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对部分有效期届满且未申请延续使用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予

以注销。注销名单见下表。

获证组织名称 单元名称 证书编号

栖霞市硕丰果品专业合作社 有机大樱桃种植基地 134OP1700125
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湖西岛有机农庄有限公

司

134OP1500120

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农场 134OP1400031
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湖西岛有机农庄有限公司 134OP1500114
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湖西岛有机农庄有限公司 134OP1500119
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湖西岛有机农庄有限公司 134OP1500161
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宝应湖西岛有机蔬菜基地 134OP1400514
贵州德江众兴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众兴茶业有机种植基地 134OP1700129

贵州民福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机茶生产基地 134OP1700134
重庆明秋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野县王集镇徐埠口村

有机基地 1

134OP1800178

重庆明秋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野县王集镇徐埠口村

有机基地 2

134OP1800179

石阡县关刀土黄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机生产基地 134OP1700139
上海中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耕乐堂有机基地 134OP1900154

习水县新源粮油有限公司 三合镇三合村有机基地 134OP1700145
习水县新源粮油有限公司 三合镇掩龙村有机基地 134OP1700146

綦江县利达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三合镇王大郢村有机基地 134OP1700144
遵义市陈郭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三合镇胡庙村有机基地 134OP1900159
遵义市陈郭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湖镇大许村有机基地 134OP1900160

阜阳市颍州区顺天谷类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

西湖镇迎水村四号有机基地 134OP1900161

合江县九支粮贸有限公司 西湖镇大田村有机基地 134OP1900162
合江县九支粮贸有限公司 西湖镇迎水村有机基地 134OP1900163

阜阳环宇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西湖镇迎水村三号有机基地 134OP1900164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向阳有机基地 134OP1900166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公平有机基地二 134OP1800195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公平有机基地一 134OP1800194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庙南西有机基地 134OP1800193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马楼有机基地 134OP1900167

遵义市裕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九龙镇迎水村有机基地 134OP1800154
习水县义源粮油有限公司 三合镇三星村有机基地 134OP1700147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庙北有机基地 134OP1400127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马圩有机基地 134OP1400129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庙南东有机基地 134OP1400134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李土桥有机基地 134OP1400130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有机基地一 134OP1400132



遵义市鑫惠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有机基地二 134OP1400133
坤德农业有限公司 有机基地 134OP1900165

西双版纳勐海七凤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象谷茶业有限公司 134OP1900170
三亚爱上农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好农场种植基地 134OP1900188
习水县鑫航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曾寨有机基地 134OP1900171
习水县鑫航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张庙有机基地 134OP1900172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郭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174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九里棚有机基地 134OP1900175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六里棚有机基地 134OP1900176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徐楼有机基地 134OP1900177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桑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178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梁樊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179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韩港有机基地 134OP1900180
重庆粮食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杜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181

河南麦佳食品有限公司 二宋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182
江苏名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果维黑莓蓝莓有机种植基地 134OP1900187

河南麦佳食品有限公司 后李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192
河南麦佳食品有限公司 余围孜有机基地 134OP1900193
河南麦佳食品有限公司 张桥有机基地 134OP1900194

Bodegas Cerro La Barca,S.L. Finca Concejiles 134OP1900210
大连长海新宇水产有限公司 大连长海新宇水产有限公司 134OP1600144
Rigoni di Asiago s.r.l. KRICHIMFRUCHT 134OP1900217

綦江县吉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周湾有机基地 134OP1900196
上海城市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城市现代农业有机生产基地 134OP1900198

Larsen Farms Hay Terminal, LLC Richard Larsen Farms 134OP1700205
滨海红胜火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市滨海县沙浦草莓基地 134OP1900206

深圳市喜记农业有限公司 哈密有机生产基地 134OP1900207
石门县大同山国有林场 石门县大同山国有林场 134OP1600155
石门县大同山国有林场 石门县大同山国有林场 134OP1600156

平昌县丰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有机基地 134OP1600154
Larsen Farms Hay Terminal, LLC Larsen Farms Hay Terminal,

LLC

134OP1700207

广西农潮果业有限公司 农潮集团火龙果基地 134OP1900197
北京同仁堂健康有机产业（海南）有限

公司

汉阴县中药材药源基地 134OP1900212

黑龙江富溢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伦市沃尔今工贸有限公司 134OP1800190
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色海洋牧场水产养殖基地 134OP1500220
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34OP1900213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固始淮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第一

基地

134OP1900227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军岗有机基地 134OP1900228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季楼有机基地 134OP1900229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潘台有机基地 134OP1900230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郭洼有机基地 134OP1900231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倒庙有机基地 134OP1900232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潘庄有机基地 134OP1900233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竹楼有机基地 134OP1900234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周圩有机基地 134OP1900235
固始县国粮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龙台有机基地 134OP1900236
固始县国粮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寨有机基地 134OP1900238
固始县国粮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圩有机基地 134OP1900239
固始县国粮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康店有机基地 134OP1900240
固始县国粮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童庙有机基地 134OP1900241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付寨有机基地 134OP1900242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赵岗有机基地 134OP1900243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老李集有机基地 134OP1900244
贵州茅台物流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蚌山有机基地 134OP1900245

黑龙江省北安农垦聚源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

黑龙江省长水河粮油加工有限

公司

134OP1800196

勐海七彩孔雀茶叶有限公司 七彩孔雀国礼有机普洱茶基地 134OP1800197
勐海七彩孔雀茶叶有限公司 勐海县岩海古法茶厂 134OP1800198
新乡市隆嘉实业有限公司 夹堤基地 134OP190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