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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5 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企业名单 
 

序号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1 安吉白茶 
浙江安吉茗静园茶叶有

限公司 
91330523MA29J88D12  

2 安吉白茶 
安吉县百竹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 
9133052355054503X8  

3 安吉白茶 安吉黄杜打石坎茶场 92330523MA29KA2G9Y  

4 安吉白茶 安吉保丽茶场 92330523MA2D10JC76  

5 安吉白茶 
浙江安吉玉尔茶文化有

限公司 
91330523MA28C93W94  

6 安吉白茶 安吉县溪龙木竹塔茶场 91330523L09208572U  

7 安吉白茶 安吉柏茗茶场 91330523L35796283G  

8 安吉白茶 安吉县天荒坪天池茶场 92330523MA28CQU992  

9 安吉白茶 
安吉龙王山茶叶开发有

限公司 
913305236831185417  

10 安吉白茶 安吉黄杜云羽茶场 92330523MA2F4JWU7W  

11 安吉白茶 安吉银羽茶业有限公司 91330523MA2B35A20A  

12 安吉白茶 
安吉如意源茶业有限公

司 
91330523350073971X  

13 安吉白茶 安吉县溪龙杨家山茶场 92330523MA29JQKT84  

14 安吉白茶 安吉递铺云顺茶场 92330523MA2F54JM34  

15 安吉白茶 安吉溪龙晶龙茶场 92330523MA29J9082N  

16 金华火腿 
浙江新辰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91330700704536137E 变更 

17 金华火腿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91330000254983027G 变更 

18 鞍山南果梨 
辽宁喜洋洋农商贸有限

公司 
91210302MA0YTJQM3L  

19 鞍山南果梨 
鞍山市亲诚惠容果业专

业合作社 
93210311MA0YJXL3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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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20 鞍山南果梨 
鞍山市青草沟果业专业

合作社 
93210311MA0QC8FA53  

21 阜新玛瑙 
阜新市太平区玉恒玛瑙

工作室 
92210904MA0UTWUL2T  

22 阜新玛瑙 新邱区红石玛瑙加工厂 92210903MA0X4C319D  

23 辉南大米 
吉林省长兴谷物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912205237493350215  

24 练塘茭白 
上海蒸鹏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 
93310118687390462E  

25 练塘茭白 
上海太北粮食专业合作

社 
93310118687396311U  

26 练塘茭白 
上海世鑫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933101185931028966  

27 练塘茭白 
上海彩林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933101185695794169  

28 弋阳年糕 
江西省阿里老表贸易有

限公司 
91361126309129515H  

29 龙口粉丝 
山东健源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91370685750884562R  

30 龙口粉丝 
山东金都宏发食品有限

公司 
91370685747812357H  

31 永城面粉 
河南谷满多食品有限公

司 
91411481MA3XF4QD7T  

32 信阳毛尖 
河南信云尖茶业有限公

司 
91411502MA9KBXG38Y  

33 信阳毛尖 
信阳市浉河区古山香茶

叶有限公司 
91411502085554925A  

34 信阳毛尖 信阳豫茗茶业有限公司 91411502MA47G3Y10G  

35 信阳毛尖 
信阳令君香茶叶有限公

司 
91411502MA9H17U71A  

36 信阳毛尖 
信阳云潭春茶业有限公

司 
91411502344917605U  

37 信阳毛尖 
信阳市茶痴赵凡国科技

有限公司 
91411524396984957B  

38 信阳毛尖 
信阳龙茗盛世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91411502MA3X81TY11  

39 信阳毛尖 
信阳市浉河区建设茶叶

精制厂 
91411502737404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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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40 信阳毛尖 
信阳市茗茶多茶叶有限

公司 
91411500MA3X78NB9D  

41 信阳毛尖 
信阳市德茗茶叶有限公

司 
91411502789150320R  

42 信阳毛尖 
信阳市明君子茶叶有限

公司 
91411502MA9G18MR6Y  

43 信阳毛尖 
信阳润灵峰茶叶有限公

司 
91411502MA9F1QG56Y  

44 信阳毛尖 
信阳稳臻农茶林有限公

司 
91411500MA3X7NGC3Y  

45 信阳毛尖 
信阳市浉河区信杭茶叶

精制厂 
91411502706753979Y  

46 信阳毛尖 
河南信灵春茶业有限公

司 
91411502MA9GTM6A6R  

47 信阳毛尖 信阳秀毫茶叶有限公司 914115005924276214  

48 信阳毛尖 
信阳市秀韵茶叶有限公

司 
91411502344892807L  

49 信阳毛尖 信阳银信茶业有限公司 91411502MA46XG61X2  

50 信阳毛尖 信阳市浉河区刘家茶场 914115027631189475  

51 信阳毛尖 
信阳市芽多多茶业有限

公司 
91411502MA9GY4Q85Y  

52 信阳毛尖 
信阳市浉河区车云顶峰

茶叶专业合作社 
93411502571047144L  

53 信阳毛尖 
信阳市浉河区遇鉴有机

茶叶专业合作社 
93411502MA45DCNGXT  

54 信阳毛尖 
信阳市源稀茶业有限公

司 
91411502MA9FDFTM3T  

55 都安野生山葡萄酒 
广西都安建兴野生毛葡

萄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1451228MA5KFG1225  

56 横县茉莉花茶 横县新兴茶厂 91450127081150624W  

57 横县茉莉花茶 
广西茶虞子茶业有限公

司 
91450127MA5NPG541G  

58 横县茉莉花茶 
广西横县义丰茶叶有限

公司 
91450127MA5NQ6DM8L  

59 鹿寨蜜橙 
广西乡贝莱农业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91450223MA5PK98B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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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柴达木枸杞 
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

司 
91632822698504517B  

61 柴达木枸杞 
格尔木杞盛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91632801564934028W  

62 柴达木枸杞 
德令哈佳鑫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 
91632802074558701N  

63 柴达木枸杞 
都兰林晟防沙治沙有限

责任公司 
91632822074583149K  

64 柴达木枸杞 
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91632802091636740X  

65 柴达木枸杞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91633100710508028M  

66 柴达木枸杞 
都兰绿源防沙治沙科技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16328225799447127  

67 柴达木枸杞 
青海金色沙漠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91632824564906238T  

68 柴达木枸杞 
青海仁禾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91632824310858643U  

69 柴达木枸杞 
海西辉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632800MA758G3U6N  

70 柴达木枸杞 
德令哈林生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91632802595016799H  

71 柴达木枸杞 
大柴旦润禾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916328243108670212  

72 柴达木枸杞 
都兰富民枸杞种植专业

合作社 
93632822595011621G  

73 柴达木枸杞 
海西万盛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91632802579924674F  

74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皇蔻酒庄有限公司 91640381MA761E498R  

75 宁夏枸杞 
宁夏红玛瑙枸杞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91640105670403650K 变更 

 

 

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知识产权局，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各地方有关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