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称 Exhibitor name 

笛柯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中彩天星纺织品有限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龙垦生态产品有限公司 

烟台东方蛋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约伯贸易有限公司 

敦化市福兴粮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中农贸易有限公司 

昆明中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百兴食品有限公司 

域高（中港）贸易有限公司 

馥稷生物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庆元县金源真菌多糖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加一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晨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黄山市松大实业有限公司 

欧陆分析技术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ONEGROUP P/L 

康泰永信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食在良品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世合新农村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七彩大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宜垦（天津）农业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吉成酱业酿造有限公司 

大连华恩有限公司 

锦州俏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统洋有机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美康辰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天津泰德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Renuka Agri Foods PLC 

北京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欧格有机认证有限公司 

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THE BRIDGE srl 

SABO Italia Srl 

浙江百山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万载锦江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畅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有机志） 

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玖悦美怡商贸有限公司（美味 101） 

湖北强森魔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欣和味达美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南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长寿食品有限公司 

爱自然(天津)商贸有限公司 

凡格（杭州）贸易有限公司 

Danish Agriculture and Food Council 

Arla Foods amba 

Moohko Family Aps 

Thise Mejeri 

Nature DK 

Humble Brush 

安徽正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和耕（北京）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流市大同果业有限公司 

德国色瑞斯（上海）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巨诚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本物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富田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绿壮贸易有限公司 

NPO 全日本健康与自然食品协会 

日本健康产业流通新闻上海支局 

漳州宇杰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龙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绿蚨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沃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大漠青歌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辽宁成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ORGANIC SUPPLY 

Himalayan Bio Trade Pvt. Ltd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时代阳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元亿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上海竑宝贸易有限公司 

蒲江县有机产业协会 

青海金色沙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Miyoshisoap Corp. 

鹏景国际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侨优（深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神浓有机农牧科研有限公司 

SOCIETA' AGRICOLA FAELLA NICOLA & C. - s.s. 

五常市盛浪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上海绿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乐坊纺织品有限公司 

现代传播《珠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杭州鼎好科技有限公司（食品商务网） 

南京乡土传媒有限公司 



德米特（中国）协会 

《食品工业》杂志社 

青岛蓝月庄园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化州市益利化橘红专业合作社 

广东安康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乡意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翔顺象窝茶业有限公司 

饶平县三滴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天力大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辽宁绿色芳山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长白仙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好当家海洋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机产品协会 

苏州爱有机商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崇商贸易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荒亲民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Schalk Mühle KG 

河北企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 

洪湖市佳洲水产有限公司 

洪湖市六合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天匠优悦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弗莱堡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牧高科奶业有限公司 

优渥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 

黄山来龙山茶林有限公司 

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新禾米业有限公司 

合肥诺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金寨金禾高山有机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永兴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九成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北京兴农泰华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延安中果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红原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海达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绿办 

张掖市花寨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甘肃黄羊河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安多清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张掖市天霖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临洮恒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想真企业有限公司 

宝兴县有机局 

成都双流牛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全县西蜀雅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南充市有机办 

浙江绿办 

浙江亚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义仓米业有限公司 

金华一枝秀米业有限公司 

临安市大洋茶业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刘家香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义宝农庄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东方物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武乡县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西丰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康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沁县檀山皇小米基地有限公司 

清徐县太和食用菌栽培基地(有限公司)  

天津伊杨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全食美（上海）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吉林绿办 

吉林天景食品有限公司 

吉林市东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北显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化县西江米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南京秦邦吉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市迎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晴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宜兴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江苏省麦华食品有限公司 

溧阳市金泉生态科技园有限公司 

溧阳市天目湖茶叶研究所 

江苏嘉贤米业有限公司 

泰兴市银杏协会 

杭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固始县顺兴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小村铺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菌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温县岳村乡红峰怀药专业合作社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煜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北京百年栗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绿办 

凌云县常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生态有机产业联合会 

广西乐业县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办公室 

广西八桂凌云茶业有限公司 

上林县内圣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济南维康庄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市万鑫畜牧有限公司 

山东朵云清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丰香油有限公司 

乳山市白沙滩镇在礼冷藏厂 

山东省金乡县农业局 

荣成市华峰果品专业合作社 

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汇润膳食堂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惠民润地物华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果的食品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海南绿办 

海南泛太平洋区域合作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西沙诺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亚南鹿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沙县大通农牧有限公司 

福州文武雪峰农场有限公司 

黑龙江绿办 

尚志市河东东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肇东市黎明镇熙旺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董氏兄弟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齐齐哈尔德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锦食用菌有限公司 

拜泉县鸿翔亨利米业有限公司 

龙江县鲁河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庆市乾绪康米业有限公司 

桦川县家天下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伊春市雪中王山特产品有限公司 

大兴安岭天锦食品有限公司 

肇东市黎明镇长富村俊龙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五常市金福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合佳欢绿色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五常市宏盈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五常市龙凤稻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贡粮商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北纯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黑蜂开发有限公司 

Biorganic Chile S.A. 

新疆绿办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仓麦园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大德恒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阿勒泰戈宝麻有限公司 

新疆济康蜂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奇台八一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天山北坡冷粮食品有限公司 

新源县六亩塘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伊美乡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传畅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乐活市 LOHAS-CITY ®购物志) 

天起农有限公司 

西湖杂粮产销班第一班 

源生坊有限公司 

永续（上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典藏茶园 

大花农场 

西充县有机食品办公室 

重庆禾汇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新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阳芸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渝峰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辣妹子集团有限公司 

保靖县现英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 

保靖县湘格格红茶产销专业合作社 

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燊威特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鲲米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峡谷天河有机富硒渔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丝丝湘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兰岭绿态茶业有限公司 

桂东县玲珑王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三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百汇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恩施晨光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宣恩维民实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绿色食品办公室 

福州农委 

福建哈龙峰茶业有限公司 

诏安县月之港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霞浦县盛威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元泰茶业有限公司 



天津蓟州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普洱祖祥高山茶园有限公司 

绍兴县大越山农有机茶专业合作社上海分社 

青海省农牧厅 

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 

祁连县畜牧业协会 

海西州水产养殖场 

河南县绿草源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县牧腾有机畜牧业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泽库县有机畜牧业发展推广中心 

甘德县有机畜牧业发展协会 

宁夏绿色食品办公室 

青岛胶南市泊里苗圃 

赣县顺春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 

贺兰广银米业有限公司 

宁夏生瑞米业有限公司 

贺兰精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裕稻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五朵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正鑫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灵武园艺试验场 

江西展团 

江西三清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恩泉油脂有限公司 

江西天湖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德兴宋氏葛业有限公司 

江西绿海油脂有限公司 

鹰潭市阳际峰茶叶专业合作社 

余江县长宏金银花专业合作社 

靖安县三爪仑绿色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青龙高科油脂有限公司 

江西奉新天工米业有限公司 

大连富甲蓝莓有限公司 

邯郸市天盈畜牧业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有机稻米标准化生产创新发展联盟 

宁晋县思农伟业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 

浙江天演维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食+生活 

广东天力大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欣禾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有机农业（红花茶油）示范基地 

湖南绿色食品展示销售中心 

湖南阿香茶果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自然韵黑茶科技有限公司 

BIOFACH World 

IFOAM 

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丰宁水星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万利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镇赉县花满园农林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鲜和岛有机农场）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五谷王食品有限公司 

南宛古树茶业有限公司 

武汉荷香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