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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绿基地〔201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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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基地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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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办法》（农绿科

[2012]14 号）有关要求，我办和中心组织力量对创建期满的

基地进行验收，其中 31 个单位创建的 35 个基地通过验收。

现决定，批准上述基地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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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地名称、建设单位、基地规模和基地范围以附件核定

的内容为准。证书另行颁发。

各地绿办对获批基地，要加强指导、严格监管；各获批

单位要严格落实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相关制度，有效运行七

大基地建设体系，确保基地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特此通知。

附件：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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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名单

序 号： 1

基地名称： 山西省方山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方山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 万亩

基地范围： 树林则村、吴家沟村、陈家湾村、王家湾村、磨地湾村、

神堂沟村、赤坚岭村、西沟村、辉回村、油房沟村、高

明村、麻峪村、红崖湾村、条则焉村、代坡村、四皓村、

庄则上村、窑上村、温家庄村、杨家坪村、李家湾村、

龙泉村、落辉村、开府村、赤坚会村、杨家沟村、周家

沟村、同堡村、里其村、马坊村、赤街村

序 号： 2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宁城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82万亩

基地范围： 天义镇、汐子镇、小城子镇、大城子镇、三座店乡、八

里罕镇、甸子镇、必斯营子乡、五化镇、大双庙镇、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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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镇、大明镇、黑里河镇、存金沟乡、一肯中乡

序 号： 3

基地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干椒）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开鲁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20万亩

基地范围： 东风镇、黑龙坝镇、麦新镇、义和塔拉镇、开鲁镇、建

华镇、保安农场、吉日嘎郎吐镇、大榆树镇、小街基镇

序 号： 4

基地名称： 吉林省梨树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梨树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6 万亩

基地范围： 梨树镇马地方村、北夏家村、泉眼沟村、中安堡村、夏

家堡子村、八里庙子村、北夏家村

序 号： 5

基地名称： 吉林省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

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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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孤家子镇、辽河农场、双辽农场

序 号： 6

基地名称： 吉林省公主岭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40万亩

基地范围： 公主岭市玻璃城子镇、公主岭市怀德镇、公主岭市大岭

镇、公主岭市永发乡

序 号： 7

基地名称： 吉林省公主岭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南崴子街道、秦家屯镇

序 号： 8

基地名称： 吉林省大安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大安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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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大赉乡、四棵树乡、月亮泡镇、红岗子乡、叉干镇

序 号： 9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绥棱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绥棱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40万亩

基地范围： 长山乡、上集镇、泥尔河乡、阁山镇

序 号： 10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穆棱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黑木耳）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穆棱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共和乡、穆棱镇、兴源镇、下城子镇、马桥河镇、八面

通镇、河西镇、福禄乡

序 号： 11

基地名称： 黑龙江省孙吴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豆）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孙吴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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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沿江乡、孙吴镇、西兴乡、腰屯乡、群山乡、奋斗乡、

正阳山乡、辰清镇

序 号： 12

基地名称： 江苏省灌云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小麦）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水稻：19万亩

小麦：19万亩

基地范围： 南岗乡、侍庄乡、东王集乡、杨集镇、图河乡、五图河

农场

序 号： 13

基地名称： 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5.86 万亩

基地范围： 五横乡、白泽湖乡、罗岭镇

序 号： 14

基地名称： 福建省永泰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李果）标准化生产基



- 8 -

地

建设单位： 永泰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1万亩

基地范围： 白云乡、葛岭镇、同安镇、城峰镇、清凉镇、富泉乡、

大洋镇、赤锡乡、梧桐镇、嵩口镇、洑口乡、长庆镇、

东洋乡、盖洋乡、霞拔乡

序 号： 15

基地名称：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板栗）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徐庄镇

序 号： 16

基地名称： 山东省东阿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玉米）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东阿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6.5 万亩

基地范围： 牛角店镇、高集镇、姚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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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7

基地名称： 山东省阳谷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玉米）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阳谷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小麦：12万亩

玉米：12万亩

基地范围： 闫楼镇、阿城镇、张秋镇、十五里元

序 号： 18

基地名称： 湖北省宜都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宜都蜜柑）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宜都市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2 万亩

基地范围： 红花套镇、高坝洲镇、五眼泉镇

序 号： 19

基地名称： 湖南省南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南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南洲镇、浪拔湖镇、麻河口镇、武圣宫镇、厂窑镇、茅

草街镇、三仙湖镇、中鱼口乡、乌嘴乡、青树嘴镇、明

山镇、华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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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0

基地名称： 广东省丰顺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甘薯）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丰顺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39 万亩

基地范围： 汤坑镇、汤西镇、八乡山镇、潘田镇、潭江镇

序 号： 21

基地名称： 广东省大埔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大埔蜜柚）标准化生

产基地

建设单位： 大埔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22 万亩

基地范围： 湖寮镇、茶阳镇、高陂镇、青溪镇、三河镇、大麻镇、

枫朗镇、百侯镇、大东镇、西河镇

序 号： 22

基地名称： 四川省平武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平武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万亩

基地范围： 锁江羌族乡、大印镇、豆叩镇、平通镇、平南羌族乡、

徐塘羌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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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3

基地名称： 四川省石棉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枇杷）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石棉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4.5 万亩

基地范围： 永和乡、美罗乡、擦罗乡、迎政乡、宰羊乡、丰乐乡、

新民乡、挖角乡、田湾乡、新棉镇

序 号： 24

基地名称： 四川省石棉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黄果柑）标准化生产

基地

建设单位： 石棉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 万亩

基地范围： 永和乡、美罗乡、迎政乡、宰羊乡、丰乐乡、新民乡、

挖角乡、新棉镇、擦罗乡

序 号： 25

基地名称： 四川省石棉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核桃）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石棉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6 万亩

基地范围： 安顺乡、先锋乡、永和乡、擦罗乡、栗子坪乡、美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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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政乡、宰羊乡、丰乐乡、新民乡、挖角乡、新棉镇、

田湾乡

序 号： 26

基地名称：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

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6.66 万亩

基地范围： 圭山镇

序 号： 27

基地名称： 甘肃省泾川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苹果）标准化生产基

地

建设单位： 泾川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窑店镇、飞云乡、高平镇、太平乡、荔堡镇、丰台乡、

玉都镇、党原乡、王村镇、泾明乡、罗汉洞乡

序 号： 28

基地名称： 甘肃省陇西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基地

创建单位： 陇西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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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规模： 25.6 万亩

基地范围： 福星镇、柯寨乡、永吉乡、通安驿镇、文峰镇、和平乡、

德兴乡、云田乡、权家湾乡、宏伟乡、马河镇、渭阳乡

序 号： 29

基地名称：
河北省巨鹿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金银花）标准化生产

基地

创建单位： 巨鹿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万亩

基地范围： 巨鹿镇、堤村乡、张王疃乡、小吕寨镇、王虎寨镇、西

郭城镇、官亭镇、观寨乡、阎疃镇、苏营乡

序 号： 30

基地名称：
河北省巨鹿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枸杞）标准化生产基

地

创建单位： 巨鹿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万亩

基地范围： 巨鹿镇、堤村乡、张王疃乡、小吕寨镇、王虎寨镇、西

郭城镇、官亭镇、观寨乡、阎疃镇、苏营乡

序 号： 31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酿酒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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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玛纳斯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0.07 万亩

基地范围： 乐土驿镇、包家店镇、玛纳斯镇、凉州户镇、兰州湾镇、

广东地乡、六户地镇、旱卡子滩乡、园艺场、试验站

序 号： 32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小麦）标准化生产基地

创建单位： 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2万亩

基地范围： 七个星镇、永宁镇、四十里城子镇、包尔海乡、五号渠

乡、北大渠乡、查汗采开乡、焉耆镇、良种场、王家庄

牧场

序 号： 33

基地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冬小麦）

标准化生产基地

创建单位： 新源县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30万亩

基地范围： 新源镇、别斯托别乡、则克台镇、吐尔根乡、阿热勒托

别镇、阿勒玛勒乡、塔勒德镇、肖尔布拉克镇、喀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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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镇

序 号： 34

基地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二团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

枣）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二团

基地规模： 6 万亩

基地范围： 2-11 连、新 5 连、14 连、21-24 连、26 连、28 连、29

连、开发区

序 号： 35

基地名称：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

生产基地

建设单位： 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政府

基地规模： 15万亩

基地范围： 南庙镇、芦村镇、柏木乡、西村镇、水江镇、湖田镇、

竹亭镇、楠木乡、慈化镇、飞剑潭乡、新坊镇、彬江镇、

渥江镇、辽市镇、金瑞镇、三阳镇、天台镇、新田镇、

寨下镇、洪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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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