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度“中国好粮油”产品名单

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天津 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 利达 天食小站稻 粳米 / 一级

河北

望都县龙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龙河 纯天然粉 （特制一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一级

尧母 刀削面 挂面 / /

唐山市丰南区鸿丰米业有限公司 文清 大米 粳米 / 一级

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良牛 优质二级粳米 粳米 / 一级

山西
山西石鼓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鼓 石鼓小米 杂粮杂豆 / 一级

襄汾县家和面业有限公司 家和襄粉 高筋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一级

内蒙古

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
有限责任公司

河套 河套牌雪花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呼和浩特中粮面业有限公司

福临门
福临门巴盟优选蒙香瑞雪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福临门巴盟优选高级雪花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香雪
香雪巴盟多用途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香雪巴盟高级雪花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包头市金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金鹿

压榨一级亚麻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纯正特制葵花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冷榨葵花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高油酸葵花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零反式脂肪酸葵花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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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内蒙古
内蒙古二龙屯有机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
二龙屯 兴安盟大米 粳米 / 一级

辽宁

沈阳康奉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康奉堡 康奉堡小米 杂粮杂豆 / 一级

中粮米业（大连）有限公司 福临门 福临门东北优质香米 粳米 / 三级

盘锦丰泽园蟹田米业有限公司 湿地 湿地蟹田大米 粳米 / 一级

盘锦柏氏米业有限公司 柏氏 蟹田生态大米 粳米 / 一级

盘锦会友继刚米业有限公司 会友 会友大米 粳米 / 一级

辽宁龙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辽農 蟹田大米 粳米 / 一级

铁岭绿荷工贸连锁有限公司 绿荷 绿荷大米 粳米 / 一级

营口渤海米业有限公司 渤海明珠 渤海明珠大米 粳米 / 一级

东港市五四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海阗 海阗大米 粳米 / 一级

沈阳信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五谷宣言
五谷宣言珍珠香米 粳米 / 一级

五谷宣言长粒香米 粳米 / 一级

辽宁盘锦辽禾米业有限公司 锦阳 锦阳大米 粳米 / 一级

沈阳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佳玉 佳玉东北长粒米 粳米 / 二级

吉林

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 嫩江古河稻 嫩江古河稻富硒香米 粳米 / 一级

吉林省辉农粳稻科学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吉珍
吉珍火山岩米 粳米 / 一级

富硒米 粳米 / 一级

吉林省万昌米业有限公司 白头山 “白头山”万昌大米 粳米 / 一级

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荒地 “大荒地”国色天香 粳米 / 一级

舒兰市永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永丰 平安永丰晶都稻花香吉祥瑞雪 粳米 / 一级

第 2 页



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吉林

长春市民兴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孙老乐 孙老乐小粒香米 粳米 / 一级

榆树市吉富米业有限公司 碧江雪玉 小町大米 粳米 / 一级

吉林省良泽米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良泽 稻花飘香（大米） 粳米 / 一级

吉林省金裕米业有限公司 吉裕 吉裕稻花香米 粳米 / 一级

吉林省松江佰顺米业有限公司 佰顺
佰顺灵珠大米 粳米 / 一级

佰顺金色松花大米 粳米 / 一级

黑龙江

九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九三
九三精榨大豆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九三鲜榨大豆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三级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福临门 福临门稻花香 粳米 / 三级

庆安东禾金谷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庆禾香 GABA胚芽米 粳米 / 三级

绥化市嘉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诺敏河 苗氏香米 粳米 / 三级

黑龙江龙乾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吾尝香 龙乾有机大米 粳米 / 一级

方正县盛禧米业有限公司 盛禧 盛禧长粒香米 粳米 / 三级

方正县宝兴新龙米业有限公司 寒育 寒育天然生态米 粳米 / 三级

哈尔滨高氏禾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氏禾田

高氏禾田高氏香米
（长粒香米）

粳米 / 三级

高氏禾田稻花香米 粳米 / 二级

黑龙江农垦华彬粮油经贸有限公司 八五0 八五0有机稻香米 粳米 / 二级

黑龙江秋然米业有限公司 秋然 秋然香米 粳米 / 三级

五常市彩桥米业有限公司 柴火大院 柴火大院有机五常大米 粳米 / 二级

上海 上海海丰米业有限公司 光明米业 海丰优质大米 粳米 /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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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江苏

徐州苹果面粉有限公司 幵山雪 优质中筋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中粮面业（扬州）有限公司 名佳
超级雪花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超级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丹阳市同乐面粉有限公司 同乐 超级包点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江苏泰兴曲霞面粉有限公司 雪霞 特一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南通家惠油脂发展有限公司 家惠 小榨浓香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江苏宏健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苏宏 溢香米 粳米 / 一级

淮安鹏润粮业有限公司 小水鸭 小水鸭精制粳米 粳米 / 二级

南通季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季和 御膳米 粳米 / 三级

兴化市贤人米业有限公司 贤人 贤人贡米 粳米 / 二级

江苏苏北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蟹园 蟹园米 粳米 / 三级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垦 皓明南粳46大米 粳米 / 二级

浙江 浙江巨香食品有限公司 巨香 荞麦风味挂面 挂面 / /

安徽

安徽省泗县旭峰面粉有限公司 旭峰 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砀山县天地面粉实业有限公司 梨蕊 特一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安徽省蒙城县恒瑞面粉有限公司 恒锐 麦芯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铜陵凤丹种植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荣京 牡丹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蚌埠市江淮粮油有限公司 冉龙 稻米油 食用植物油 浸出 一级

宁国市沙埠粮油加工厂 福庆全 小榨香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安徽达园粮油有限公司 达园 小磨香油 食用植物油 水代法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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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安徽

安徽省蒙城县恒瑞面粉有限公司 姜太公 长寿挂面 挂面 / /

安徽昌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誉冠华 麦香原味面 挂面 / /

安徽省丰沛米业有限公司 丰沛园 虾稻软香米 籼米 / 三级

安徽天利粮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禾湾 胚芽米 粳米 / 三级

无为县有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鑫安 巢湖人家珍珠米 粳米 / 三级

滁州金弘安米业有限公司 瑞福麟 有机喜米 粳米 / 三级

安徽国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国精
软香米 籼米 / 三级

清香米 籼米 / 三级

霍邱县鑫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秀秀香 谷力99生态香米 籼米 / 二级

寿县永昌米面有限公司 鲍家湾红日 鲍老二香米 籼米 / 三级

安徽省六安市长健米业有限公司 江北皖健 长健稻虾米 籼米 / 二级

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淠河 鑫源稻虾米 籼米 / 三级

安徽倮倮米业有限公司 倮倮 倮倮大米（香粳米） 粳米 / 三级

安徽紫楠食品有限公司 紫楠 南陵大米 籼米 / 三级

安徽精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力峰 一塘清香 籼米 / 三级

天下一塘 福塘香米 籼米 / 三级

中粮米业（巢湖） 有限公司
金橄榄 丝苗米 籼米 / 三级

福临门 珍珠香米 粳米 / 三级

福建 福建省龙海市安利达工贸有限公司 秋实 麦香素面 挂面 / /

江西 江西齐云山油茶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山 油茶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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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江西

江西麻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麻姑 麻姑大米 籼米 / 二级

江西金佳谷物股份有限公司
新干分公司

金佳 竹泰香米 籼米 / 三级

山东

山东碧龙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碧龙 碧龙雪麦芯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山东康浪河面业有限公司 康浪河 特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菏泽华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华瑞
高筋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面包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临沂鑫凯粮油有限公司 鑫凯元 饺子用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一级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金喜燕制粉
有限公司

天祥金喜燕 水饺专用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青岛福加德面粉有限公司
喜鸽 面包用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一级

喜哥 特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山东和兴面粉有限公司 亿福 高筋特精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中裕
面包用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一级

饺子用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日照三兴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麦利源 饺子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山东玉杰面粉有限公司 玉杰

玉杰饺子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玉杰8A超级特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玉杰8A馒头包子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山东信和沂雪食品有限公司 红嫂情 麦芯水饺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山东梨花面业有限公司 梨花
梨花王

高档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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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山东

山东良友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圣府第 玉米胚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福临门 沂蒙土榨花生仁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莱阳鲁花高端食用油有限公司  鲁花 小磨芝麻香油 食用植物油 水代法 一级

山东玉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玉皇 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 鲁泉 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喜燕 头道初榨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青岛长寿食品有限公司 第一坊 冷榨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山东金胜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金胜 原生初榨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邹平县生力源食品有限公司 生力源 挂面 挂面 / /

山东富世康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富世康
富康挂面 挂面 / /

龙须挂面 挂面 / /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金喜燕制粉
有限公司

天祥金喜燕 刀削面 挂面 / /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中裕
劲道挂面 挂面 / /

爽滑挂面 挂面 / /

日照三兴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莒丰 原味挂面 挂面 / /

山东玉杰面粉有限公司 玉杰

玉杰地道担担面 挂面 / /

玉杰原味挂面 挂面 / /

玉杰珍品麦香挂面 挂面 / /

河南
河南麦佳食品有限公司 尚康 高级特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河南省福乐道口面业有限公司 华健 特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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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河南

河南志情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志情缘 高筋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兰考县神人助粮油有限公司 豫禄香 馒头包子用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河南省云阳恒雪实业有限公司 恒雪 麦芯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南阳市康圣粮油有限公司 中州 馒头定制优质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三门峡市雪丰面业有限公司 豫西雪丰 优质中筋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 神象 神象特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濮阳市伍钰泉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伍钰泉 特制一等小麦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神象

神象高筋雪花粉
（高筋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神象高筋小麦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南阳一滴香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益盛美 小磨芝麻香油 食用植物油 石磨水代
法

二级

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芝心坊 小磨芝麻香油 食用植物油 水代法 一级

平舆康博汇鑫油脂有限公司 阿诚 芝麻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桐柏县江记油脂有限公司 淮源山巴佬 油茶籽油 食用植物油 / 一级

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淇花

小磨芝麻香油 食用植物油 水代法 一级

头道压榨草本
黄金一级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压榨一级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开封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 龙大 龙大原浆压榨花生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想念 刀削面（挂面） 挂面 / /

中粮面业（濮阳）有限公司 芯玉 芯玉原味面高筋挂面 挂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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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河南 河南优麦食品有限公司 慢晒
慢晒细圆挂面 挂面 / /

慢晒方切挂面 挂面 / /

湖北

襄阳丰庆源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丰庆源 特精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一级

武穴市福康油脂有限公司 接福 压榨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湖北长领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復泰华 浓香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当阳红缘丰食品有限公司 长坂坡 长坂坡土榨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襄阳丰庆源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英 长英挂面 挂面 / /

湖北香思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思里
香思里原味热干面

（碱水面）
挂面 / /

公安县世科米业有限公司 世科  世科米王（大米） 籼米 / 二级

仙桃市恒泰米业有限公司 仙源 仙源百分百香米 籼米 / 一级

湖北庄品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庄品健 黄小惠贡香桥米 籼米 / 一级

仙桃市楚凤米业有限公司 可乐娃 可乐娃-可乐香米 籼米 / 一级

湖北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楚花香 随州香米 籼米 / 一级

湖北康宏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二度梅
佛缘米 籼米 / 一级

黄梅粘 籼米 / 一级

湖北华苑粮油有限公司 华苑 虾稻香米 籼米 / 一级

湖北天天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荆楚天天旺 荆楚天天旺米 籼米 / 一级

江陵县巷子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巷子深 软香丝苗米 籼米 / 一级

湖北长江绿地实业有限公司 长江绿地 绿地香优米 籼米 / 一级

湖北万福祥米业有限公司 纪山米 纪山米 籼米 /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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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湖南

湖北楚宏粮油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福 国福软香米 籼米 / 一级

枝江市永隆粮油有限公司 金永隆 金永隆长粒香 籼米 / 一级

当阳市飞翔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万莲 莲香硒玉香丝米（富硒） 籼米 / 一级

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花源 油茶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
纯香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三级

原味低钠挂面 挂面 / /

桃源县泰香粮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世外桃花香 常德香米 籼米 / 三级

嘉禾县佳禾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禾仓香 嘉禾富硒米 籼米 / 二级

桃源县爱来米业有限公司 食健堂 常德香米 籼米 / 三级

湖南溢香园粮油有限公司 绿态健 南县稻虾米 籼米 / 二级

湖南瑶珍粮油有限公司 瑶珍 冷泉珍香米 籼米 / 三级

湖南金之香米业有限公司 今知香 南县大米 籼米 / 二级

中粮米业（岳阳）有限公司

福临门 自然香锦绣丝苗米 籼米 / 三级

皇家粮仓
金花鹭嬉湿地

油粘米 籼米 / 三级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 星2号米 籼米 / 二级

广东
广东穗方源实业有限公司 穗穗平安 穗穗平安油粘米 籼米 / 一级

惠州伴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伴永康罗浮山 伴永康油粘米 籼米 / 一级

广西
广西鹿寨龙韬米业有限公司 唐哥

鸭稻田丝香米 籼米 / 二级

龙韬广西香米 籼米 / 二级

桂林绿之源米业有限公司 绿杏 富贵香米 籼米 / 三级

第 10 页



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广西

广西南宁福象粮油有限公司 福象
百香粘米 籼米 / 三级

丝苗香米 籼米 / 三级

桂林力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力源 臻香大米 籼米 / 三级

广西新发展米业有限公司 广粮发

广西香米
（珍良香丝苗米）

籼米 / 三级

广西香米（广粮香粘米） 籼米 / 三级

重庆
凯欣粮油有限公司 红蜻蜓

潼南小榨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头道香榨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香菜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三级

物理压榨一级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重庆重粮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粮 有机横山贡米 籼米 / 三级

四川
四川德阳市年丰食品有限公司 纯乡 小榨浓香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四级

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瑞喜 蜀中稻香米 籼米 / 一级

贵州 贵州昊禹米业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昊禹 平坝香米 籼米 / 一级

云南
昆明市滇中粮食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昆粮 彩云之南云香米 粳米 / 二级

陕西

西安航城面粉有限公司 航兴 特制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陕西天山西瑞面粉有限公司 西瑞
雪花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星级特一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陕西粮农富平西瑞面粉有限公司 秦力
特制精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精品特一粉 优质中筋小麦粉 / /

渭南石羊长安花粮油有限公司 长安花 高原小粒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三级

第 11 页



省份 企业名称 品牌 企业标称的产品 产品名称*
加工
工艺

质量
等级*

甘肃
酒泉市双禧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神舟双禧 特制一等粉 优质强筋小麦粉 / 二级

陇南田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田园品味 特级初榨橄榄油 食用植物油 / /

青海 青海江河源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河源 小榨纯香菜籽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三级

宁夏
宁夏阿萨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阿萨 阿萨熟压榨胡麻油 食用植物油 压榨 一级

宁夏金双禾粮油有限公司 塞上金双禾 蟹田米 粳米 / 一级

注：标注*项信息为根据“中国好粮油”系列标准及申报产品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核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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