
湖北 
    湖北佰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 

武威昊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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