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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核准宁夏贺兰山金元葡萄
酒庄有限公司等 59 家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的公告（第 498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四九八号 

 

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生产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平遥牛肉、沁州黄小米、大连海参、安吉白茶、常山山茶油、怀

山药、卢氏连翘、西峡香菇、古丈红茶、古丈毛尖、会同魔芋、

雪峰蜜桔、融安金桔等 14 个产品的 59 家企业，分别向产品所在

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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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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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9 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企业名单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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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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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贺兰山金元葡萄酒

庄有限公司 
91640122MA75WBJC8C  

2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贺金樽酒庄有限公

司 
91640122MA760QY53H  

3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迦南美地酒庄有限

公司 
91640100574871710C  

4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麓哲菲葡萄酒庄有

限公司 
91640122MA774F8F2C  

5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嘉地酒园酒庄有限

公司 
91640122MA762HJG4Q  

6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银川西夏开福酒庄（有

限公司） 
91640100585353732Y  

7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贺兰珍堡酒庄有限

公司 
916401005641298114  

8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明雨酒庄有限公司 91640303MA7629G96C  

9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青铜峡市维加妮酒

庄有限公司 
91640381083541127R  

10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志辉源石葡萄酒庄

有限公司 
9164000006476312X9  

11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金弗兰红酒庄园有

限公司 
916401005641219400  

12 平遥牛肉 
平遥县红顶腾肉制品有

限公司 
91140728MA0MU9FR1Y  

13 沁州黄小米 
山西根据地米业有限公

司 
91140430MA0K1FE00M  

14 大连海参 
大连双兴益品参海商贸

有限公司 
91210213311468663Q  

15 安吉白茶 安吉县叶家白茶场 92330523MA2F5BM1XK  

16 安吉白茶 安吉安浦茶业有限公司 91330523MA29JRDT66  

17 安吉白茶 安吉县溪龙长龙坑茶场 92330523MA29J0HJ6W  

18 安吉白茶 
安吉金镶玉茶业有限公

司 
91330523MA2B38YN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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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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安吉白茶 安吉县奇峰茶场 92330523MA29KE7F3L  

20 安吉白茶 安吉县紫眉茶场 92330523MA29JL0A15  

21 安吉白茶 安吉县溪龙贡茗茶场 92330523MA2B3KEC99  

22 安吉白茶 
浙江安吉七呷茶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91330523MA2D49MY75  

23 安吉白茶 
杭州龙冠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分公司 
91330523MA2JKURB0M  

24 安吉白茶 安吉溪龙美树茶场 92330523MA2B7H9L46  

25 安吉白茶 
安吉县黄金茶叶专业合

作社 
933305237829072633  

26 安吉白茶 
安吉华氏共铭茶业有限

公司 
91330523MA2B4CPH37  

27 安吉白茶 
浙江安吉半坡茗白茶有

限公司 
91330523MA2D19053G  

28 常山山茶油 
浙江晟泰茶油科技有限

公司 
913308227764596959  

29 常山山茶油 
常山东茶茶业科技有限

公司 
91330822MA28F8BCX0  

30 常山山茶油 
常山卓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91330822MA2DJ1PP2D  

31 常山山茶油 
常山县绿圣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91330822755946937F  

32 常山山茶油 
常山富而康山茶油有限

公司 
913308227793802026  

33 怀山药 温县怀之乐家庭农场 92410825MA9GW8FN8B  

34 卢氏连翘 
卢氏县杨献民茶业有限

公司 
91411224MA40XNYY1R  

35 西峡香菇 
西峡绿盛鑫源食品有限

公司 
91411323MA45UL4A7R  

36 古丈红茶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 
91433126565907566X  

37 古丈毛尖 
湖南英妹子茶业科技有

限公司 
91433126565907566X  

38 会同魔芋 
湖南博嘉魔力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91431225089711983N  

39 雪峰蜜桔 湖南湘洞果品有限公司 91430525MA4LXBPH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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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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峰蜜桔 
洞口县斜口柑桔产业专

业合作社 
93430525092570093A  

41 雪峰蜜桔 
湖南农佳好伙计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91430525MA4L14WY11  

42 雪峰蜜桔 
洞口县毛铺种养专业合

作社 
93430525MA4L2P5M49  

43 雪峰蜜桔 
洞口县亿丰农林牧科技

有限公司 
914305250986064644  

44 雪峰蜜桔 
洞口县五龙柑桔种植专

业合作社 
93430525MA4Q162D97  

45 雪峰蜜桔 
洞口县凤溪农业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 
91430525MA4R2HYA4K  

46 雪峰蜜桔 
洞口县众望柑桔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 
93430525338405240D  

47 雪峰蜜桔 
洞口南泥柑桔种植专业

合作社 
9343052533848812X3  

48 雪峰蜜桔 
洞口县乡里人家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 
93430525MA4PRWRQ62  

49 雪峰蜜桔 洞口县国营园艺场 124305254459654382  

50 雪峰蜜桔 洞口良山怡发家庭农场 91430525MA4L7LQ12H  

51 雪峰蜜桔 
湖南汇融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91430525MA4RWBKJ6H  

52 雪峰蜜桔 
洞口县甜蜜蜜柑桔种植

专业合作社 
93430525MA4Q2LUP1K  

53 雪峰蜜桔 
洞口县士山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914305253293912701  

54 雪峰蜜桔 
洞口县名品汇柑桔种植

专业合作社 
93430525MA4L3UGT05  

55 雪峰蜜桔 
洞口县好甜桔业发展有

限公司 
91430525MA4M5H5J5X  

56 雪峰蜜桔 
洞口慧家乡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91430525MA4L7DR767  

57 雪峰蜜桔 
洞口县三义柑桔种植专

业合作社 
93430525MA4Q3M442F  

58 融安金桔 
柳州市融安县桔大头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91450224MAA7FLH768  

59 融安金桔 
融安县永丰生态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 
91450224MA5N3LY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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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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