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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湖北美雅食品有限公司等 138 家企业

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公告（第 352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三五二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

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按照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生产武穴酥糖、卧龙白蘑、五常大

米、海伦大豆、龙井茶、金华火腿、黄山毛峰茶、黄山贡菊、大

方茶、安茶、六安瓜片、霍山石斛、霍山黄芽、临水酒、段园葡

萄、新会陈皮、新会柑、谭脉西瓜、横县茉莉花茶、乐业猕猴桃、

中江丹参、兴文山地乌骨鸡、南溪白鹅、安岳柠檬、大邑金蜜李、

文山三七、普洱茶、富平羊奶粉、富平柿饼、富平甜瓜、略阳乌

鸡、朝那鸡、彭阳红梅杏等 33 个产品的 138 家企业（见附件），

分别向产品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了地理标志产品专用

标志使用申请，经有关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并经国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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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局审查认定，现予以注册登记。自即日起核准上述企业在

其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获得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

特此公告。

附件：138 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企业名单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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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8 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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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穴酥糖 湖北美雅食品有限公司 914211827905841933

2 卧龙白蘑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森林仙

子经贸有限公司
91220303339873935A

3 五常大米
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91230100769063393X

4 五常大米 五常市睿向米业有限公司 91230184598496601M

5 五常大米
黑龙江中农裕邦绿色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1230100MA18W9LF1E

6 五常大米 五常市卫国乡明发米业 92230184MA1ACX9K4R

7 海伦大豆
海伦市海北镇东升农副产

品收购部
92231283MA191HTB3K

8 海伦大豆
海伦市晟丰粮食经销有限

公司
9123128330854686XK

9 龙井茶 杭州万融堂茶业有限公司 91330106MA2B0WH069

10 龙井茶 杭州杭源茶叶有限公司 91330106697061689X 变更

11 龙井茶 杭州正一心茶业有限公司 91330106MA2CDFLC5W

12 龙井茶
杭州云栖天福茶业有限公

司
91330106MA2CDW0F23

13 龙井茶 杭州书睿茶业有限公司 91330101MA28W10X59

14 龙井茶 浙江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9133012234182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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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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金华火腿 金华市金玺火腿厂 913307037856505987

16 黄山毛峰茶
黟县金元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913410235704189860

17 黄山贡菊
黄山市菊茗阁茶菊有限公

司
91341021591429780E

18 黄山贡菊
黄山市歙县健展茶菊精制

厂
92341021MA2NH8268Y

19 大方茶 黄山朝义食品有限公司 91341021719923850A

20 大方茶
黄山市歙县松萌茶业有限

公司
91341021684953127G

21 安茶
祁门县芦溪乡广丰隆安茶

厂
92341024MA2RFNL113

22 六安瓜片
金寨县玉中绿雪农特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
91341524399050324R

23 六安瓜片
安徽金寨迎客松茶旅有限

公司
913415240636359191

24 六安瓜片
金寨县永生利生态茶业有

限公司
91341524556321037N

25 六安瓜片
安徽省金寨县绿茗有机茶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91341524756822442R

26 六安瓜片
金寨县莲花山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
91341524MA2MWCEA92

27 六安瓜片 安徽齐态茶业有限公司 9134152469281571XD

28 六安瓜片
谢裕大（六安）茶叶有限

公司
91341524055777335Y

29 六安瓜片
金寨县安惠生态农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
91341524583000810H

30 六安瓜片 安徽兰祥园茶业有限公司 913415235532901590

31 六安瓜片 安徽兰花茶业有限公司 91341523674247771W

32 六安瓜片
金寨县徽态特色农产品有

限公司
91341524395899013G

33 霍山石斛
安徽省霍山县福绿宝石斛

开发有限公司
91341525083695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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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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霍山石斛
安徽霍山斛花郎石斛开发

有限公司
91341525MA2RK5QN1Y

35 霍山石斛
霍山县诚品石斛专业合作

社
93341525MA2N11TF7F

36 霍山石斛
安徽霍仙草堂中药食材开

发有限公司
91341525MA2RWGMT04

37 霍山石斛
霍山农夫石斛发展有限公

司
91341525MA2T3BM2X2

38 霍山黄芽
安徽省霍山县缘圆缘工贸

有限公司
91341525771122807D

39 临水酒 安徽临水酒业有限公司 91341522756848773Y

40 段园葡萄
淮北市大庄葡萄专业合作

社
93340600MA2N3LEF7M

41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臻美陈皮茶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518Y1186

42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千亩柑田陈

皮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JQP21D

43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甘润陈皮茶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N62M8Y

44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世纪茗家茶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W03B5H

45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尚麟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NW8A7Y

46 新会陈皮
江门市御品壹号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6QBL9A

47 新会陈皮
广东陈皮人家贸易有限公

司
91440700MA4UQRGA08

48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广泰茶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MA4WTTB51B

49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柑枝坊陈皮

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BXDQ9L

50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和泽丰柑业

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8K5P8K

51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小梁蓁马陈

皮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520NQQ9E

52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新葵陈皮有

限公司
9144070532475943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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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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岭南茶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MA51FG6437

54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岭南陈香陈

皮有限公司
91440705MA51X36J9N

55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佰和陈皮制

品有限公司
91440705MA4X6FUH8G

56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潭江食品有

限公司
91440705MA4WTDN545

57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岭南臻宝陈

皮食品有限公司
91440705MA51EX3K65

58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艺雅堂陈皮

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GMRX25

59 新会陈皮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溢香源

柑茶厂
91440705MA4WFM2R9C

60 新会陈皮 江门市邑葵陈皮有限公司 914407053041737287

61 新会陈皮
新会区三江镇荣生行新会

柑种植园
92440705MA51W9W69P

62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雄祺柑桔专

业合作社
93440705066663683X

63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盟良陈皮茶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WB3T27

64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宇天陈皮茶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UQ858N

65 新会柑
新会区会城柑乐坊柑普茶

厂
92440705MA4WJBYM3G

66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大丰现代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91440705086764908A

67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柑人汇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MYWH7E

68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心熙茶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MA4W9YWB94

69 新会柑
江门市松森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914407050750910824

70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陈皮村市场股

份有限公司
9144070077831641XY

71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大泗洲农业

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MU67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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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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金承茶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MA4URQM770

73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柑之林农场有

限公司
91440705323229918N

74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喜喜食品有

限公司
91440705337939267M

75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岭南茶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MA51FG6437

76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岭南臻宝陈

皮食品有限公司
91440705MA51EX3K65

77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葵轩柑桔专

业合作社
93440705MA4UWA0P88

78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吴师傅茶业

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7K0G75

79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尚麟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NW8A7Y

80 新会柑
广东陈皮人家贸易有限公

司
91440700MA4UQRGA08

81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园裕柑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MA4UN3FY9W

82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广记果园农

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UY0L94C

83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鸿丰

柑桔专业合作社
934407053348953345

84 新会柑 江门市美合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BLR45N

85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深田陈皮柑

茶生态种植庄园
91440705MA4UMJX382

86 新会柑 江门市兆丰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3347227670

87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广云双宝陈

皮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323262195L

88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阮氏兄弟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4W8P3A6H

89 新会柑
江门市茶之柑陈皮茶业有

限公司
91440705338100383A

90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小梁蓁马陈

皮茶业有限公司
91440705MA520NQQ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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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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新会柑
新会区双水镇柑多宝柑茶

厂
92440705MA4W87GJ3K

92 新会柑
江门市新会区样讲柑普茶

有限公司
91440705MA4X8RW48G

93 谭脉西瓜
怀集县梁村镇大圹西瓜种

植基地
92441224MA4X0CRE3E

94 谭脉西瓜
怀集县展农果蔬种植有限

公司
91441224MA51ATNC55

95 横县茉莉花茶 广西横县茗香茶厂 9145012775120096XL

96 横县茉莉花茶 横县华成茶厂 91450127708661533B

97 横县茉莉花茶 横县长海茶厂 914501277297787064

98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甘田镇鑫锋家庭农

场
9145102834034108XC

99 乐业猕猴桃
广西乐业县乐美奇异果农

民专业合作社
93451028330806437K

100 乐业猕猴桃
广西乐业县良源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9145102834037640X6

101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万隆猕猴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93451028MA5KAEQ10T

102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江源红心猕猴桃专

业合作社
93451028MA5KD01T90

103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浩杰种养专业合作

社
93451028MA5L6T5Q14

104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联兴猕猴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93451028MA5KEAHF9F

105 乐业猕猴桃

广西乐业县上坝红心猕猴

桃种植产销农民专业合作

社

93451028MA5L9CMJ2X

106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逻沙乡富民红心猕

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93451028MA5KA19GX1

107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丹丹缤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93451028MA5MX8GL11

108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逻沙乡纳王猕猴桃

种植专业合作社
93451028MA5KA2PL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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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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甘田镇篆保圆艺场

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

93451028MA5N90XR7G

110 乐业猕猴桃
广西乐业县龙品农业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
91451028MA5L32H05D

111 乐业猕猴桃
广西乐业县新旺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
93451028MA5N2FBK2T

112 乐业猕猴桃
乐业县上林槐种养专业合

作社
93451028MA5NDXBG9P

113 中江丹参
四川天然生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915106237716688501

114 兴文山地乌骨鸡
兴文天养极食食品发展有

限公司
91511528MA62A63J5B

115 南溪白鹅
宜宾市娥天歌食品有限公

司
91511503725529251E

116 安岳柠檬 四川省柠点农业有限公司 91512021MA63MHTQ4M

117 大邑金蜜李
大邑县雾山乡大坪山金蜜

李农民专业合作社
935101296863185739

118 文山三七
文山高田三七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91532621086381341H

119 文山三七
文山州顾五三七种植销售

有限公司
91532621072489677R

120 文山三七 文山七山中药材有限公司 91532621MA6K7MPU98

121 文山三七
文山市荣康三七销售有限

公司
91532621MA6K8ACJ9Q

122 文山三七
文山荣祥三七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9153262105224068XM

123 文山三七
云南同根三七产业有限公

司
915326217873567040

124 文山三七
文山市华信三七科技有限

公司
91532621MA6KTAR38B

125 文山三七
云南好农夫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91532622MA6K35LW1B

126 文山三七 云南润嘉药业有限公司 9153262805469098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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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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文山三七 金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153262205945578X6

128 普洱茶
新平凤翥峨毛茶专业合作

社
93530427052232997P

129 富平羊奶粉 陕西圣唐乳业有限公司 91610528694941445K

130 富平羊奶粉
富平县美可高特乳业有限

公司
91610500776995017L

131 富平柿饼 陕西辉匠果业有限公司 91610528MA6Y6KY45P

132 富平甜瓜
富平县富郁香甜瓜专业合

作社
936105286751389641

133 略阳乌鸡
陕西略阳汉水源乌鸡开发

有限公司
91610727MA6YUQM620

134 略阳乌鸡
陕西同辉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91610727567126333K

135 略阳乌鸡
陕西秦脉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916107270786381351

136 略阳乌鸡
略阳县诚久农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91610727MA6YN2PP3A

137 朝那鸡
宁夏万升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9164042567044783X1

138 彭阳红梅杏
彭阳县金凯杏子营销农民

专业合作社
936404256842387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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