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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庆安绿都源米业有限公司等 85 家企
业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公告（第 35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三五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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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庆安大米、武夷红茶、武夷岩

茶、闽笋干、建盏、烟台苹果、凤凰单丛（枞）茶、罗定稻米、

泗纶蒸笼、新岗红茶、岗坪切粉、文山三七、彭阳红梅杏、新乐

西瓜等 14 个产品的 85 家企业（见附件），分别向产品所在地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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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认定，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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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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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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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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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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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安大米 庆安绿都源米业有限公司 912312243085735938  

2 武夷红茶 
福建武夷山红方茶业有限

公司 
91350782583124514X  

3 武夷岩茶 
武夷山市天英茶业有限公

司 
9135078267190342XH  

4 武夷岩茶 
福建武夷山红方茶业有限

公司 
91350782583124514X  

5 闽笋干 
福建省永安日升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91350481MA32WJM94X  

6 建盏 
福建省建阳古艺建盏陶瓷

有限公司 
91350784315423198G  

7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盏香斋建盏

陶瓷研究室 
92350784MA2YANWU80  

8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翁书杰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N7DW28 变更 

9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召星台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2X7QB9K  

10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杨家匠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2Y7ABD3N  

11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一奇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2YKWYF70  

12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远福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JTA263  

13 建盏 
福建南平市建窑陶瓷研究

所 
91350702062263631P  

14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英子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49QYTX8  

15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晖玥建盏陶

瓷工作室 
92350784MA31LKGX4L  

16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星辉建盏陶 91350784MA2YEK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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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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有限公司 

17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玉窑

建盏陶瓷工作室 
92350784MA31GX1G8P  

18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盏博坊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4A13E70  

19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李有兴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2JM3FXE  

20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芦花坪建盏

有限公司 
913507840665789725  

21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浩然正器陶

瓷馆 
92350784MA30PBBU41  

22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杰翔建盏陶

瓷工作室 
92350784MA31M1NE76  

23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古品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3154546561  

24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六子建盏陶

瓷工作室 
92350784MA31R7QG6T  

25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九目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CWU58W  

26 建盏 
福建省鼎吉建盏陶瓷有限

公司 
91350784MA34A0J44A  

27 建盏 
福建影照建盏陶瓷有限公

司 
91350784MA2XPQGN8A  

28 建盏 
比力弗（南平）建盏文化

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W05268  

29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揭子建盏陶

瓷研究所 

注册号

350784600218478 
 

30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清风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473EW3P  

31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通天窑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2FPGR7M  

32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李盏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48G9K4T  

33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文天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2YBBBK59  

34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天工坊建窑

建盏陶瓷厂 
92350784MA2Y791W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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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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建盏 
南平市叶镔建盏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MYWW1Q  

36 建盏 
福建黑盏之都建盏文化有

限公司 
91350784MA3232JH61  

37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朴掞阁建盏

陶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484KX8K  

38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建缘天成建

盏陶瓷研究所 
92350784MA2XYHLJ1P  

39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岐诚瓷业有

限公司 
91350784MA33A3BP23  

40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汇盏斋陶瓷

有限公司 
91350784MA32GT7H4E  

41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焰玉

建盏陶瓷工作室 
92350784MA323WE15F  

42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兄妹

建盏陶瓷坤盏研究所 
92350784MA2Y37DQ2J  

43 建盏 
建阳周建平建盏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91350784315675635P  

44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瓯盏宁府建

盏陶瓷工作室 
92350784MA31UNTE99  

45 建盏 
福建省南平青贡建盏陶瓷

艺术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T18J0Y  

46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红岩建盏陶

瓷工作室 
92350784MA2XQR6125  

47 建盏 
福建御品龙窑建盏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91350784MA3475M59Q  

48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九禾建盏陶

瓷工作室 
92350784MA33966330  

49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原窑建盏陶

瓷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NURY0Q  

50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老土古玩店 92350784MA30QAK76G  

51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吉坊建盏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91350784MA31FCE902  

52 建盏 
南平市建阳区福御建盏陶

瓷厂 
92350784MA323X9N63  

53 烟台苹果 
烟台华昕民联农副产品专

业合作社 
9337068631294509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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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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凤凰单丛（枞）茶 广东南馥茶业有限公司 9144510374552735X3  

55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迎宾茶

业有限公司 
914451030651854999  

56 凤凰单丛（枞）茶 广东昕意茶业有限公司 91445103MA51PB8203  

57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恒泰农业有限公司 914451030766729384  

58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伴云茶业有限公司 91445103MA4X7YGC5R  

59 凤凰单丛（枞）茶 广东日川茶业有限公司 91445103MA52DD5G7R  

60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好益茶

业有限公司 
91445103MA4WMBFP3R  

61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丹桂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91445103092375298U  

62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彬彬茶业有

限公司 
91445103MA51FX7J9X  

63 凤凰单丛（枞）茶 饶平县潮乡茶叶加工厂 914451220825797724  

64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五山茶叶有限公司 91445103MA53BYDH3R  

65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贡茗香茶业有限公

司 
91445103MA52UX4U20  

66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金雀嘴茶业

有限公司 
91445103MA52AEJJ7M  

67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宋源茶

业有限公司 
91445103345364280D  

68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上茗春茶厂 91445103334799801P  

69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宏农茶

叶专业合作社 
93445103345525873Y  

70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湘美茶叶有限公司 91445100686416958A  

71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鸡笼槺

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1445103MA510PAJ40  

72 凤凰单丛（枞）茶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汇贤茶

业有限公司 
91445103MA524A541F  

73 罗定稻米 
罗定市罗平镇喜雀粮食加

工厂 
9144538108680763XJ  



 — 7 — 

序号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注 

74 泗纶蒸笼 
罗定市泗纶镇竹之森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91445381MA4UL2MK5U  

75 新岗红茶 
怀集高山青农产品有限公

司 
914412006178675284  

76 新岗红茶 怀集大稠顶茶场有限公司 91441224688618369Q  

77 岗坪切粉 怀集县岗坪镇尚文切粉厂 92441224MA4X00W83J  

78 岗坪切粉 怀集县岗坪镇黎华切粉厂 9144122432493430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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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文山三七 
文山万丰毅三七销售有限

公司 
915326213292807730  

81 文山三七 
文山市康辉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915326216930741322  

82 文山三七 
云南刘源生三七药业有限

公司 
91532600MA6K7CT28X  

83 彭阳红梅杏 
彭阳县飞虎果树生产专业

合作社 
93640425054639168H  

84 彭阳红梅杏 
彭阳县金梅曹杏营销农民

专业合作社 
93640425MA75Y0RB12  

85 新乐西瓜 
新乐市爱农西瓜种植专业

合作社 
931301843296524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