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云南省“绿色食品牌”州（市）级产业基地认定名单

序号 县区 产业类型 经营主体名称 基地地址 基地类型

1 安宁市 花卉 云南玫里传说食品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办事处小营工区 州市级基地

2 晋宁区 花卉 晋宁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 昆阳街道办事处乌龙村委会 州市级基地

3 晋宁区 花卉 晋宁林茂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二街镇朱家村委会 州市级基地

4 嵩明县 花卉 昆明海盛园艺有限公司 小街镇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 州市级基地

5 嵩明县 花卉 昆明虹之华园艺有限公司 小街镇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 州市级基地

6 嵩明县 花卉 昆明统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街镇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 州市级基地

7 嵩明县 花卉 嵩明缘情花卉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杨桥街道黑营盘村委会麦塘小组 州市级基地

8 五华区 花卉 云南强尼农业有限公司 西翥街道新民社区老花铺村4号 州市级基地

9 安宁市 蔬菜 云南凯森食品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磨南德村 州市级基地

10 嵩明县 蔬菜 嵩明伟诚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杨桥街道上禾村 州市级基地

11 五华区 蔬菜 云南良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翥街道母格村 州市级基地

12 寻甸县 蔬菜 云南农垦蔬菜有限公司 金所街道办事处裁开村 州市级基地

13 寻甸县 蔬菜 云南农垦蔬菜有限公司 三月三村 州市级基地

14 石林县 水果 石林西游人参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西街口镇新木凹村委会新木凹村 州市级基地

15 石林县 水果 石林源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圭山镇下海子 州市级基地



16 宜良县 坚果 昆明市宜良滇王食品有限公司 阳宗管委会草甸土老冲村委会 州市级基地

17 安宁市 中药材 云南泊尔恒国际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麒麟片区 州市级基地

18 富民县 中药材 云南丰春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免镇麦家营村民委员会 州市级基地

19 安宁市 肉牛 云南金江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办事处马家梁子 州市级基地

20 寻甸县 肉牛 寻甸伊成养殖有限公司 金所街道办竹沟居委会茶场 州市级基地

21 寻甸县 肉牛 寻甸鹏远牧业有限公司 羊街镇清水沟村委会花箐哨村 州市级基地

22 安宁市 生猪 云南福悦发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石坝村 州市级基地

23 寻甸县 生猪 寻甸兴平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鸡街镇彩己村委会喜兆村 州市级基地

24 官渡区 花卉 云南英茂花卉产业有限公司 大板桥街道办事处白汉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白汉场居民小组大鱼塘 州市级基地

25 嵩明县 油料作物,油橄榄 昆明奥力联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杨林镇老余屯老熊箐 州市级基地

26 寻甸县 粮食作物,马铃薯 云南泵龙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 凤合镇 州市级基地

27 盘龙区 食用菌 云南汇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子营街道牧羊村 州市级基地

28 富民县 家禽,蛋鸡 富民锐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赤鹫镇永富村委会罗免村民小组大中山 州市级基地

29 富民县 家禽,肉鸡 富民锐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大营街道办事处麦童村委会分村 州市级基地

30 富民县 家禽,蛋鸡 富民县垦业畜禽有限公司 大营街道办事处元山村 州市级基地

31 盘龙区 家禽,蛋鸡 昆明云岭广大种禽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空港经济区小哨社区（云南种畜场）） 州市级基地

32 嵩明县 家禽,蛋鸡 昆明奥力联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杨林镇老余屯老红坡 州市级基地

33 寻甸县 家禽,肉鸡 寻甸岚亚养殖专业合作社 塘子街道办事处易隆村委小中山村（鸡苗培育基地） 州市级基地



34 寻甸县 家禽,肉鸡 寻甸岚亚养殖专业合作社 塘子街道办事处易隆村委小中山村 州市级基地

35 宜良县 渔业 云南银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北古城镇柴石滩水库 州市级基地

36 石林县 加工 中种集团云南种业有限公司 鹿阜街道办事处生态工业集中区 州市级基地

附件2
                                   云南省“绿色食品牌”县（市、区）级产业基地认定名单

序号 县区 产业类型 经营主体名称 基地地址 基地类型

1 安宁市 花卉 安宁八街高桥食用玫瑰专业合作社 八街街道高桥村 县区级基地

2 安宁市 花卉 安宁宏润食用玫瑰专业合作社 八街街道黄家箐村 县区级基地

3 安宁市 花卉 安宁诺斯沃德花卉产业有限公司 县街街道鸣矣河村鸣兴街2号 县区级基地

4 安宁市 花卉 云南滇帝食品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月照屯村 县区级基地

5 官渡区 花卉 昆明御兰贸易有限公司 大板桥长水航城兰花基地 县区级基地

6 晋宁区 花卉 云南云天化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昆阳磷矿采空区 县区级基地

7 晋宁区 花卉 云南永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 双河乡大荒川村委会大荒川村 县区级基地

8 石林县 花卉 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 板桥街道办事处板桥村委会虎街 县区级基地

9 石林县 花卉 云南盛节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鹿阜街道办事处小河村委会董家庄 县区级基地

10 嵩明县 花卉 嵩明乔华绿山源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杨桥街道大村子居委会大村子村 县区级基地

11 嵩明县 花卉 昆明花仙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小街镇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 县区级基地

12 嵩明县 花卉 嵩明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桥街道大村子居委会大村子村 县区级基地



13 宜良县 花卉 云南为君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北古城镇黑羊村 县区级基地

14 安宁市 蔬菜 云南恒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二街村委会樟富营 县区级基地

15 东川区 蔬菜 昆明市东川区神耀种植有限公司 红土地镇小法者村 县区级基地

16 禄劝县 蔬菜 禄劝永缘种植专业合作社 翠华镇兴隆村委会石坝村、小篷祖村 县区级基地

17 禄劝县 蔬菜 禄劝永缘种植专业合作社 翠华镇初途村委会新田村22号 县区级基地

18 五华区 蔬菜 云南凯普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西翥街道办事处宝泉路 县区级基地

19 五华区 蔬菜 云南凯普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西翥街道办事处厂口秧草塘 县区级基地

20 西山区 蔬菜 云南芸岭鲜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团结乡乐居村委会乐居村 县区级基地

21 寻甸县 蔬菜 寻甸福邦农业有限公司 鸡街镇顺昌路36号 县区级基地

22 安宁市 水果 安宁禄康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禄脿街道办事处艾家营村民委员会 县区级基地

23 安宁市 水果 云南德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禄脿街道上禄脿村苹果基地 县区级基地

24 富民县 水果 富民仑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罗免镇石板沟和糯支村委会、款庄镇对方村委会 县区级基地

25 富民县 水果 富民树美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罗免镇百花山庄果园 县区级基地

26 富民县 水果 富民沃苹种植专业合作社 罗免镇麻地村浑水塘 县区级基地

27 晋宁区 水果 云南耙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昆阳街道旧寨村耙齿山 县区级基地

28 石林县 水果 石林绿宝康农业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鹿阜街道办事处松子园村 县区级基地

29 石林县 水果 石林大可枇杷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可乡岩子脚村委会习克丈村 县区级基地

30 西山区 水果 云南耙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街道海丰村耙齿山 县区级基地



31 西山区 水果 云南新一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团结乡豹子箐生态旅游度假区 县区级基地

32 寻甸县 水果 昆明晟瑞果蔬种植有限公司 凤合镇杨家湾村委会税房村 县区级基地

33 东川区 中药材 云南一枝蒿制药有限公司 东川区北郊 县区级基地

34 富民县 中药材 富民明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款庄镇对方村 县区级基地

35 禄劝县 中药材 文山景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撒营盘镇美能村委会下六组 县区级基地

36 石林县 中药材 昆明杏林大观园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台湾农民创业园黑龙潭路1号 县区级基地

37 嵩明县 中药材 嵩明杨林云吕种植家庭农场 杨林镇东山村石灰窑 县区级基地

38 五华区 中药材 云南云琦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翥街道办事处沙朗大村村委会西村一组、四组 县区级基地

39 寻甸县 肉牛 寻甸县伊泰食品有限公司 仁德街道办文苑路50号 县区级基地

40 寻甸县 肉牛 寻甸县杨光养殖专业合作社 塘子镇易隆村委会七里哨村 县区级基地

41 安宁市 生猪 云南福悦发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办事处二街村委会 县区级基地

42 安宁市 生猪 云南福悦发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办事处相连村委会小陡山 县区级基地

43 安宁市 生猪 云南福悦发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八街街道办事处小石坝村 县区级基地

44 东川区 生猪 昆明金水优农牧业有限公司 红土地镇仓房村 县区级基地

45 东川区 生猪 昆明金水优农牧业有限公司 红土地镇花沟村 县区级基地

46 嵩明县 生猪 昆明广旭宇畜牧有限公司 小街镇矣得谷村 县区级基地

47 嵩明县 粮食作物,水稻 嵩明芳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杨林镇小官渡小村538号 县区级基地

48 石林县 食用菌 石林美佳食品有限公司 石林国际旅游食品城5栋 县区级基地



49 嵩明县 食用菌 云南金雨庄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嵩阳镇新春邑村马场村小组 县区级基地

50 嵩明县 食用菌 云南菌视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嵩明县小街镇云南省花卉示范园区 县区级基地

51 寻甸县 食用菌 寻甸山珍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七星镇赵回下村 县区级基地

52 安宁市 家禽,肉鸡 云南浩云养殖有限公司 禄脿街道陈家营村 县区级基地

53 安宁市 家禽,肉鸡 云南绿盛美地禽业科技有限公司 县街街道大红祥村 县区级基地

54 石林县 家禽,肉鸡 昆明东辉农牧有限公司 鹿阜街道办事处乃古石林岔口 县区级基地

55 石林县 家禽,肉鸡 云南升新禽业有限公司 维则乡维则村 县区级基地

56 嵩明县 家禽,肉鸡;家禽,蛋鸡 嵩明大发养殖有限公司 嵩阳街道新春邑居民委员会马场村磨盘山 县区级基地

57 西山区 羊,肉羊 昆明易兴恒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团结街道和平社区和平村 县区级基地

58 西山区 羊,肉羊 昆明秋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街道白鱼社区小黑桥村 县区级基地

59 寻甸县 家禽,肉鸡 寻甸森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塘子街道钟灵社区居民委员会黑水井村余家大脑包 县区级基地

60 宜良县 家禽,蛋鸡 宜良博胜养殖有限公司 耿家营乡石子村委会新发村 县区级基地

61 宜良县 家禽,鸭 宜良茂阳家禽养殖加工有限公司 匡远街道办温泉社区下栗者村 县区级基地

62 宜良县 家禽,鸭 宜良山鸭养殖有限公司 耿家营乡石子村委会胡家村百龙山 县区级基地

63 宜良县 家禽,肉鸡 云南匡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九乡过路得村 县区级基地

64 石林县 渔业 石林爱生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创农民创业园园日月潭路山顶公园 县区级基地

65 富民县 加工 富民咏健加工专业合作社 大营街道办事处东元村委会 县区级基地

66 寻甸县 加工 昆明金水食品有限公司 倘甸镇昆泽路中段标准化厂房二幢 县区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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