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前两批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

动态监测合格名单
序号 盟市 旗县 联合体名称

1 呼和浩特市 清水河县 内蒙古清河田园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正大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3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富源国际联合体

4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草原御驴科技生态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5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草原和牛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6 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 金草原肉牛养殖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7 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 融汇通粮食产业联合体

8 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 武川县禾川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

9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金河有机农牧产业园产业化联合体

10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 航天牧兰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 呼和浩特 赛罕区 赛罕区休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2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呼和浩特市青贮饲料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3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内蒙古正北辰光蔬菜产业化联合体

14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 圣牧种养加产业化联合体

15 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 内蒙古家中和藜麦产业联合体

16 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 内蒙古玉隆生态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7 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 顺力粮食产业联合体

18 包头市 土右旗 包头市小尾羊产业化联合体

19 包头市 土右旗 包头市丰闰园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0 包头市 土右旗 内蒙古骑士集团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1 包头市 土右旗 内蒙古绿蒙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2 包头市 固阳县 固阳县田丰农产品产业联合体

23 包头市 土右旗 包头市北辰绿色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4 包头市 青山区 内蒙古贺威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5 包头市 东河区 包头市宏乐现代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6 包头市 九原区 包头市久元奶牛养殖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7 包头市 九原区 内蒙古草原之路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8 包头市 九原区 包头市鹏翔奶牛养殖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29 包头市 九原区 内蒙古广众富农产业化联合体

30 包头市 达茂旗 达茂旗天创黄芪产业化经济联合体

31 包头市 达茂旗 达茂旗文公乡情现代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32 包头市 达茂旗 内蒙古丰域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产业化联合体

33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市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玉米产业联合体

34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市 惠龙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35 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市 蓬勃中草药产业化联合体

36 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市 牙克石市兴安运达产业化联合体

37 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市 牙克石市蒙业农业科技产业化联合体



38 呼伦贝尔 莫旗 内蒙古丰汇达大豆加工联合体

39 呼伦贝尔市 莫旗 莫旗兴达生态农产品产业化联合体

40 呼伦贝尔市 莫旗 昊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

41 呼伦贝尔市 莫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立向阳产业化联合体

42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 呼伦贝尔市鸿发祥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43 呼伦贝尔市 鄂伦春自治旗
鄂伦春自治旗天源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豆农牧业产业化示

范联合体

44 呼伦贝尔市 额尔古纳市 呼伦贝尔塞尚乳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45 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 阿荣旗肉牛肉羊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46 呼伦贝尔市 阿荣旗 三丰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47 呼伦贝尔市 鄂温克自治旗 伊赫塔拉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48 兴安盟 科右中旗 科右中旗大地种养殖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49 兴安盟 科右中旗 内蒙古新农人农牧产业化联合体

50 兴安盟 科右中旗 内蒙古莱德马业发展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51 兴安盟 科右前旗 内蒙古北峰岭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52 兴安盟 科右前旗 内蒙古畋园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53 兴安盟 突泉县 突泉县羊产业化联合体

54 兴安盟 突泉县 突泉县牛产业化联合体

55 兴安盟 扎赉特旗 内蒙古谷语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56 兴安盟 扎赉特旗 龙鼎农业一兴安盟大米农业产化联合体

57 兴安盟 扎赉特旗 扎赉特旗好力保生态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58 兴安盟 扎赉特旗 扎赉特旗雨森大米·小米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59 兴安盟 扎赉特旗 内蒙古金鑫宇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60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市乌兰农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61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双特--兴安盟大米农业产业联合体

62 兴安盟 科右中旗 内蒙古科尔沁绿色牛羊产业发展联合体

63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 兴安盟农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64 通辽市 科尔沁区 通辽市明清肉制品产业化联合体

65 通辽市 科尔沁区 科尔沁区谷润肉牛产业化联合体

66 通辽市 科尔沁区 科尔沁区丰盛农产品产业化联合体

67 通辽市 科左后旗 科左后旗水稻农牧业产业联合体

68 通辽市 库伦 库伦旗绿洲果蔬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69 通辽市 开鲁县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

70 赤峰市 阿旗 阿鲁科尔沁旗浩源杂粮产业化联合体

71 赤峰市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超越饲料产业化联合体

72 赤峰市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文慧果蔬产业化联合体

73 赤峰市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炳盛肉牛产业化联合体

74 赤峰市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国臣肉羊产业化联合体

75 赤峰市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产业化联合体

76 赤峰市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契丹杂粮产业化联合体

77 赤峰市 巴林右旗 内蒙古华颂马铃薯产业化联合体

78 赤峰市 林西县 林西县恒丰粮油产业化联合体

79 赤峰市 林西县 赤峰市牧源饲草料产业化联合体



80 赤峰市 林西县 内蒙古佰惠生糖业产业化联合体

81 赤峰市 克旗 内蒙古草原金峰肉羊产业化联合体

82 赤峰市 克旗 赤峰德美草原羊业产业化联合体

83 赤峰市 翁旗 内蒙古北方大地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84 赤峰市 翁旗 赤峰凯峰粮食产业化联合体

85 赤峰市 翁旗 赤峰龙乡玉品粮食产业化联合体

86 赤峰市 翁旗 内蒙古蒙都肉羊产业化联合体

87 赤峰市 喀旗 内蒙古荣兴堂药材产业化联合体

88 赤峰市 喀旗 内蒙古蒙缘堂蒙中药材产业化联合体

89 赤峰市 喀旗 赤峰北虹畜牧产业化联合体

90 赤峰市 宁城 内蒙古塞飞亚肉鸭产业化联合体

91 赤峰市 敖汉 内蒙古金沟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92 赤峰市 红山区 内蒙古佟明阡禾杂粮杂豆产业化联合体

93 赤峰市 元宝山 赤峰和润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94 赤峰市 松山区 赤峰雨润农产品物流产业化联合体

95 赤峰市 松山区 内蒙古蒙森薯业产业化联合体

96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农牧业产业化利益联合体

97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大庄园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98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99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威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0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责任公司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1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右旗羊羊牧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2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 内蒙古草原万开蒙郭勒肉业有限责任公司产业化联合体

103 锡林郭勒盟 正镶白旗 正镶白旗蒙盛肉类有限责任公司产业联合体

104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左旗 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联合体

105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左旗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肉食品有限公司联合体

106 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 正蓝旗顺鑫鑫源牧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7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内蒙古鑫雨薯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8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内蒙古中加薯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9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内蒙古赛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0 乌兰察布市 察右中旗 察右中旗益农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1 乌兰察布市 化德县 化德县宏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2 乌兰察布市 察右前旗 察右前旗瑞田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3 乌兰察布市 察右前旗 中国薯都凯达聚领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4 乌兰察布市 商都县 商都县三利薯业产业化联合体

115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内蒙古世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6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内蒙古正时农业草牧肥生态一体化循环经济农牧业产业化联

合体

117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鄂尔多斯市金泰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农牧业产业化联

合体

118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内蒙古达拉特旗王爱召镇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19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蒙纯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20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万家惠农牧业联合体



121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羊绒收储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22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托克旗羊绒、皮张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23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托克旗特色种养殖产业化联合体

124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尔多斯市盛世金农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25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托克旗苏米图林沙、肉牛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26 鄂尔多斯 杭锦旗 杭锦旗兆丰粮油产业化联合体

127 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 杭锦旗瑞德兴泰源羊产业化联合体

128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 鄂托克前旗鸿野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29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嘎鲁图镇鄂尔多斯细毛羊产业化联合体

130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乌审旗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31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地产食品园农牧业产业联合体

132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乌审旗皇香生猪产业化联合体

133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市舍饲绒山羊产业化联合体

134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光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35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隆扬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36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内蒙古农乡丰杂粮油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37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高原露林果产业化联合体

138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市蒙融碱稻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39 巴彦淖尔市 磴口县 内蒙古牧丰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40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内蒙古旭一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41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巴彦淖尔市锦泰源现代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42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益佰年农业种植产业化联合体

143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内蒙古益民种业向日葵生产营销产业化联合体

144 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 内蒙古蒙乔食品坚果加工产业化联合体

145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李牛牛食品产业化联合体

146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富川肉羊产业化发展联合体

147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恒丰集团河套粮油产业化联合体

148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兆丰河套小麦产业联合体

149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康斯特生物果胶产业化联合体

150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草原鑫河肉羊深加工产业联合体

151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草原晶鑫肉羊产业化联合体

152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蒙得肉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53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全生农资现代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54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鲜农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55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弘锋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56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内蒙古蒙元宽发酵乳品全产业链联合体

157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内蒙古轩达食品炒货产业化联合体

158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三瑞农科向日葵产业化联合体

159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五原县大丰粮油产业化联合体

160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巴美肉羊产业化联合体

161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腾飞食品产业化联合体

162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鸿发商贸葵花籽产业化联合体

163 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 内蒙古金草原生态农牧业全产业链联合体



164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内蒙古天衡蒙中药材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65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巴彦淖尔市禾兴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66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 巴彦淖尔市朔河禾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67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 内蒙古北平纺织集团二狼山绒山羊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68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中旗草原恒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69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 绿野食品肉羊产业化联合体

170 乌海市 海勃湾区 内蒙古众藤葡萄产业化联合体

171 乌海市 海勃湾区 内蒙古西部沙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72 乌海市 海南区 乌海市阳光田宇葡萄产业化联合体

173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肉苁蓉产业联合体

174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左旗白绒山羊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75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乌泽木现代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76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圣牧沙草产业化联合体

177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双峰驼绒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78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莱芙尔绒毛产业化联合体

179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大漠魂沙产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80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阿杜肉羊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81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内蒙古丰茂德绿色有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82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左旗华祥肉牛产业联合体

183 阿拉善盟 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右旗沙漠之神驼奶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84 阿拉善盟 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右旗漠北草原农畜产品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85 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 欣旺哈密瓜种植产业化联合体

186 阿拉善盟
乌兰布和生态

沙产业示范区
内蒙古金沙苑乌兰布和沙产业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