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2 年农业农村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复验合格名单

序

号

省份

（含兵团）
畜种 创建单位名称

1

河北

生猪 广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二场）

2 蛋鸡 河北奥丰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3 奶牛 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

4 奶牛 唐山汉沽兴业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5 肉羊 河北津垦奥牧业有限公司

6 肉鸭 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一分公司

7

山西

生猪 中阳县厚通科技养殖有限公司

8 生猪 临猗县丰淋牧业有限公司（东村第六养殖场）

9 蛋鸡 长治县茂森养殖有限公司

10

内蒙古

奶牛 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土左示范园区）

11 肉牛
内蒙古科尔沁肉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种牛繁育基地）

12 肉羊 内蒙古金草原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
辽宁

肉羊 彰武县昊丰养羊专业合作社

14 肉驴 阜新市绿鲜原驴肉食品有限公司

15

吉林

生猪 抚松精气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16 生猪 吉林普康农业有限公司

17 肉牛 桦甸市金牛牧业有限公司

18

黑龙江

生猪 黑龙江龙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四场）

19 奶牛 哈尔滨完达山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20 奶牛 牡丹江红星天野第六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21 奶牛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隆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2
江苏

蛋鸡 南通天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3 奶牛 华夏畜牧兴化有限公司

24 浙江 生猪 金华市金东区大地生态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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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蛋鸡 慈溪正大蛋业有限公司

26

安徽

生猪 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

27 蛋鸡 安徽亳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8 蛋鸡 怀宁县吉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9 蛋鸡 宿州市新联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关庙养殖基地）

30 肉鸡 固镇县洪伟肉鸡养殖场

31

福建

生猪 福建鑫锦宏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32 生猪 福建省星源中德牧业有限公司

33 蛋鸡 福建鸿森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34 蛋鸡 福建省德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35

江西

生猪 江西绿丰生态农业园有限公司

36 生猪 抚州市绿缘实业有限公司

37 蛋鸡 江西兴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8 奶牛
宁都嘉荷牧业有限公司

原：宁都蒙山牧业有限公司

39 肉羊 江西省遂川双发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40

山东

肉鸡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鸡 1场）

41 肉鸡 费县林瀚肉鸡养殖场兴国分场

42 奶牛 东营神州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新户分公司

43 肉羊 山东中农伟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4 肉羊 潍坊普兰特汉种羊有限公司

45 鸭 新泰市天信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第三养殖场）

46 鸭
聊城市立海冷藏有限公司

（山东立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

47 鸭 菏泽众客金润食品有限公司

48 驴 山东东阿黑毛驴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49 生猪 胶州市茂华里岔黑猪良种场

50 蛋鸡 青岛环山蛋鸡养殖有限公司

51
河南

生猪 河南范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二场）

52 生猪 襄城县天安原生态养殖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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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南

生猪 宁陵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第十六分场）

54 生猪 舞阳县豫优牧业有限公司

55 生猪 漯河万豪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56 蛋鸡 新乡市太行禽业有限公司

57 奶牛 鲁山瑞亚牧业有限公司

58 奶牛 鼓楼区三盟奶牛场

59 肉羊 河南悦美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60

湖北

蛋鸡
湖北鑫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梓楠堤蛋鸡养殖基地）

61 奶牛
湖北嘉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湖北俏牛儿牧业有限公司

62 肉羊 郧县安阳湖生态园有限公司（马头山羊种羊场）

63

湖南

生猪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二分场

64 生猪 邵阳湘村高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65 蛋鸡 石门哲武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66 肉鸡
湖南天柱山禽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湖南天柱山禽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67 肉牛 湖南德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68

广东

生猪 紫金东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69 蛋鸡 惠州市乐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0 肉鸡
惠州市顺安牧场有限公司

原：惠州顺兴食品有限公司杨村分公司

71 奶牛 佛山澳纯乳业有限公司

72

广西

蛋鸡 广西晶桂禽业科技有限公司

73 蛋鸡 广西宏华生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田养殖小区）

74 奶牛 广西石埠乳业生态观光牧场有限公司

75 肉牛 桂林同盛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76 肉羊 广西武鸣绿世界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77 重庆 生猪 重庆畅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8
四川

生猪 富顺德康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79 生猪 仪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福临种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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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四川

生猪
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

（阆中大北农桥楼养殖场）

81 生猪 武胜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中心种猪场）

82 生猪 广元佳和中驰牧业有限公司

83 奶牛 宣汉大巴山牧业有限公司

84 蜜蜂 万源市蜜之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5 贵州 肉牛 贵州黄平农博翔有限责任公司（谷陇长冲养牛场）

86

云南

生猪 曲靖市沾益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菱角种猪场）

87 肉鸡
祥云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祥云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种鸡场）

88 肉牛 云南七彩田园牧业有限公司

89 肉牛 云南中康牧业有限公司

90 西藏 奶牛 隆子县聂雄乳业有限公司

91

陕西

生猪 合阳县惠通良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92 生猪 汉中军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3 奶山羊 陕西乾首奶山羊育种有限责任公司

94

甘肃

奶牛 临夏州盛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95 肉牛 甘肃农垦饮马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96 肉羊 武威普康养殖有限公司

97 青海 生猪 青海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98
宁夏

蛋鸡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闽宁养殖基地）

99 奶牛
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平吉堡第六奶牛场）

原：宁夏农垦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平吉堡第六奶牛场

100

新疆

奶牛
疏附县南达冰川牧场有限公司

原：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畜牧业分公司）

101 肉羊 巴里坤健坤牧业有限公司

102 肉羊 新疆振兴园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