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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绿基地〔2017〕3 号

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关于发布2016年度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续报通过名单的通知

相关绿办（中心）、创建单位:

根据《关于创建全国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意见》

（农绿[2005]2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意见》（农绿科[2012]13 号）和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续报管理办法》（农绿

科[2012]22 号）有关要求，经审核，决定批准 57 个单位创

建的 75 个基地继续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基地名称、建设单位、基地规模和基地范围以附件核定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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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准。证书另行换发。

获批单位要严格落实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的相关制度，

强化七大基地建设体系功能，切实做好基地建设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

2016年度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续报通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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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度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续报通过名单

序 号： 1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小

麦、大豆）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

基地规模： 78.4万亩

基地范围： 呼和马场、跃进马场、八一牧场、公主岭牧场、巴达尔胡

农场、杜尔基农场、布敦化牧场、索伦牧场、吐列毛都农

场、阿力得尔牧场

序 号： 2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葵花）标

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

基地规模： 13万亩

基地范围： 呼和马场、跃进马场、阿力得尔牧场、吐列毛都农场、杜

尔基农场、布敦化牧场

序 号： 3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绿豆）标

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

基地规模： 1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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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范围： 跃进马场、巴达尔胡农场、杜尔基农场、八一牧场、呼和

马场、公主岭牧场、布敦化牧场

序 号： 4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6万亩

基地范围： 中和办事处、蘑菇气镇、关门山办事处、色吉拉呼办事处、

成吉思汗牧场

序 号： 5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沙果）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9万亩

基地范围： 哈拉苏镇、卧牛河镇、达斡尔乡、大河湾镇、成吉思汗镇、

雅尔根楚办事处、蘑菇气镇、中和办事处、关门山办事处、

洼堤镇、色吉拉呼办事处、浩饶山镇

序 号： 6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油

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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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100万亩

基地范围： 苏沁农场、三河农场、上库力农场、拉布大林农场、哈达

图农场、陶海农场、特泥河农场、谢尔塔拉农场、牙克石

农场、免渡河农场、莫拐农场

序 号： 7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扎兰屯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6万亩

基地范围： 蘑菇气镇、中和办事处、雅尔根楚办事处

序 号： 8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洋葱、胡萝卜、白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6万亩

基地范围： 梅里斯乡、达呼店镇、共和镇、雅尔塞镇

序 号： 9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桦南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桦南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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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范围： 桦南镇、土龙山镇、孟家岗镇、闫家镇、大八浪乡、明义

乡、石头河子镇、驼腰子镇

序 号： 10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桦南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桦南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0万亩

基地范围： 桦南镇、土龙山镇、孟家岗镇、闫家镇、大八浪乡、明义

乡

序 号： 11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萝北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萝北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0万亩

基地范围： 团结镇、东明乡

序 号： 12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宾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宾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宾州镇、宾西镇、永和乡、糖坊镇、满井镇、鸟和乡、民

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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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3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宾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宾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宾州镇、永和乡、糖坊镇、鸟和乡、民和乡、三宝乡

序 号： 14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0万亩

基地范围： 和平镇、双泉镇、新发乡、建设乡、兴隆乡、团结乡、龙

镇、太平乡

序 号： 15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双城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双城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0万亩

基地范围： 公正乡、韩甸镇、金城乡、临江乡、农丰镇、青岭乡、同

心乡、万隆乡、永胜乡、单城镇、希勤乡、团结乡

序 号： 16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肇州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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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0万亩

基地范围： 二井镇、朝阳沟镇、兴城镇

序 号： 17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林口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60万亩

基地范围： 三道通镇、建堂乡、古城镇、青山乡、奎山乡、刁翎镇

序 号： 18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五常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0万亩

基地范围： 龙凤山乡、小山子镇、志广乡、民意乡、卫国乡、二河乡、

常堡乡、向阳镇、山河镇、长山乡、杜家镇、兴盛乡、五

常镇、安家镇、民乐乡、营城子乡、拉林镇、红旗乡、背

荫河镇、冲河镇

序 号： 19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宝山农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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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宝山农场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第一、二、 三、四、五、六、七作业站

序 号： 20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五九七农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五九七农场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第一管理区第一、三、四、五、六、九、十、十二、十四

作业站；第二管理区第一、二、三、四、八作业站；第三

管理区第十一、十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二十一、二十二作业站、水利队；第四管理区第二十三、

二十五、二十七作业站

序 号： 21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第三管理区第二、七、八、十作业站；第五管理区第二、

三、五、七、八、十、十二作业站；第六管理区第一、三、

四、五、六、七作业站；第七管理区第五、八、九作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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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2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第二管理区第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作业

站；第四管理区第一、二、九作业站；第五管理区第二、

四、十一作业站；第六管理区第三、五作业站

序 号： 23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依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0万亩

基地范围： 道台桥镇、三道岗镇、团山子乡、愚公乡、达连河镇、江

湾镇、迎兰乡

序 号： 24

基地名称： 甘肃省临泽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临泽小枣）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3.21万亩

基地范围： 沙河镇、鸭暖镇、新华镇、倪家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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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5

基地名称： 江苏省沛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稻、麦）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苏省沛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0万亩

基地范围： 龙固镇、杨屯镇、大屯镇、沛城镇、胡寨镇、魏庙镇、五

段镇

序 号： 26

基地名称： 江苏省黄海农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江苏省黄海农场

基地规模： 10.1万亩

基地范围： 第 2、3、4、6、8、9、10、12管理区

序 号： 27

基地名称： 安徽省泾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安徽省泾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榔桥镇、昌桥乡、黄村镇、桃花潭镇、丁家桥镇

序 号： 28

基地名称： 安徽省黟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毛竹笋）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安徽省黟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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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5万亩

基地范围： 洪星乡、宏村镇

序 号： 29

基地名称：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高皇镇、平圩镇、祁集乡、架河乡

序 号： 30

基地名称：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徐集镇、分路口镇、城南镇、江店镇、丁集镇、罗集乡、

固镇镇

序 号： 31

基地名称： 安徽省和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辣椒）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安徽省和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万亩

基地范围： 历阳镇、姥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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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32

基地名称：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长红枣）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6万亩

基地范围： 店子镇

序 号： 33

基地名称：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火樱桃）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水泉镇

序 号： 34

基地名称： 湖北省咸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5万亩

基地范围： 小村乡、黄金洞乡、高乐山镇

序 号： 35

基地名称： 湖北省汉川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莲藕）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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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4.6万亩

基地范围： 汈汊湖养殖场、麻河镇、刘家隔镇

序 号： 36

基地名称： 湖北省巴东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柑桔）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万亩

基地范围： 东壤口镇、官渡口镇

序 号： 37

基地名称： 湖北省利川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汪营镇、凉雾乡、南坪乡、柏杨镇、谋道镇、建南镇、忠

路镇

序 号： 38

基地名称： 湖北省利川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毛坝乡、忠路镇、沙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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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39

基地名称： 湖北省利川市全国绿色食品蔬菜（甘蓝、白萝卜、大白菜、

魔芋、莼菜、山药）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40万亩

基地范围： 汪营镇、谋道镇、南坪乡、团堡镇、凉雾乡、柏杨镇、元

堡镇、文斗乡、毛坝乡、东城办事处、都亭办事处、建南

镇、沙溪镇、忠路镇、佛宝山

序 号： 40

基地名称：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西瓜）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3万亩

基地范围： 伊塘镇、竹山桥镇、蔡市镇、马坪农业开发区

序 号： 41

基地名称： 湖南省临武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香芋）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双溪乡、武水镇、花塘乡、南强乡、岚桥镇、城关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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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乡、楚江乡、广宜乡、武源乡、汾市乡、同益乡、西瑶

乡

序 号： 42

基地名称： 湖南省邵东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6.8万亩

基地范围： 佘田桥镇、火厂坪镇、野鸡坪乡、流光岭镇、团山镇、周

官桥乡

序 号： 43

基地名称： 湖南省安化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仙溪镇、大福镇、长塘镇、梅城镇、乐安镇、江南镇、田

庄乡、东坪镇、马路镇、奎溪镇

序 号： 44

基地名称： 湖南省安化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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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范围： 马路镇、渠江镇、烟溪镇、柘溪镇、乐安镇、东坪镇、梅

城镇、江南乡、田庄乡、大福镇、奎溪镇、南金乡、仙溪

镇

序 号： 45

基地名称： 湖南省澧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油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澧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5万亩

基地范围： 大坪乡、九垸乡、如东乡、盐井镇、闸口乡、永丰乡、方

石坪镇、澧阳镇、王家厂镇

序 号： 46

基地名称： 湖南省嘉禾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2万亩

基地范围： 龙潭镇、石桥镇、广发乡、坦坪乡、行廊镇、田心乡、肖

家镇、泮头乡

序 号： 47

基地名称： 湖南省桃源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4万亩

基地范围： 茶庵铺、杨溪桥、太平铺、凌津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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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48

基地名称： 湖南省洪江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柑桔）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湖南省洪江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1.2万亩

基地范围： 硖州乡、沙湾乡、龙田乡、大崇乡、太平乡、红岩乡、岩

垅乡

序 号： 49

基地名称： 四川省苍溪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陵江镇、元坝镇、龙山镇、岐坪镇、运山镇、岳东镇、河

地乡、文昌镇、云峰镇、月山乡、双河乡、石马镇、彭店

乡、白山乡、东溪镇、石灶乡、高坡镇、龙洞乡、黄猫乡、

桥溪镇、漓江镇、白驿镇、唤马镇、石门乡、中土乡、三

川镇、龙王镇、新观乡、雍河乡、五龙镇、永宁镇、鸳溪

镇、浙水乡、白鹤乡、东青镇、白桥镇、亭子乡、禅林乡、

八庙镇

序 号： 50

基地名称： 四川省西昌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0万亩

基地范围： 月华乡、礼州镇、琅环乡、兴胜乡、樟木乡、太和镇、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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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乡、高草乡、佑君镇、中坝乡、阿七乡、黄水乡、黄联

关镇、西溪镇、海南乡、大兴乡、川兴乡、高枧乡、安宁

镇

序 号： 51

基地名称： 四川省安岳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1.3万亩

基地范围： 岳阳镇、城西乡、城北乡、思贤乡、石桥铺镇、鸳大镇、

永清镇、永顺镇、通贤镇、人和乡、石鼓乡、来凤乡、团

结乡、八庙乡、天马乡、龙台镇、岳新乡、镇子镇、文化

镇、岳源乡、建化乡、九龙乡、大平乡、兴隆镇、周礼镇、

龙桥乡、宝华乡、南勋乡、拱桥乡、千佛乡

序 号： 52

基地名称： 四川省会理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石榴）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5万亩

基地范围： 鹿厂镇、彰冠乡、爱民乡、爱国乡、凤营乡、富乐乡、海

潮乡、竹箐乡、通安镇、新发乡、杨家坝乡、木古乡、关

河乡、南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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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53

基地名称： 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2.8万亩

基地范围： 民建镇、石梁乡、下溪乡、大竹堡乡、镇江庙乡、雪口山

乡、荣丁镇、劳动乡、建设乡、苏坝乡、袁家溪乡、烟峰

乡、民主乡、荞坝乡、老河坝乡

序 号： 54

基地名称：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全国绿色食品蔬菜（豇豆、榨菜、萝

卜、辣椒）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8.4万亩

基地范围： 松江镇、修文镇、尚义镇、崇礼镇、永寿镇、思蒙镇、复

兴乡、白马镇、悦兴镇、太和镇、金花乡、复盛乡、柳圣

乡

序 号： 55

基地名称：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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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观庄乡、好水乡、杨河乡、张程乡、城关镇、陈靳乡、山

河乡

序 号： 56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枣）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0万亩

基地范围： 阿瓦提镇、英吾斯坦乡、琼库恰克乡、色力布亚镇、阿拉

格尔乡、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夏马勒乡、多来提巴格乡、

恰尔巴格乡、阿纳库勒乡

序 号： 57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核桃）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阿瓦提镇、英吾斯坦乡、琼库恰克乡、色力布亚镇、阿拉

根乡、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夏马勒乡、多来提巴格乡、恰

瓦克乡、阿纳库勒乡

序 号： 58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绿色食品原料（甜瓜）标准化生

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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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恰尔巴格乡、多来提巴格乡、阿纳库勒乡、夏马勒乡、阿

克萨克马热勒乡、阿拉格尔乡、色力布亚镇、琼库恰克乡、

英吾斯坦乡、阿瓦提镇

序 号： 59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甜菜）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芦草沟镇、伊车嘎善乡、清水河镇、萨尔布拉克镇、大西

沟乡、兰干乡、惠远镇、三宫乡、果子沟牧场、三道河乡、

水定镇、良繁中心、莫乎尔牧场

序 号： 60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绿色食品原料（西瓜）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恰尔巴格乡、多来提巴格乡、阿纳库勒乡、夏马勒乡、阿

克萨克马热勒乡、阿拉格尔乡、色力布亚镇、琼库恰克乡、

英吾斯坦乡、阿瓦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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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61

基地名称： 福建省顺昌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柑桔）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2万亩

基地范围： 双溪街道、元坑镇、郑坊乡、大干镇、埔上镇、洋墩乡、

仁寿镇、洋口镇、建西镇、大历镇、岚下乡、高阳乡

序 号： 62

基地名称： 福建省漳平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4.2万亩

基地范围： 桂林、芦芝、南洋、永福、官田、象湖、双洋

序 号： 63

基地名称： 福建省福清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枇杷）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6.4万亩

基地范围： 一都镇王坑村、一都镇普礼村、一都镇善山村、一都镇一

度横街

序 号： 64

基地名称： 江西省遂川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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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11.6万亩

基地范围： 禾源镇、泉江镇、西溪乡、南江乡、大坑乡、左安镇、枚

江乡、草林镇、于田镇、巾石乡、碧洲镇、五斗江乡、新

江乡、衙前镇、大汾镇、汤湖镇、戴家埔乡、高坪镇、营

盘圩乡、堆子前镇、五指峰林场

序 号： 65

基地名称：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2万亩

基地范围： 湘东镇、荷尧镇、老关镇、下埠镇、排上镇、东桥镇、广

寒乡、白竺乡、麻山镇、腊市镇

序 号： 66

基地名称： 江西省上饶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油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76.5万亩

基地范围： 湖村、清水、煌固、华坛山、望仙、枫岭头、郑坊、石人、

尊桥、黄沙岭、茶亭、五府山、四十八、田墩、上泸、应

家、石狮、皂头、铁山、恩泉公司直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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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67

基地名称： 江西省上饶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竹笋）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2.3万亩

基地范围： 清水、华坛山、望仙、五府山、四十八、田墩、上泸、铁

山、花厅

序 号： 68

基地名称： 江西省永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油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1万亩

基地范围： 石桥镇、龙源口镇、烟阁乡、在中乡、里田镇、沙市镇、

莲洲乡、象形乡、高桥楼镇、怀忠镇

序 号： 69

基地名称： 江西省永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西瓜）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1万亩

基地范围： 龙源口镇、烟阁乡、在中乡、里田镇、沙市镇、莲洲乡、

高桥楼镇、怀忠镇、台岭乡、龙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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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70

基地名称： 江西省永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油茶）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石桥镇、龙源口镇、烟阁乡、里田镇、莲洲乡、象形乡、

高桥楼镇、怀忠镇

序 号： 71

基地名称： 江西省永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早熟梨）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万亩

基地范围： 莲洲乡、象形乡、高桥楼镇、怀忠镇、埠前镇

序 号： 72

基地名称： 江西省永丰县全国绿色食品蔬菜（扁萝卜、辣椒、芹菜）

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西省永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1万亩

基地范围： 佐龙乡、恩江镇、坑田镇、八江乡、潭城乡、沿陂镇、古

县镇、瑶田镇、藤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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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73

基地名称： 辽宁省大洼县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辽宁省大洼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3万亩

基地范围： 清水镇、王家乡、西安镇、新开镇、平安乡、三角洲管委

会、东风镇

序 号： 74

基地名称： 辽宁省喀左县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辽宁省喀左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5万亩

基地范围： 坤都营子乡、南哨镇、平房子镇、山嘴子镇、白塔子镇、

南公营子镇、尤杖子乡、东哨乡、草场乡、老爷庙镇、六

官营子镇

序 号： 75

基地名称：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绿色食品原料（枸杞）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万亩

基地范围： 木头凳镇、三星口乡、大巫岚乡、凤凰山乡、龙王庙乡、

干沟乡



发送：主任、副主任，中心各处室

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           2017年2月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