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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

申 报 书

单位名称： （盖章）

基地名称： □初评

基地类型：（默认自选项）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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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一、本申报书由网络系统填报，经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

后自动生成可供下载的 pdf 文件（不含附件文件），一份申报书只申报一

个基地。申报书提交后需自行下载，连同附件材料一起装订成册并提交地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对盖章。

二、表中所指“近三年”，指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1-8 月。

三、附件材料清单包括：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海关注册（备案）证书

3.主要生产、加工场地及设施照片

4.专业人员资质证明

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6.管理制度（如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疫情疫病监测防控制度、化

学投入品控制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等）有关证明文件

7.产品质量有关证明文件

8.企业诚信有关证明文件

9.所在地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及发展规划有关文件

10.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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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

所属地市 联系方式 固话： 手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电子邮箱

企业性质 通讯地址

营业范围

企业官网

是否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单位，

建设内容包括哪

些，有多少面积纳

入产业园。

单位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8 月）

1.年末资产总值（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总值（万元）

2.年总负债（万元）

3.资产负债率（%）

4.销售收入（万元）

5.出口创汇（万美元）

6.利润总额（万元）

其中：净利润（万元）

7.投入研发经费（万元）

8.带动企业就业人员数（人）

其中：固定职工人数（人）

其中：大专生以上人数（人）

9.带动农户数（户）

10.带动农民增收总额（万元）

11.专门研发机构数（个）

12.专门质检机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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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专利证书数（个）

1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个）

15.质量体系认证数（个）

基地名称

海关注册

（备案）

编号

基地地址

基地规模 申报基地类型

基地年产量 基地年销售量

出口市场
出口产品（2019

年出口额前3名）

场地及设施

人员

管理制度

产品质量（近三年）

企业诚信（近三年）

出

口

规

模

年份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8 月

出口量（吨）

出口额

（万美元）

出口所属地区是否

有优惠政策及发展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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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抗疫

期应对举措及物资

供应情况

其他

附件材料清单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海关注册（备案）证书

3.主要生产、加工场地及设施照片

4.专业人员资质证明

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6.管理制度（如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疫情疫病监测防控制

度、化学投入品控制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等）有关证明文

件

7.产品质量有关证明文件

8.企业诚信有关证明文件

9.所在地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及发展规划有关文件

10.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和资料

承诺书

上述内容属实，现申请为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并承诺

按照基地管理部门的要求，安排人员及时、准确报送基地信息，

接受并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请予以考核。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名）： 日期:

地级以上市

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审核

意见

（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并确定申报书附件与原

件相符后，在此栏签署“提交材料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

审核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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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推荐认定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
基地名单（样本）

序号 单位名称 基地名称 基地类型

1

2

3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2020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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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运行情况信息登记表
单位名称： 基地名称： 基地类型：

指标 2019 年 2019 年 1-8 月 2020 年 1-8 月 2020 年（预估值）

1.总产量（计量单位）

2.出口总销量（计量单位）

3.国内总销量（计量单位）

4.销售总收入（万元）

5.出口总额（万元）

6.国内销售总额（万元）

7.利润总额（万元）

8.出口利润总额（万元）

9.出口税额（万元）

10.出口前 3大市场及出口额

1. 出口额：

2. 出口额：

3. 出口额：

1. 出口额：

2. 出口额：

3. 出口额：

1. 出口额：

2. 出口额：

3. 出口额：

1. 出口额：

2. 出口额：

3. 出口额：

11.出口效益（盈亏率最大）最好的市场

12.出口前 3大产品及出口量
1.

出口量：

1.

出口量：

1.

出口量：

1.

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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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

2.

出口量：

出口额：

3.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额：

2.

出口量：

出口额：

3.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额：

2.

出口量：

出口额：

3.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额：

2.

出口量：

出口额：

3.

出口量：

出口额：

13.出口效益（盈亏率最大）最好的产品

14.出口订单数量（产品数量）（计量单

位）

15.对美国出口量（计量单位）

16.对美国出口额（万元）

17.对美国出口利润额（万元）

18.对美国出口税额（万元）

19.当前对美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可多

选】

□关税成本增加 □订单数量减少 □贸易壁垒限制出口 □客户流失

□其他（请说明）

20.受影响最大的对美出口产品及原因 （请说明）

21.对美出口采取的应对措施【可多选】
□开拓多元新兴市场 □拓展国内市场 □调整出口产品 □降低出口价格 □升级改造提升

出口附加值 □规避贸易壁垒 □申请关税豁免 □暂无措施 □其他（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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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希望获得哪些对美贸易支持政策【可

多选】

□贸易救济 □举办经贸摩擦应对和法律风险防范培训班 □架设农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拓展多元新兴市场 □出台针对性承保政策 □其他（请说明）

23.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地影响情况【可多

选】

□停工停产造成的资本浪费或成本损失 □停工停产造成已有订单无法按期出货 □交通受阻

货运难达 □材料采购不足制约生产 □客户流失 □劳动力供给减少 □其他（请说明）

24.疫情下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可多

选】

□缺少原料 □缺少工人 □物流受阻 □融资困难 □成本上升 □取消订单或拒收拒付

□出口国限制措施 □其他（请说明）

25.疫情期间成本提升较大的项目【可多

选】

□防疫成本 □用工成本 □原材料成本 □物流成本 □融资成本 □违约成本

□其他 （请说明）

26.疫情下出口影响最大的市场及原因 （请说明）

27.疫情下稳出口采取的应对措施【可多

选】

□多渠道融资 □裁员减产 □出口转内销 □将业务向国外前移 □启用智能办公、自动化生产

□申请政府纾困资金 □开发新产品/新服务 □关停生产线/服务项目 □暂无措施

□其他（请说明）

28.疫情下稳出口已获得的相关政策【可

多选】

□防疫物资供应 □交通运输保障 □金融支持 □降低用电用气等费用 □贸易便利化

□其他（认为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出口发展质量和抗风险能力措施的建议可一并填写）

29.希望获得的抗疫政策措施或建议【可

多选】

□加大出口退税力度 □全产业链复工复产 □财政补助 □降低或延期支付企业社保费用

□其他（请说明）

30.提供本基地可用于对外宣传推广的

经验做法、工作亮点或优质特色农产品

宣介材料。

（请举例说明）



10

附件 4：

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运行情况
信息登记表填报基地名单

序号 所在地市 申报主体 基地名称

1 广州市 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江丰实业有限公司花都区

活鸡养殖基地

2 广州市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燕隆乳业科技有限公司黄埔

区乳制品加工基地

3 广州市
广州市湖尔美农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市湖尔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增城区蔬菜种植基地

4 广州市 广州市德权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权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增

城区水产养殖基地

5 广州市 广州市百兴畜牧饲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兴畜牧饲料有限公司白

云区家禽产品加工基地

6 广州市 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区家禽产品加工基地

7 广州市 广州东升农场有限公司
广州东升农场有限公司南沙区蔬

菜产品加工基地

8 广州市
广州市全兴汉华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兴汉华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黄埔区蔬菜种植基地

9 广州市 广州市昇永农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昇永农业有限公司增城区

蔬菜种植基地

10 广州市 广州市安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安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增

城区蔬菜种植基地

11 广州市 广州东升有机种植有限公司
广州东升有机种植有限公司从化

区蔬菜种植基地

12 广州市 广州农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农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从化

区蔬菜种植基地

13 广州市 广州禄仕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禄仕食品有限公司花都区水

产品加工基地

14 广州市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

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

司从化区水果产品加工基地

15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邢记综合农场
深圳市龙岗区邢记综合农场宝龙

街道家禽产品加工基地

16 深圳市 深圳联合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联合水产发展有限公司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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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市 申报主体 基地名称

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17 深圳市 华润五丰农产品（深圳）有限公司
华润五丰农产品（深圳）有限公

司南山区水果产品加工基地

18 珠海市 珠海市溶胜农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绿益苗木专业合作社斗门

区种苗花卉种植基地

19 珠海市 珠海市振盟肉禽有限公司
珠海市振盟肉禽有限公司斗门区

家禽产品加工基地

20 珠海市 珠海市金同农副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同农副食品有限公司斗

门区家禽产品加工基地

21 珠海市 珠海市顺明有限公司
珠海市顺明有限公司斗门区蛋鸡

养殖基地

22 珠海市 珠海诚汇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诚汇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

栏港经济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23 珠海市 珠海德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珠海德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金湾

区水产养殖基地

24 珠海市 珠海市之山水产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之山水产发展有限公司斗

门区水产养殖基地

25 珠海市
广东省珠海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

司

广东省珠海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斗门区活鸡养殖基地

26 珠海市 珠海国洋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国洋食品有限公司高栏港经

济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27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农副产品加工厂
佛山市三水区健叶农副产品加工

厂芦苞镇蔬菜产品加工基地

28 佛山市 生生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绿源水产有限公司勒流

镇水产养殖基地

29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海达高新科技孵化养殖

基地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海达高新科技孵化养

殖基地有限公司人和镇家禽产品

加工基地

30 佛山市 广东省顺德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东省顺德土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大良镇苗木种植基地

31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阳特园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阳特园艺有限公司芦

苞镇花卉苗木种植基地

32 佛山市 佛山市澳德丰农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康喜莱蔬菜

专业合作社岗头村蔬菜种植基地

33 汕头市 广东一家人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一家人食品有限公司金平区

蔬菜产品加工基地

34 汕头市 广东金航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金航食品有限公司龙湖区冻

虾仁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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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地市 申报主体 基地名称

35 汕头市 汕头市海茂食品厂有限公司
汕头市海茂食品厂有限公司龙湖

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36 汕头市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龙湖区水

果产品加工基地

37 汕头市 汕头市万成鑫水产有限公司
汕头市万成鑫水产有限公司龙湖

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38 汕头市 汕头市锦泰水产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锦泰水产实业有限公司潮

阳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39 韶关市
始兴县创发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始兴县创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太平镇沙田柚种植基地

40 韶关市 广州市江丰实业翁源有限公司
广州市江丰实业翁源有限公司官

渡镇活鸡养殖基地

41 韶关市 始兴县美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始兴县美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城

南镇蔬菜种植基地

42 韶关市 韶关市曲江区田园绿色农场
韶关市曲江区田园绿色农场大塘

镇蔬菜种植基地

43 韶关市
始兴县盛丰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始兴县盛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澄江镇蔬菜种植基地

44 韶关市
乐昌市昌盛香芋生产流通

专业合作社

乐昌市昌盛香芋生产流通专业合

作社长来镇蔬菜种植基地

45 河源市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玉井猪场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玉井

猪场东源县生猪养殖基地

46 河源市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致富猪场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富

猪场东源县生猪养殖基地

47 河源市 河源恒昌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河源恒昌农牧实业有限公司连平

县生猪养殖基地

48 河源市 河源市汇先丰食品有限公司
河源市汇先丰食品有限公司东源

县活鸡养殖基地

49 梅州市 广东汉光超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汉光超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华县水果种植基地

50 梅州市
梅州市金绿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梅州市金绿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兴宁市白鸽养殖基地

51 梅州市 广东顺兴种养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兴种养股份有限公司大埔

县柚子种植基地

52 惠州市 龙门县荷丰牧业有限公司
龙门县荷丰牧业有限公司龙城街

道生鲜牛奶生产基地

53 惠州市 博罗县鑫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博罗县鑫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福田镇蔬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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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惠州市
惠州市智慧未来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惠州市智慧未来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惠城区蔬菜种植基地

55 惠州市 惠州市四季绿农产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四季绿农产品有限公司惠

阳区蔬菜种植基地

56 惠州市 博罗县湖镇镇鸿艺菜场
博罗县湖镇镇鸿艺菜场新围村蔬

菜种植基地

57 惠州市 广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仲恺

高新区金针菇种植基地

58 惠州市 惠州市华龙永利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龙永利实业有限公司龙

门县鳗鱼养殖场

59 惠州市
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惠东分公司

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惠东分

公司白花镇生猪养殖基地

60 惠州市 惠东县百事盛农牧有限公司
惠东县百事盛农牧有限公司白花

镇家禽产品加工基地

61 惠州市 惠东县东进保鲜肉类有限公司
惠东县东进保鲜肉类有限公司白

花镇冰鲜猪肉加工基地

62 惠州市 惠州正顺康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正顺康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博

罗县麻黄鸡养殖基地

63 惠州市 惠州市厚里家禽农牧有限公司
惠州市厚里家禽农牧有限公司惠

东县活鸡养殖基地

64 惠州市 惠州市家兴畜牧有限公司
惠州市家兴畜牧有限公司惠城区

生猪养殖基地

65 惠州市 惠州顺兴食品有限公司
惠州顺兴食品有限公司博罗县家

禽产品加工基地

66 惠州市 博罗县泰美畜牧有限公司
博罗县泰美畜牧有限公司泰美镇

生猪养殖基地

67 惠州市
惠州市金田现代家禽养殖

有限公司

惠州市金田现代家禽养殖有限公

司惠东县活鸡养殖基地

68 惠州市 惠州市惠泽源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泽源实业有限公司惠城

区河鳗养殖基地

69 汕尾市 汕尾市金瑞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汕尾市金瑞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海丰县活猪养殖基地

70 汕尾市 汕尾宝山猪场有限公司
汕尾宝山猪场有限公司城区活猪

养殖基地

71 汕尾市 汕尾吉发食品有限公司
汕尾吉发食品有限公司城区蔬菜

加工基地

72 东莞市 广东香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香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寮步

镇蔬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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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东莞市 东莞市松湖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
东莞市松湖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

洪梅镇水产养殖基地

74 东莞市 广东万达丰农投蔬果有限公司
广东万达丰农投蔬果有限公司石

碣镇蔬菜种植基地

75 东莞市 广东全农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全农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石碣镇蔬菜种植基地

76 东莞市 东莞市润丰果菜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丰果菜有限公司石碣镇

蔬菜种植基地

77 中山市 中山市白石猪场有限公司
中山市白石猪场有限公司三乡镇

活猪养殖基地

78 中山市 中山市潮兴家禽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潮兴家禽发展有限公司港

口镇家禽养殖基地

79 中山市 中山衍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中山衍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小榄

镇水产养殖基地

80 中山市 中山市白石鸡场有限公司
中山市白石鸡场有限公司三乡镇

家禽养殖基地

81 中山市
中山市石岐鸽养殖有限公司

白石分公司

中山市石岐鸽养殖有限公司白石

分公司三乡镇家禽养殖基地

82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坦洲镇水产养殖基地

83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铺锦镇水产养殖基地

84 中山市 广东省中山水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水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锦生水产养殖场民众镇水产养殖

基地

85 阳江市 阳西县绿环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阳西县绿环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程

村镇家禽养殖基地

86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宝骏畜禽养殖

有限公司

阳江市阳东区宝骏畜禽养殖有限

公司北惯镇活猪养殖基地

87 阳江市 广东顺欣海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顺欣海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阳西县水产品加工基地

88 阳江市 广东浩洋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浩洋速冻食品有限公司高新

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89 阳江市 阳江市羽威惠农养殖有限公司
阳江市羽威惠农养殖有限公司阳

东县家禽养殖基地

90 阳江市 广东阳江广三保畜牧有限公司
广东阳江广三保畜牧有限公司江

城区活猪养殖基地

91 阳江市 广东丰多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丰多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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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县蔬菜种植基地

92 阳江市 阳江市永兴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阳江市永兴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平

岗镇水产养殖基地

93 江门市 台山市长荣竹艺有限公司
台山市海宴镇长青富贵竹艺园和

阁村种苗花卉种植基地

94 江门市 台山市高新竹艺有限公司
台山市高新竹艺有限公司海宴镇

种苗花卉种植基地

95 江门市 开平市旭日蛋品有限公司
开平市旭日蛋品有限公司长沙街

道蛋品加工基地

96 江门市 开平市粤顺牧业有限公司
开平市粤顺牧业有限公司马冈镇

鲜牛奶生产基地

97 江门市 江门科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科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四九

镇鲜鸡蛋生产基地

98 江门市 鹤山市绿湖农庄有限公司
鹤山市绿湖农庄有限公司宅梧镇

活猪养殖基地

99 江门市 开平市温氏禽业有限公司
开平市温氏禽业有限公司马冈镇

种鸽养殖基地

100 江门市 广东长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台山市长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汶

村镇活猪养殖基地

101 江门市 广东得宝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得宝食品有限公司台山市家

禽产品加工基地

102 江门市 台山市稻亨食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稻亨食品有限公司四九镇

蔬菜产品加工基地

103 江门市 台山市久慎水产有限公司
台山市久慎水产有限公司端芬镇

鳗鱼养殖基地

104 江门市 江门市江帆水产制品厂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帆水产制品厂有限公司

蓬江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105 江门市 广东越好水产有限公司
广东越好水产有限公司恩平市水

产品加工基地

106 江门市 江门越丰海产加工有限公司
江门越丰海产加工有限公司蓬江

区水产品加工基地

107 湛江市 广东收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收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雷州

市菠萝加工基地

108 湛江市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平富水果场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平富水果场高

岭村荔枝种植基地

109 湛江市 廉江黎明农场联兴果园
廉江黎明农场联兴果园良垌镇水

果种植基地

110 湛江市 吴川市燕来农牧有限公司 吴川市燕来农牧有限公司塘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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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猪养殖基地

111 湛江市
广东北部湾农产品批发中心

有限公司

广东北部湾农产品批发中心有限

公司城里村蔬菜产品加工基地

112 湛江市 雷州市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雷州市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客路镇蔬菜种植基地

113 湛江市 遂溪县洋青南方生态畜牧养殖场
遂溪县洋青南方生态畜牧养殖场

沙古村活牛养殖基地

114 湛江市 徐闻县正茂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徐闻县正茂蔬菜种植有限公司城

北乡蔬菜种植基地

115 茂名市 茂名市惠众水产有限公司
茂名市惠众水产有限公司电白区

水产品加工基地

116 茂名市 茂名市海亿食品有限公司
茂名市海亿食品有限公司高新区

水产品加工基地

117 茂名市 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化州

市水产品加工基地

118 茂名市 高州市冠铭果菜专业合作社
高州市冠铭果菜专业合作社分界

镇水果种植基地

119 茂名市 广东泽丰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泽丰园农产品有限公司电白

区水果种植基地

120 茂名市 茂名新洲海产有限公司
茂名新洲海产有限公司电白区水

产品加工基地

121 肇庆市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双禄

垌村蔬菜种植基地

122 肇庆市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双甘

村蔬菜种植基地

123 肇庆市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寨村

蔬菜种植基地

124 肇庆市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肇庆全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楼边

村蔬菜种植基地

125 肇庆市
肇庆市高要农牧美益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农牧美益畜牧发展有

限公司回龙镇活猪养殖基地

126 清远市 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
英德八百秀才茶业有限公司东华

镇红茶种植基地

127 清远市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清城区家

禽产品加工基地

128 清远市 清远农匠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农匠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清

城区蔬菜种植基地

129 清远市 英德市金旭畜牧有限公司 英德市金旭畜牧有限公司青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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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清远市
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阳山分公司

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阳山分公司大崀镇活猪养殖基地

131 清远市
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佛冈分公司

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佛冈分公司高岗镇活猪养殖基地

132 清远市
美而顺有机缘农牧（清新）

有限公司

美而顺有机缘农牧（清新）有限

公司浸潭镇蔬菜种植基地

133 潮州市 潮州市吉云祥茶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吉云祥茶业有限公司潮安

县茶叶种植基地

134 揭阳市 揭西县乡姆种养专业合作社
揭西县乡姆种养专业合作社南山

镇茶叶种植基地

135 揭阳市 广东佳润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佳润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惠

来县蔬菜种植基地

136 云浮市 广东温氏佳润食品有限公司

广东温氏佳润食品有限公司新兴

肉食品加工厂簕竹镇家禽产品加

工基地

137 云浮市 广东明基水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明基水产品有限公司新兴县

水产品加工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