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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情况：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2020 年相互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 38 亿元；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 20 亿元；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

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 10 亿元；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金额 12 亿元。
●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逾期金额为 0 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

额为 441.84 万元。
2020 年 10 月 23 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就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调整情况概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在 2020 年度继续相互

提供担保，相互提供担保的子公司范围包括当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公司预计担保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最高担保金额

本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 220,000
下属控股子公司 200,000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40,000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 120,000

鉴于公司当前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调整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本次调整后的相互提供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最高担保金额

本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 380,000
下属控股子公司 200,000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100,000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 120,000

注：上述担保额度中，公司为子公司与供应商湖北省粮食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原料购销合同提供的采购货款最高担保额度为 80,000 万元。
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1）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对象提供担保；（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3）对外担保总额达到

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担保；（4） 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担保；（5） 连续 12 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30%的担保；（6）连续 12 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的担保。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其他担保事项不变。本次担保额度的决议有效期为自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担保
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对具体担保事项作出审批，并由公司董事长或相应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具体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1，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见附表 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事项是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调整，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为准。
四、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调整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

风险总体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担保额度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 调整后的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担保调整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不包括本次预计担保金额，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余额 38,191.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3%；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79,141.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0.51%；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31,986.4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59%；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87,9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62%。 其中，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
提供担保逾期金额为 0 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额为 441.84 万元，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支持下游客户融资而提
供担保所产生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客户违约风险，公司已计提相应预计负债，针对下游客户的违约风险，公司已制定了专门应对措施，总体担保风险较小。 关于公司为下游客户融资提供担保的风险
应对措施及预计负债会计政策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请做好傲农生物非公开发行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中的“问题 1”
的相关回复内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附表一、当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构成
一、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1 漳州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傅心锋 12,500.00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石亭镇吴门村横
官路

其他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单一饲料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 ；饲料添
加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畜牧渔业饲
料销售；兽药经营；粮食收购；谷物、豆及薯类批发 。

本公司持股 100%

2 厦门傲牧贸易有限公司 刘勇 2,000.00 厦门市思明 区塔埔东 路 168 号 1201
单元

饲料批发；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其他
农牧产品批发；饲料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危险化学品批发(丙酸、甲酸、正丁酸)。

本公司持股 100%

3 福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乌度 2,000.00 福建省连江县敖江镇通港大道 26 号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生产 ；饲料生产技术研发 、饲料销售 ，自营或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粮食收购。 本公司持股 100%

4 龙岩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彭财苟 3,000.00 龙岩市上杭 县蛟洋镇 崇头村兴业 路
22 号

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畜禽）的生产和销售 ，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 ，代理各类商品及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粮食的
收购及销售 。 本公司持股 100%

5 南平傲华饲料有限公司 刘先友 1,000.00 浦城县莲塘镇悦乐村 （后洋 3# 地） 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 ；饲料销售；配合饲料（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浓缩饲料 （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生产 ；代理各类
商品及货物进出口业务；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6 南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贤峰 13,160.0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昌
北大道 188 号

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 ；饲料销售；饲料（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 ）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兽用化学药品 、中兽药；饲料原料销售 ；粮食收购。 本公司持股 100%

7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彭玉荣 8,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 配合饲料（禽畜、幼禽畜 、种禽畜）生产 、批发和销售 ；浓缩饲料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批发 、零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粮食收购；兽用化学药、中兽药等销售；编织袋生产及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8 高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杰华 800.00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工业园 (八景工
业项目区 )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本公司持股 100%

9 江西优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帅海峰 1,000.00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茅店镇洋塘村新屋
下组

饲料研发 ；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 ）生产 、销售 ；配合饲料 （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浓缩饲料 （畜禽 、幼畜禽 、种畜
禽）生产、销售；兽用化学药品、中兽药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10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郭泗虎 15,7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 内陆养殖、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有机肥销售 。 本公司持股 100%

11 江西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梁世仁 2,000.00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芦田轻工产业基
地 饲料销售；养殖技术服务；兽药生产 、研发及经营 ；消毒剂生产、研发及经营（不含危险化学品） 本公司持股 100%

12 广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通 1,500.00 广州市增城市朱村街南岗村缸瓦冚路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饲料批发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农业技术咨询 、交流服务 ;技术进出口 ;谷物 、豆
及薯类批发 ;饲料加工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 ;兽用药品销售 ;粮食收购 ; 本公司持股 100%

13 茂名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盛优 100.00 广东省电白县陈村镇陈村村委会鹤仔
岭西（厂房）

批发、零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 ；生产 ：配合饲料 （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浓缩饲料 （畜禽 、幼
畜禽、种畜禽）（凭有效的饲料生产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批发、零售：农副产品。 本公司持股 100%

14 江门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方勇军 600.00 台山市大江镇公益益兴路 50 号第二
幢一楼 A 区 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 ；饲料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15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劲松 7,916.50 成都市邛崃市羊安工业园区羊横二线
三号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饲料 、农产品的销售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兽药经营 ；农产品
收购及储存 。 本公司持股 100%

16 云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荣生 600.00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轻工业园区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饲料、农副产品、兽药的销售；粮食收购；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7 黔西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龙小敏 100.00 贵州省兴仁县东湖街道办事处陆关工

业园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的生产与销售 ；货物进出口 ；粮食类销售 、预混料
及兽药销售 *) 贵阳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8 成都慧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劲松 200.00 邛崃市羊安工业园羊横二线三号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饲料、农产品 、兽药的销售 。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9 沈阳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作明 300.00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依牛堡子镇花牛
堡子村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精料补充料（反刍）、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 ）
生产；生物制品技术开发；饲料、兽药销售；粮食收购、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本公司持股 100%

20 辽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罗作明 4,440.00 沈阳法库辽河经济区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 )、精料补充料 (反刍 )、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 、反
刍动物 )生产、销售 ;饲料销售、生物制品研发 ;粮食收购 、加工、销售 ;兽药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本公司持股 100%

21 哈尔滨傲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郭连会 1,300.00 哈尔滨市松北区万宝镇万宝村万宝屯畜牧饲料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销售饲料；兽用化学药品 、中药制剂、器械经营（禁销生物制品 ）（兽药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销售初级农产品。 本公司持股 100%

22 郑州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李海峰 1,000.00 荣阳市乔楼镇 310 国道任庄段北侧
生产：浓缩饲料（畜禽、水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 2023 年 11 月 05 日）、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 ）（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至 2023 年 11 月 05 日）；销售：饲料、饲料原料、兽药 ；粮食收购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 2018 年 3 月 3 日 ）；从事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从事技术咨询业务 ；房屋租赁 、厂房租赁、饲料加工设备租赁

本公司持股 100%

23 焦作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李海峰 200.00 焦作市中原路与丰收路交叉口东 500
米 销售：饲料 ** 本公司持股 100%

24 金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敬学 1,800.00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西开发区汤溪
中心区环路东侧 1 幢

兽兽药批发零售（生物制品除外 )；配合饲料 （畜禽 ）的生产 ；浓缩饲料 （畜禽 ）的生产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不再分装
的小包装种子 、饲料的销售 。 本公司持股 100%

25 湖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勇刚 4,000.00 湘潭天易示范区玉龙路北、香樟路东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的生产及销售 ；生物技术的研发 ；饲料 、饲料原料
（不含粮食）、饲料添加剂（不含违禁药物 ）、兽药 （不含兽用生物制品 ）(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04 月 01 日 )
的销售；粮食收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本公司持股 100%

26 武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小林 2,000.00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山大道以
北、 金银湖路以东武汉华尔登国际酒
店(五星级 )二期 38 层 1 号

生物科技研发；饲料、兽药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持股 100%

27 莱芜傲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徐贵新 700.00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办事处
任家洼村沿街楼

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 、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的生产（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生物技术开发 ；饲
料生产技术的开发；饲料、兽药制剂的销售；粮食收购 。 本公司持股 100%

28 江苏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仲伟迎 8,800.00 江苏泗阳经济开发区金鸡湖路 9 号 生物制品的研发；饲料生产、加工、销售；初级农产品 、兽药 、生猪销售 ；粮食收购 、销售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畜牧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持股 100%

29 北京慧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井铨 1,200.00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张镇大街 22 号 生产猪浓缩饲料；生产复合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 、反刍动物 ）；销售兽药 ；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 、技术咨询 ；销售饲料 、
饲料添加剂。 本公司持股 100%

30 山西傲农科技有限公司 李海峰 1,000.00 山西省高平市马村镇张家庄村 中、西兽药的销售。 饲料 、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的销售；生物技术的研发 。 本公司持股 100%
31 合肥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本松 1,400.00 长丰县杨庙工业聚集区 206 国道东侧 牧业制品研发 ;普通化药兽药 、饲料销售 ;配合饲料 (畜禽 、幼畜禽种畜禽 、水产 、反刍 )、浓缩料饲料 (畜禽 、幼畜禽种畜

禽、水产、反刍)生产 ;饲料原料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32 新疆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晨 500.00 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
里村

销售：饲料、兽药；生产：配合饲料（畜禽 、水产 ）、浓缩饲料 （畜禽 、水产 ）；饲料原料的采购及销售 ；生物技术的研发 ；农
产品收购 。 本公司持股 100%

33 南宁傲农育种技术有限公司 李亮 1,600.00 隆安县城厢镇蝶城路 619 号 种猪繁育；猪的饲养、销售及技术服务；有机肥加工及销售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34 赣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小丰 1,000.00 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富康工业园 生物技术的研发、饲料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35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刘鸣慧 6,860.00 上杭县临城镇南岗工业区二期 A1 槐猪育种、养殖；猪肉产品加工；饲料生产；有机肥料生产；农业综合开发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其他道路货物运输 本公司持股 100%

36 四川傲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倪建刚 1,000.00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经济开发区城南
工业园三辆车路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饲料的生产 、销售；农产品 、兽药的销售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37 襄阳傲新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夏小林 6,800.00 枣阳市熊集镇熊吴路中段 种猪繁育、销售；育种技术研发；农作物种植、销售 。 本公司持股 100%
38 天津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井铨 200.00 天津市蓟州区天津上仓工业园仓桑公

路 12 号 生物技术研发、推广、咨询服务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加工、销售 ;粮食收购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本公司持股 100%

39 南平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陈四年 2,000.00 浦城县莲塘镇悦乐村后洋（三号地 ） 现代农业技术开发、推广，农产品种植、加工和销售，种猪繁育、猪的饲养 、销售及其技术服务。 本公司持股 100%

40 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军 7,100.00 湖南省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光
大道以南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及销售 ；生物技术的研发 ；饲料 、饲料原料 （不含粮食 ）、饲料添加剂 （不含违禁药物 ）、兽药
（不含兽用生物制品）的销售 ；粮食收购 。 本公司持股 100%

41 乐山傲新育种有限公司 余杰 5,200.00 四川省乐山 市井研县 石牛乡石牛 村
15 组 生猪、种猪养殖、销售；饲料销售；蔬菜种植、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42 庆云傲农旭成现代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雷支成 12,316.70 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严务乡严务村东

1500 米路北 农业技术开发；种猪繁育、销售；生猪饲养、销售；苗木种植、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43 浦城傲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陈四年 2,000.00 浦城县莲塘镇悦乐村后洋（三号地 ） 现代农业技术开发、推广，农产品种植、加工和销售，种猪繁育、猪的饲养 、销售及其技术服务，有机肥生产与销售。 南平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44 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刘鸣慧 15,400.00 龙岩市上杭县临城镇南岗工业区兴杭

路 13 号
猪的饲养；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不含易制毒化学品）；蔬菜种植 ；葡萄种植 ；柑橘类种植 ；香蕉等亚热带水果种
植；其他未列明的水果种植；淡水养殖；林木育苗；农产品初加工活动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其他道路货物运输。 本公司持股 100%

45 河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海峰 5,000.00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西大街与未来大
道交叉口西南角 生物制品研发 ,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46 傲农（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 100 万美元 17800 Castleton St.,Suite 266,California,
USA 原料贸易 本公司持股 100%

47 福建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光辉 1,000.00 福建省漳州 市芗城区 石亭镇漳华 路
4201 号

生物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兽药经营；粮食收购；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
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 、单一饲料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

本公司持股 100%

48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吴有林 20,536.00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 道云顶北路 16
号 308 单元 A579

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含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饲料批发。 本公司持股 100%

49 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公司 李荣根 13,542.440028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白沙镇河口村委
会办公楼二楼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水果、蔬菜、花卉 、苗木 、中药材种植 、销售 ；畜禽养殖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化肥 、
农副产品销售；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农机设备销售、租赁 本公司持股 100%

50 吉安市傲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国辉 2,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泰和县工业园 良种公猪饲养及培育 ,种公猪精液生产及销售 ,普通车辆道路运输 ,花卉 ,苗木培育及销售 ,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水产养殖
及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51 吉安市傲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郭泗虎 2,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泰和县工业园 内陆养殖 ,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有机肥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52 傲农（厦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刘勇 10,000.00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象屿路 93 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H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其
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饲料批发；贸易代理。 本公司持股 100%

53 河南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杜坤鹏 4,000.00 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镇鲍庄村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种猪繁育；猪的饲养；生猪及其产品的销售及贸易 ；苗木、农作物种植及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 本公司持股 100%

54 吉安市傲丰农牧有限公司 胡明国 3,000.00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横坑村山
地房屋 牲畜饲养、销售，水产养殖、销售，花卉 、苗木培育、销售，有机肥生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55 厦门嘉烨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少荣 5,000.00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四林村水果内里
60 号之一

猪的饲养；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其他农业；其他农业服务；饲料批发 ；其他农牧产品批发 （不
含野生动物经营）；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饲料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 （不含需经许可
审批的项目）；蔬菜种植；花卉种植；其他园艺作物种植 ；其他水果种植。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56 吉水县傲诚农牧有限公司 王华安 5,000.00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螺田镇新和村委
峡口组 生猪养殖及销售 ;果树种植及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57 安福县金农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郭兆虎 1,000.00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竹江乡中团村圳
上 9 组 生猪养殖、销售、加工；油茶、果树种植 、销售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58 新乐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蔡路军 5,000.00 新乐市正莫镇岸城村村东 农业技术开发 ;种猪、生猪养殖、销售 ;苗木、农作物 、蔬菜种植及销售 ;普通货运。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59 山东傲农种猪有限公司 谢亚磊 2,000.0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河溃村南

首 种猪的繁育 、销售 ;种公猪及其精液的生产与销售 ;种公猪人工授精技术服务与推广。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60 漳州市傲捷物流有限公司 袁求松 200.00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兴亭路 9 号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其他未列明道路运输服务 。 本公司持股 100%
61 永新县傲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颜勇 800.00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象形乡五团下村一般项目：种畜禽生产 、销售，畜禽饲养、销售，水产养殖 、销售 ，花卉 、苗木培育 、销售 ，畜禽粪污处理 ，有机肥生产 、销
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62 厦门傲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吴贤驰 5,000.00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 古宅村涵头 26
号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含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 ；蔬菜种植 ；其他园艺作物种植 ；葡萄种
植；柑橘类种植；其他水果种植；其他农业；蔬菜批发；果品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
蔬菜零售 。

本公司持股 100%

63 抚州市慧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周新卫 3,000.00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河埠乡熊尧村陶
下村小组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64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吴有林 6,000.00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 道云顶北路 16

号 308 单元 A585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不含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饲料批发。 本公司持股 100%

65 江西傲农食品有限公司 洪远湘 6,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
许可项目：家禽屠宰，生猪屠宰，牲畜屠宰，食品生产 ，食品互联网销售 ，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牲畜销售 ，动物肠衣加工 ，鲜肉批发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零售

本公司持股 100%

66 上饶傲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蔚乐 5,000.00 江西省上饶 市横峰县 岑阳创业小 区
13 栋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生猪屠宰，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家禽饲养 本公司持股 100%

67 眉山傲农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谢江 1,000.00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谢家街道石山村
5 组 猪的饲养、销售；饲养技术开发、咨询 、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68 乐山傲牧畜牧有限公司 余杰 5,000.00 夹江县吴场镇建川村 4 组 生猪、种猪养殖、销售；饲料销售；蔬菜种植、销售。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69 石家庄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井铨 1,000.00 河北新乐经济开发区无繁路 1 号 饲料（猪、家禽 、反刍）生产 、销售 本公司持股 100%
70 吉安市傲康牧业有限公司 郭泗虎 3,000.00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枫田镇石岗村 牲畜饲养，水产养殖，肥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 ：花卉种植 ，牲畜销售，肥料销售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71 徐闻傲农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曾景国 2,000.00 徐闻县伏波路 30 号 3 楼 生态农业投资开发，农业、林业、牧业 、渔业技术推广服务 ，猪的饲养与销售 ，饲料销售 ，食品生产 ，禽畜养殖 ，肉类 、蛋
类、肉制品销售 。 本公司持股 100%

72 厦门傲农食品有限公司 吴有平 1,000.00 厦门市思明 区塔埔东 路 168 号 1201
单元之四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动物
肠衣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 ；初级农产品收购 ；食品添加剂销售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
设备销售 ；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本公司持股 100%

73 福建傲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梁世仁 5,000.00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兴亭路 9 号

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
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本公司持股 100%

74 泰和县傲加畜牧有限公司 游后飞 3,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文田工业园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肥料生产 ，水产养殖 ，牲畜饲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肥料销售，牲畜销售，花卉种植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75 宜丰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易强民 5,000.00 江西省宜春 市宜丰县 澄塘镇钩下 村
(自主申报 )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肥料生产 ，动物无害化处理 ，种畜禽经营 ，种
畜禽生产，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花
卉种植，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牲畜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6 赣州傲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钟小明 2,000.0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花旗小区 8 栋 2
单元 1602

许可项目：动物饲养，种畜禽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水果种植 ，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处理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7 永新县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勇 3,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工业开发区
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饲
料原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饲料添加剂销售 ，畜牧机械销售 ，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饲料生产专用设备销售 ，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

本公司持股 100%

78 吉安市傲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郭泗虎 1,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上解放路一般项目：良种猪繁殖 、生猪养殖、饲料研发、生产销售 ；兽药销售 、兽医服务 、生猪屠宰 、肉食品冷链 、生猪物流 、青饲

料种植、生物有机肥生产销售、残病猪无害化处理 、果木种植 、自营及代理一般商品的国内及进出口贸易 。 本公司持股 100%
二、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79 傲网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郭靖 1,000.00 厦门市软件 园二期观 日路 30 号 305
单元 A 区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吧 ）；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
服务（不含网吧）；其他互联网服务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农业机械批发。

本公司持股 62%；郭靖 18.7%；李剑 2.7%；余启
会 2.7%；雷泽希 2.7%；赵青春 2%；魏陈强 2.7%；
梁照权 1.5%；厦门市傲情投资合伙企业 4%；吴
志强 1%

80 三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安 2,000.00 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 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 ；饲料销售；配合饲料（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浓缩饲料 （畜禽 、幼畜禽 、种畜禽 ）生产 ；代理各类
商品及货物进出口业务；粮食收购；农产品销售。

本公司持股 60%； 沙县傲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 40%

81 江西傲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智钢 1,200.00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工业园区芦
田轻工产业基地

饲料加工及销售；饲料原料销售；普通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制或禁止类除外 ）；粮食收购；兽用化学药品 、中售药销
售

本公司持股 60%、 陈翔持股 20%、 李美兰持股
20%

82 井冈山市傲新华富育种有限公
司 颜勇 4,875.00 江西省井冈山市厦坪镇 种猪繁育 * 猪的饲养、销售及其技术服务 * 苗木培育、销售 *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井冈山

市华富畜牧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0%
83 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严二存 1,000.00 高州市金山开发区第一区 生物技术的研发 ;生产 、销售 :饲料 ;销售 :农产品、饲料原料、膨化原料、氨基酸、饲料添加剂、种猪精液 、兽药 、消毒剂 、水

质改良剂、机械设备、仪器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养殖技术咨询服务。
本公司持股 60%、 茂名市金广农农牧贸易中心
（有限合伙）持股 40%

84 重庆得亿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洪齐 200.00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白彭路 362 号
（陶家都市工业园）

粮食收购、销售：兽药； 生物科技研发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生产、销售：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 ；销售 ：预混饲料 ；；货物
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饲料原料贸易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 重庆九
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9%

85 重庆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洪齐 2,000.00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前进街 13 号
前进小区和苑 3 号楼负 1 层 6 号 一般项目：生物科技研发；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预混合饲料；饲料原料贸易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 重庆九
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9% 、 重庆渝傲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0%

86 贵阳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飞 900.00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鸡场村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0%； 贵州康
盛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30%

87 乐山傲农康瑞牧业有限公司 余杰 1,500.00 乐山市沙湾区谭坝乡沫江村 7 组 生猪和种猪的养殖、销售，饲料销售 ，蔬菜种植，园艺作物种植，水果种植 ，造林和更新。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 周亚丽
持股 29.645%、何志龙持股 15.19%、程雪桐持股
4.165%

88 长春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井铨 1,000.00
长春市宽城区长农公路东、 兰家镇邱
家村亚奇物流园区内综合楼一楼 A-
126 室

生物制品技术研发；饲料，中成药、化学药品、生化药品、抗生素、药物添加剂、器械销售 本公司持股 70%、 农安县隆兴粮食贸易有限公
司持股 30%

89 哈尔滨傲凯慧农饲料有限公司 孙权 500.00 哈尔滨市道里区昆仑路 1 号办公楼 饲料批发；配合饲料（畜禽、反刍、幼畜禽、种畜禽 ）、浓缩饲料 （畜禽 、反刍 、幼畜禽 、种畜禽 ）、精料补充料 （反刍 ）生产 ；
粮食收购及销售。

本公司持股 75%、 哈尔滨绿色农华饲料有限公
司持股 25%

90 湖南农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戴学礼 1,000.00 湘潭县易俗河镇玉龙路以北、 香樟路
以东（傲农办公楼）一楼

饲料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粮食收购 ；
农产品销售；兽药经营；生物技术开发服务 。

湖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益阳军
礼胜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40%

91 襄阳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建民 1,000.00 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二郎村十组 生物制品研发；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畜禽）生产；饲料、农副土特产品销售；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品 ；兽用化学药
品、中兽药（不含生物制品）销售

本公司持股 65%、 襄阳傲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持股 35%

92 湖北三匹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敖大国 4,000.00 湖北省安陆市巡店镇荒冲林场 种猪繁育、销售；生猪养殖、销售；林木种植；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 敖大国
持股 44%、金川持股 1%、汪思保持股 1%、敖大
海持股 1%、王子方持股 1%、陈新珍持股 1%

93 德州傲新育种有限公司 李康健 2,000.00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白马湖镇白马湖
村

农业技术开发 、种猪繁育 、猪的饲养 、销售 ；苗木 、农作物种植及销售 ；普通货物运输 、货物专用运输 （集装箱 、冷藏保
鲜、罐式）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夏津县
盈信棉业有限公司持股 20%

94 亚太星原农牧科技海安有限公
司 陈志敏 1,000.00 海安市城东镇晓星大道 115 号

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 ）研发 、生产 、销售 ；饲料 、饲料原料 、饲料添加剂批发 、
零售；粮食收购、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

本公司持股 60.8%、陈志敏持股 21.2%、杨君权
持股 8%、胡小明及严晓林分别持股 4%、赵永志
持股 2%

95 高平市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海峰 1,000.00 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马村镇张家庄村饲料生产、销售，粮食收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本公司持股 88%、 高平市胖乎乎养猪专业合作
社持股 12%

96 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万文峰 3,000.00 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石坑村九坵工区 农业技术开发；种猪繁育；猪的饲养 、销售；苗木种植、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漳州鸿

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
97 甘肃傲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隋晓东 2,000.00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双塔工业园区纬

一路 进出口贸易 ,饲料生产 、销售 ,中西兽药销售 ,农副产品购销 ,生猪、牛、羊养殖与销售 本公司持股 51%、 甘肃昊胜工贸有限公司持股
49%

98 南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刘仁锦 200.00 广西隆安县那桐镇国营浪湾华侨农场
侨兴路 8 号

销售：饲料、兽药【化学药品、中成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生产配合饲
料、浓缩饲料（凭许可证经营 ）。 本公司持股 51%、刘仁锦持股 49%

99 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
司 李亮 312.90 南宁市武鸣区宁武镇梁新村灵汉屯 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及其二元杂种猪 、三元杂仔猪、种猪精液的生产、经营；猪的育种研究 （以上项目凭许可

证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及销售（除粮食）。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3.61%、广西
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持股 6.39%

100 山东傲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贾洪阁 1,000.00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狮子楼办事处黄
河西路西首 饲料生产、销售；粮食收购。 本公司持股 57%、贾洪阁 40%、李俊红持股 3%

101 沧州猪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赵青春 500.00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泊镇肖杜李村

网上销售农业机械设备、畜牧用品 、畜禽养殖机械设备及配件、畜禽检测仪器、兽医用器械(不含第三类 )、宠物用品 、五
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工艺品、办公用品 、机电产品 、家用电器 、建筑材料 、计算机软硬件 、通讯器材 、橡胶及塑
料制品、陶瓷制品、仪器仪表、服装、兽药 、种子 、化肥 、农药 (不含危险化学品 )饲料及原料 、饲料添加剂 ;养殖机械设备
及配件生产 ;软件及技术开发 ;网页设计、制作、代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发布广告、企业形象策划 ;组织国内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文艺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 ;电子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网络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傲网信息科技 （厦门 ）有限公司持股 82.5%，赵
青春持股 17.5%

102 上饶市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杨劳 5,000.00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工业园区芦田轻
工产业基地 农业技术开发；农作物种植及销售 ；生猪养殖及销售；种猪繁育 本公司持股 75%、陈和林 25%

103 泰和县傲牧育种有限公司 龙毅 2,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苑前镇绅溪村 种猪繁育，猪的饲养、销售及其技术服务；种公猪精液生产及销售 ,普通车辆道路运输 ,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水产养殖及
销售 ,花卉、苗木培育和销售。

本公司持股 80%、 井冈山市傲新华富育种有限
公司持股 20%

104 安陆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敖大国 1,800.00 安陆市洑水镇车站村 生物科技研发；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制造；饲料销售；牲畜饲养销售；除兽用生物制品以外的兽药销售 ；粮食收购 ；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本公司持股 66.67%、敖大国持股 17.33%、敖大
海持股 5%、董祖元持股 5%、程卫持股 5%、王子
方持股 1%

105 四川傲农新泽希畜牧业有限公
司 肖文涛 3,500.00 夹江县三洞镇建新村 6 组 88 号 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 ;蔬果种植 ;花卉 、苗木种植 ;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 ;饲料销售 ;生猪运输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 肖文涛

持股 40%、肖龙川持股 9%
106 湖北傲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敖大国 2,000.00 安陆市巡店镇武马岭村 种猪繁育；猪的饲养、销售；农业技术开发、农作物种植、销售 。 湖北三匹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7 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周登峰 2,000.00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城南工业园区三
辆车路 农作物种植销售；水产及畜禽动物养殖及销售 ；饲料销售及售后服务 ；兽药销售 ；饲料原料及农副产品贸易。 本公司持股 52%、 南充傲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45%、河南哺农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3%
108 四川傲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登峰 1,000.00 四川省罗江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三

辆车路 饲料生产、饲料销售和服务、兽药销售 ;饲料原料及农副产品贸易 ;进出口贸易。 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7%、 四川劲
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3%

109 河南傲农枫华饲料有限公司 韦涛 1,000.00 驻马店市高新区工业园创业大道南侧
1-5 层 01-0501 生产销售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 （畜禽） 本公司持股 70%、 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30%
110 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余新武 14,200.00 福建省漳州 市诏安县 建设乡进宝 山
93 号

生态农业开发及观光服务；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推广；蔬菜、水果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 、销售及冷藏 ；生物
有机肥销售 （危险化学品除外）。

本公司持股 90.28；漳州鸿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9.72%

111 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施建军 2,500.00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下窑村
下窑自然村 41 号

畜禽养殖，种畜禽生产 ，种畜禽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 ）； 生猪批发 （除种猪 ），初级食用农产品 （需
国家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销售。

金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施建军
持股 36%、曹苏花持股 4%

112 湖北傲新银河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 胡贤和 3,000.00 武汉市江夏 区法泗街 办事处怡山 湾

1-201 号 生态农业开发；畜牧养殖、销售；水产养殖；蔬菜种植。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0%、 武汉银
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持股 40%

113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张正林 1,000.00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官浔镇春建村 生猪饲养、销售；水果、蔬菜、花卉、食用菌、中草药的种植、销售 、包装及储藏 （含冷藏）；水产养殖 、销售及冷藏 ；农业新
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推广；生态农业观光服务；生态农业开发。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漳州鸿
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

114 漳州聚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万文峰 1,000.00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 生态农业开发；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推广 ；生态农业观光服务 ；蔬菜 、水果种植 ；畜牧养殖 ；水产养殖 、销售及冷
藏 ；生物有机肥销售。 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

115 河北傲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杜海新 1,000.00 辛集市市府 街与兴华 路交叉口西 行
100 米路南 农业技术、畜牧养殖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粮食收购 、销售；饲料添加剂、养殖设备销售 。 本公司持股 55%、 昌黎县傲峰商贸有限公司持

股 42%、河南哺农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3%
116 莱州傲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齐金龙 1,400.00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仓街道城港北

路 2699 号 生产：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物技术开发；饲料生产技术开发；销售：饲料 、兽药制剂 。 本公司持股 51%； 山东普罗菲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持股 49%

117 长春傲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蔡海 2,000.00 吉林省农安县三岗镇河西村三社 猪的饲养、销售及技术服务，农作物种植、销售，苗木培育、销售 本公司持股 70%， 农安县隆兴粮食贸易有限公
司 30%

118 湖南傲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钱垂军 1,500.00 湘潭县易俗河镇玉龙路北、 香樟路东

（傲农办公楼）二楼 农业技术的开发、咨询 、交流、推广服务 ;家禽、牲畜的养殖、销售 ;饲料的销售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大型货物道路运输。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 易理和
持股 17%； 钱垂军持股 4%；李新民持股 2%；杨
徐持股 2%；

119 永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勇刚 1,000.00 湖南省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长丰大道
总部经济大夏 918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和销售 ，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的销售，粮食收购，生物技术研发。 本公司持股 90%，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10%
120 贵州铜仁慧农饲料有限公司 刘军 1,000.00 贵州省铜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控

规（一期）A-12-02 号地块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和销售 ，饲料、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的销售，粮食收购，技术开发 本公司持股 70%， 贵州武陵集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30%

121 四川傲新农牧有限公司 闫卫飞 2,000.00 天府新区邛崃产业园区羊横二线三号种猪繁育；生猪养殖；生猪的饲养、代养、寄养、销售 ；农业技术开发；农作物种植、销售 。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 闫卫飞
持股 22%；池建平持股 3%

122 山西傲凯牧业有限公司 赵君 4,000.00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90 号皇冠大
厦 21 层 2101 室

农业科技技术的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土地复垦整理 ;地质灾害治理 ;农作物、瓜果蔬菜、苗木 、花卉的种植 ;农
田灌溉 ;蔬菜、水果、五金交电、日用品、办公用品 、肥料、农具 、中草药、农副产品的销售 ;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 山西旭
满原牧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股 47%、河南
哺农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2%

123 沈阳惠普饲料有限公司 鲍德兵 1,900.00 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前当堡镇中古城
子村 配合饲料(畜禽、反刍、幼畜禽、种畜禽 );浓缩饲料(畜禽、反刍、幼畜禽、种畜禽 );精料补充料(反刍)生产 、销售 ,粮食收购

本公司持股 51%；鲍德兵持 股 12.74%；庞承顺
持股 11.27%；王晓刚持股 11.27%；熊友仁持股
8.82%；张金贵持股 4.90%

124 四川同为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周登峰 1,016.00 西充县多扶镇工业园太极路 水产、畜禽动物饲料的生产、销售；调水生物产品的生产、销售；饲料原料及农副产品的销售。 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98%； 李国富
持股 2%

125 厦门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学科 1,000.00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国际商务营运中
心启动区 A1 地 块 2 号楼 12 层 1202
单元

饲料批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含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其他农牧产品批发；饲料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 （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危险化学品批发(丙酸、正丁酸、甲酸 )。

本公司持股 70%；刘学科持股 18%；吴博元持股
5%；刘连龙持股 5%；谌志鹏持股 2%

126 武汉傲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小林 1,000.00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同心村年产二十
万吨饲料厂原料仓库 生物技术研发；饲料销售；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本公司持股 55%；孙玲持股 35%；武汉银河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持股 10%

127 河南优能诚饲料有限公司 计贺岭 500.00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与鼎盛大道交
汇处二七绿 地滨湖国际 二期 1 号 楼
2110 室

销售饲料 本公司持股 51%、 河南众牧诚商贸有限公司持
股 46%、河南哺农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3%

128 辽宁傲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刘飞 5,000.00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渤
海大街西 93 号 121-008

粮食收购及销售；农产品销售；贸易代理；饲料批发 ；饲料 、饲料原料 、饲料添加剂的销售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 （不含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其他农牧产品批发

本公司持股 85%； 刘飞持股 12.5%； 彭景持股
2.5%

129 礼泉傲凯牧业有限公司 赵君 500.00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社区南阳村
畜禽养殖销售 ;农业科技技术的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土地复垦整理 ;地质灾害治理 ;农作物、瓜果蔬菜 、苗木 、
花卉的种植 ;农田灌溉 ;蔬菜、水果 、五金交电、日用品、办公用品、肥料、农具、中草药 、农副产品的销售 ;水土保持方案的
编制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

山西傲凯牧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130 沈阳胜禾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赵玉海 100.00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乡浓路 8-12
号 （6-2-2） 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饲料生产、销售 ;饲料添加剂销售 ;农副产品加工 、销售。 本公司持股 51%； 沈阳和合生物技术研发中心

（普通合伙）持股 49%
131 山东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谢亚磊 1,000.0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河溃村南

首 农业技术开发 ;生猪 * 饲养、销售及服务 ;苗木、农作物 * 种植、销售、服务 ;种猪精液生产 、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雷支成
持股 15%；谢亚磊持股 5%

132 江西傲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勇来 1,500.00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镇洪迈大道
江西鄱阳数字经济产业园 5 楼 (新汽
车站旁)

农业开发 ;水稻及其它农作物种植及销售 ;家禽 、水产养殖及销售 ;畜牧生产养殖 、加工销售 ;初级农产品销售 ;饲料 、饲
料原料、饲料添加剂的销售 ;农业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 王勇来
持股 18.75%、涂红星 1.25%、牛建青 1%、王栋来
1%、黄金建 1%、王早来 1%、文明军 1%

133 河北傲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兴强 300.00 定州市兴定西路(中国联通底商) 农业技术开发；猪的饲养；苗木、谷物 、瓜果、蔬菜种植、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5%； 雷支成
持股 10%，李兴强持股 5%

134 南昌绿荷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张志华 1,000.00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2 号 1 幢

B 座 1903 室
农业技术开发 ;食用农产品、有机肥销售 ;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蔬菜 、水果种植 ;畜禽 (种畜禽除外 )、水产养
殖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0%； 井冈山
宇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0%

135 贵港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韦海国 500.00 贵港市金港大道与城三路交汇处西北生物技术的开发、咨询 、交流、推广服务；饲料的销售 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5%； 贵港桂
茂农牧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25%

136 合肥九牛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葛冠平 1,000.00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 66 号
安然绿洲花园南园辰龙大厦 1208 室 饲料产品研发及市场开发；饲料批发及零售。 本公司持股 51%， 合肥九骏企业管理管理合伙

企业 39%，合肥冠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10%

137 厦门傲农银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陈福祥 1,000.00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石浔路 139 号之

一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饲料加工；水产饲料制造；饲料添加剂制造；兽药批发；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 （含
冷藏冷冻食品）；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饲料批发；饲料零售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谷物、豆及薯类批发；林业产品批发 ；其他农牧产品批发；肉 、禽、蛋批发 ；水产品批发 ；其他
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批发 （含冷藏冷冻食品 ）；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
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零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肉、禽 、蛋零售。

本公司持股 51%， 厦门市豆豆优贸易有限公司
持股 49%

138 贵州傲农武峰畜牧有限公司 杨通禄 2,000.00 贵州省铜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新区控规（一期）A-12-02 号地块 猪的养殖、销售及大型货物道路运输 本公司持股 70%； 贵州武陵集团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持股 30%
139 贵州傲新武峰养殖有限公司 莫洪章 2,000.00 贵州省铜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新区控规（一期）A-12-02 号地块 猪的养殖及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 贵州武
陵集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5%

140 福建哈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谢学范 2,858.00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凤城街道龙凤社
区翰林苑 8 栋三层

农作物 、水果的种植 ；休闲农业观光项目开发 、经营 ；农业科技服务 ；农产品展示 ；农副产品加工 、销售 ；畜牧养殖 、销
售；水产养殖、销售；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不含动物无害化处理 )；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 。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5%； 厦门富
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5%； 漳州鸿枫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

141 吉安市吉州区鸿图养殖有限公
司 龙毅 6,200.00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古南大道 10 号

1、2 幢 1-2-602 室 家禽、畜牧、水产养殖及销售 ;水果、蔬菜种植及销售 ;农业技术研发、推广 。 本公司持股 95.16%、李超斌持股 4.84%

142 贵州傲农七环畜牧养殖有限公
司 龙小敏 5,000.0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

新州镇白塘村下坝组 养殖业、种植业，肉制品加工销售，农产品销售，有机肥生产及销售，药渣处理 本公司持股 51%； 贵州七环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 49%

143 黔东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龙小敏 1,000.0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
新州镇白塘村下坝组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饲料、农产品的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兽药经营。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0%； 林富生

持股 15%；唐冰梅持股 15%

144 吉林市映山红饲料有限公司 王洪臣 2,280.00 吉林市丰满区前二道乡金丰村三社
配合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 、水产育苗、宠物、特种动物）；浓缩饲料 （畜禽、水产 、幼畜禽 、种畜禽 、水产育苗 、
宠物、特种动物）；精料补充料（反刍 ）生产；饲料经销 ;初级农产品收购 ；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 、反刍动物 ）生产及
销售。

本公司持股 51%；王洪臣持股 19.6%；张伯峰持
股 29.4%

145 宜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凯准 1,000.00 宜昌市夷陵 区鸦鹊岭 镇梅林村三 组
（青岛工业园） 饲料研发、生产、销售；粮食收购、销售 ；兽药与器械销售。 本公司持股 51%； 湖南真格农牧有限公司持股

49%
146 临沂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德义 1,000.00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城北工业园 (城北

村)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饲料及畜禽养殖技术研发 ；配合饲料 （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 （畜禽 、幼畜禽 、种畜
禽）生产、销售；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销售；粮食收购与销售。

本公司持股 51%； 山东瑞有饲料有限公司持股
49%

147 厦门新傲宁科技有限公司 张春亮 1,000.00 厦门市思明 区塔埔东 路 168 号 1203
单元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 ；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
包装食品）。

本公司持股 85%；张春亮持股 15%

148 襄阳傲农雪生畜牧养殖有限公
司 敖大国 2,500.00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老李家村

四组 生猪养殖、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 本公司持股 70%； 湖北雪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30%

149 江西赣达禽业有限公司 李志刚 2,000.0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银三角大道 278
号 1 栋 家禽、农产品 、兽药的销售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 、销售 ;粮食收购 ;水产养殖、销售。 本公司持股 60%；王光英持股 12%；李志刚持股

14.02%；邹和生持股 13.98%

150 湖北傲鹏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夏小林 1,500.00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金山大道
以北、 金银湖路以东武汉华尔登国际
酒店（五星级）二期 38 层 11 号

农业技术开发；生猪饲养、销售及技术服务；水产养殖及销售；苗木、农作物种植、销售、技术服务 ；水产养殖 、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持股 75%；夏
小林持股 12%；魏海燕持股 3%；张可持股 3%；
唐维训、 饶志平、 张立志、、邓后忠、 吴礼国 、徐
钊、 徐伟各持股 1%；

151 吉扎克傲科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孙陆宇 75 万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吉扎克地区阿尔

纳萨伊区坡罗布拉尔村
鱼类样子生产，鱼类品种的繁育加工以及高科技产品，网箱养殖 ，鱼饲料加工生产 ；畜牧养殖业 ，家禽 ，家畜及毛皮生
产加工

福建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孵化器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0%

152 曲阳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高盛茂 5,000.00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齐村镇齐村村村
北 1000 米 农业技术开发；猪的养殖、销售；农作物、蔬菜种植及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湖北盖贝斯傲农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153 龙岩傲新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小丰 1,000.0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镇崇头村兴
业路 22 号 鸡的饲养 ;其他家禽的饲养 ;其他未列明畜牧饲养 ;对畜牧业的投资 ;饲料销售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王小丰
持股 10% ； 陈 三 东 持 股 3.34% ； 丘 沛 炎 持 股
3.33%；肖建楚 3.33%

154 江西华杰饲料有限公司 廖小明 1,000.00 江西省南昌 市南昌县 莲塘镇莲良 路
210 号 饲料生产、销售；饲料原料批发、零售 ；水产养殖 本公司持股 60%；廖小明持股 30%；廖明刚持股

10%

155 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鹤翔 16,632.653061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工业园区五德大
火地片区

饲料生产与销售；生猪饲养及销售 ；水产养殖及销售；果蔬 、花卉种植及销售，畜禽饲养技术开发、咨询 、交流 、转让 、推
广服务。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 漳州市
佑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27.555%； 平潭佑
康盈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25%；
平潭佑康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9.92%

156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吴冰锶 5,000.00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涓乡碧岭村 农牧技术开发 ;蔬菜种植 ;林木育苗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畜牧服务业 ;生猪饲养与销售 ;饲料、蛋 、肉类、禽类销售。 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57 江苏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张立羣 3,000.00 射阳县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海港新城黄

海路西侧、连云港路南侧
农业技术开发、牧业技术开发 ;蔬菜 、林木、花卉、草坪种植、销售 ;农产品购销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生猪饲养 (按许
可证经营)、销售 ;饲料销售 。 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58 福建永益康饲料有限公司 张鹤翔 2,040.8163 福建省漳州 市芗城区 石亭镇南山 村
316 号

配合饲料(禽畜、水产、反刍动物)、浓缩饲料(禽畜、水产、反刍动物)、精料补充料(反刍动物)、添加剂预混料 (禽畜 、水产 、
反刍动物)的研发 、生产、销售 ;饲料、饲料原料、猪、兽药销售。

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9.47%；厦门佑锦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14.7%；黄庆祥持
股 4.46%；张永华持股 1.37＆

159 龙海佑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洪清伟 500.00 龙海市九湖镇林下村竹仑后 果蔬、花卉的种植、销售 ;生猪销售 ;水产养殖 ;房屋租赁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60 泉州荣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吴冰锶 2,000.00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涓乡碧岭村碧

东 25-2 号 农牧技术开发 ;蔬菜种植 ;林木育苗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畜牧服务业 ;生猪饲养与销售。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 陈传溪
持股 24%；苏伟平 20%；李金川 5%

161 青州傲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秀 600.00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庙子镇滨河工业
园南术店村

生物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研发、销售 ：兽药 （凭许可证经营 ）；生产 、销售 ：饲料 （凭生产许可证经营 ）；畜 、禽
养殖、销售 ；饲料原料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运输。

莱州傲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89.67%；杨远
明持股 8.33%；高红伟 2%

162 滨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孔令龙 10,000.0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富源街道中心路

009 号 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及技术服务；种猪繁育 、销售；生猪饲养、销售；农作物、苗木种植、销售。 本公司持股 80%；孔令龙持股 20%

163 山东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孔令龙 4,000.0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清风
一路 009 号

生物制品的研发；饲料生产、加工、销售；初级农产品、兽药、生猪销售；粮食购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畜牧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 本公司持股 70%；孔令龙持股 30%

164 贵州傲康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龙小敏 1,000.00 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新州镇槐花工
业区永康路 (2 号路)旁 农业技术开发 :种猪繁育 :生猪养殖 :生猪的饲养 、代养、寄养 、采购、销售 :农作物种植 、销售。 贵州傲农七环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持股 100%

165 曲阳傲新养殖有限公司 高盛茂 2,000.00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小赤涧村
村西 猪的养殖、销售 ;农业技术开发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本公司持股 70%； 曲阳县六马种猪养殖有限公

司 20%； 刘建平 10%
166 吉安市傲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郭泗虎 6,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泰和县国兴建材

城 21 栋 32 室 内陆养殖 ,猪的饲养 ,销售及其技术服务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有机肥销售 ,水产养殖及销售 ,花卉 ,苗木培育和销售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2%；陈
青林持股 38%

167 宿迁傲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杨晓玲 1,000.00 泗阳县经济开发区金鸡湖路 9 号

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饲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畜牧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水产养殖；食品经营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 ：水产品批发 ；水
产品零售

本公司持股 65%； 宿迁瑞鲲饲料有限公司持股
35%

168 宁德市大创傲农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陈四年 10,000.00 屏南县甘棠乡甘棠村山里栏林场

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 ;农产品初加工活动 ;农副食品加工 ;牲畜屠宰加工 ;禽类屠宰加工 ;水产品冷冻加工 ;谷物种植 ;
豆类种植 ;油料种植 ;薯类种植 ;棉花种植 ;麻类种植 ;糖料种植 ;烟草种植 ;蔬菜种植 ;食用菌种植 ;园艺作物种植 ;水果种
植 ;坚果种植 ;含油果种植 ;香料作物种植 ;其他未列明的饮料作物种植 ;中药材种植 ;牲畜饲养 ;猪的饲养 ;牲畜批发 ;家禽
的饲养 ;农牧产品批发 ;肉类、鲜禽类 、蛋类批发 ;肉 、禽 、蛋零售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 (不含易制毒化学品 );生物
有机肥料研发。

本公司持股 52%； 福建屏南大创食品有限公司
持股 48%

169 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张敬学 6,500.00 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沛市村 生猪养殖、销售及屠宰 。 本公司持股 80%；许水根持股 20%
170 荆州傲农惠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余孟春 1,500.00 公安县埠河镇振兴大道 1 号 配合饲料的研发、销售 ;饲料生产用原材料收购 、销售 ;水产品 (种苗除外 )养殖 、销售 ;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本公司持股 55%； 湖北惠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 45%

171 内蒙古傲普牧业有限公司 张金贵 1,00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
北台子村 家禽、生猪、牛羊饲养销售 ;饲料、鲜蛋 、肉品销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沈阳惠普饲料有限公司持股 70%； 张金贵持股

30%

172 兴义市傲农鸿鑫畜牧养殖有限
公司 刘荣誉 2,000.00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敬南镇兴坪村

十里坪组(现代农业园区内) 生猪的养殖及销售 ;信息技术推广与服务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80%；贵
州省兴义市鸿鑫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0%

173 阜阳市傲农和牧畜牧养殖有限
公司 王东 2,000.00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板桥村西畜牧、生猪养殖、生产、销售 ,养殖技术服务

湖北盖贝斯傲农生物份有限公司 90%； 陈志敏
持股 5%；阜阳市和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5%

174 泰和县富民生态养殖科技有限
公司 郭泗虎 10,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冠朝乡东村 良种猪繁殖 、生猪养殖 、饲料研发 、生产 、销售 ,兽药销售 、兽医服务 、生猪屠宰 、肉食品冷链 、生猪物流 、草木本饲料种

植、生物有机肥生产销售 、残病猪无害化处理、果木种植、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 本公司持股 97%；陈忠平持股 3%

175 天津傲农红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杨黎 1,500.00 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苗枣路 1 号

生物制品研发 ;饲料、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销售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兽药销售 ;粮食收
购、销售 ;畜禽养殖、销售 ;水产品养殖、销售 ;食用农产品初级加工 ;农业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 ;
互联网信息服务。

本公司持股 55%； 唐山协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34%； 苗建生持股 11%

176 抚州市东乡区傲新畜牧有限公
司 肖彩云 600.00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小璜镇孙圳村 一般项目 :生猪、种猪饲养及销售。 湖北盖贝斯傲农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177 常德市科雄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王历强 5,000.00 常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洞庭
生物科技园迎丰北路 1580 号

畜禽、水产系列配合饲料、浓缩饲料 、预混合饲料的生产与销售 ；畜禽 、水产及特种养殖饲料有关的饲料添加剂 、饲料
原料的生产销售；畜禽 、水产及特种养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动保生物制剂生产、加工、销售 ；以上货物进出口贸易 ；生
物技术推广服务。

本公司持股 52%； 长沙一家人实业有限公司持
股 32.64% ； 王 万 强 持 股 9.6% ； 何 先 石 持 股
1.44%；陈任孝持股 0.96%； 邓一鳌持股 0.96%；
郭玉阳、 陈芳、杨志、 唐海红、 王金龙 5 人各持
股 0.48%

178 安徽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本松 1,000.00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湖光路电子商务
产业园 2 期 1 栋 1 楼 108 室

生物制品研发；饲料及原料、饲料添加剂销售、生产；畜牧及兽医领域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保健用品 、保健食品技术
开发；畜禽育种、饲养技术开发；兽药（兽用生物制品除外 ）销售；粮食收购及销售 ；畜禽及水产品养殖 、加工和销售 ；农
业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持股 55%； 安徽雄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45%

179 漳州傲华畜牧有限公司 万文峰 5,000.00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湖西畬族乡岭脚
村 猪的饲养、销售 ;种猪繁育 ;农业技术开发 ;苗木种植、销售 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85%；漳

州傲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5%

180 湖北盖贝斯傲农生物有限公司 张和平 12,000.00 枣阳市熊集镇熊吴路中段
牲猪养殖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种畜禽繁殖、销售；牲猪饲养（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及销售 ；畜牧机
械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及销售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 、销售；环保设备生产、销售；环保工程设计及施工 ；环保技
术开发与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装饰材料的销售。

本公司持股 60%； 南宁盖贝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持股 40%

181 化州市泰丰牧业有限公司 李亮 7,236.00 化州市林尘镇林尘村 养殖 、销售 ：牲畜 、家禽 、水产 ；种植 、销售 ：蔬菜 、水果 、园艺作物 、中草药 、林木 、饮料和香料作物 ；加工 、销售 ：农副产
品、食品、中草药、香料 本公司持股 80%、曾良波 10%、曾治杰 10%

182 湖北傲农生物肥业有限公司 王子方 1,000.00 安陆市紫金路 75 号-3-4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氮肥、磷肥 、钾肥、复混肥料、有机物料腐熟剂、微生物菌剂制造、研发、销售 ;其他农牧产品 (不
含烟草作物 )销售 ;农林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土壤改良和修复技术咨询服务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湖北傲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0%； 上海复
禄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30%

183 厦门傲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刘飞 10,000.00 厦门市思明 区塔埔东 路 168 号 1205
单元

粮油类预包装食品零售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粮食收购与经营 ；谷物 、豆及薯类批发 ；饲料批发 ；其他农牧产品批发
（不含野生动物经营）；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含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贸易代理。

本公司持股 50.5%、鲍洪卫持股 38.5%、刘飞持
股 11%

184 大理傲农黑尔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 尹汉池 800.00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邓川镇

邓川工业园区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销售；预混料的销售 ；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 ；农副产品收购销售 ；兽药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用品、塑料袋）。

本公司持股 80%、闻重阳持股 10%、张国兰持股
10%

185 陕西新傲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金钧 2,000.00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绛帐镇工业园区生产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销售兽药、饲料添加剂；原料贸易；种猪繁育、销售；生猪养殖、生猪及其产品的销售 ；蛋
鸡饲养、淘汰鸡及蛋品销售 本公司持股 60%；李金钧持股 40%

186 四川阿坝茂县川傲种猪养殖有
限公司 钟良清 5,000.0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凤仪

镇羌兴大道 240 号 3 单元 201 号 种猪、仔猪养殖、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 四川诚
铄企业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持股 20%

187 威宁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蒋波 300.00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五里岗街道五里
岗大道雪榕厂对面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制造销售，牲畜 、水产品养殖销售；畜牧农具销售。 本公司持股 60%； 贵州康盛源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持股 40%

188 重庆傲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勇 1,000.00 重庆市云阳县栖霞镇小丫口社区 1 组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生
物饲料研发，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本公司持股 51%； 湖南真格农牧有限公司持股
30%；周世全持股 5%；吴勇持股 9%；谭周 源持
股 5%

189 厦门兹富佑贸易有限公司 张鹤翔 1,000.00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高崎北路 438 号 1 号楼 14 层 1408 之
五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贸
易代理 ；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未涉及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内及审批许可的其他一般经营项目。

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0%； 张鹤翔持股
10%

190 连云港荣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何梅珍 1000 万美元 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乡南榴村村东
农牧科技研发；果蔬、花卉种植；生猪销售；淡水鱼 、淡水虾养殖。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
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

佑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80%； 佳鼎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20%

191 安溪佑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吴冰锶 1,000.00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金谷镇深洋村深
洋 75 号 农业技术开发；蔬菜种植；林木育苗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家禽饲养、销售 ；生猪饲养与销售；饲料 、蛋、农产品销售。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85%； 陈治县

持股 15%
192 京山傲农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王子方 4,000.00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罗店镇大栗树村

七组 猪的饲养；农作物种植 。 湖北三匹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193 福建傲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廖绍拔 3,000.00 福建省漳州 市长泰县 岩溪镇永裕 路
11 号

动物饲养；种畜禽生产 ；牲畜饲养；种畜禽经营；生猪屠宰；牲畜屠宰；食品生产；饲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 、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牲畜销售 ；鲜肉批发；鲜肉零售

本公司持股 90%；叶丽福持股 10%

194 山西傲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李海峰 5,000.00 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北诗镇龙泉村村
委

畜禽养殖销售；农业科技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土地复垦整理 ；地质灾害治理；农作物 、瓜果蔬菜 、苗木 、花卉
种植；农田灌溉；蔬菜、水果 、五金交电 、日用品、办公用品 、肥料 、农具 、中草药 、农副产品销售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道
路货物运输。

本公司持股 80%； 太原傲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20%

195 江西金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李荣根 4,000.00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沿陂镇水东村 生猪养殖、水产养殖、苗木种植及销售 本公司持股 65%； 南昌金牧动物保健服务有限

公司持股 20%； 傅海根持股 15%
196 曲阳傲牧养殖有限公司 高盛茂 1,000.00 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齐村镇齐村村村

南 猪的饲养，农业技术开发。 湖北盖贝斯傲农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197 襄阳众嘉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熊根长 2,000.00 枣阳市熊集镇熊吴路中段 生猪销售；生猪养殖技术服务。 湖北盖贝斯傲农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198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 林俊昌 6,760.00 永定县高陂镇西陂黄田村 生物工程技术与开发 ；果、林种植；生猪养殖、销售 。

本公司持股 51%；林俊昌持 股 16.81%；陈梅林
持股 7.25%、 陈景河持股 3.62%； 陈景松持股
3.48%；张华全持股 2.24%；赖永青持股 2.09%；
丘钦昌持股 2.04%；陈培涛持股 1.59%；吴伟铭
持股 1.41%； 赖银超持股 1.06%； 陈德梅持股
0.96%；林荣生持股 0.88%；邱江传持股 0.83%；
郑月明持股 0.78%；林巧凤持股 0.72%；林开盛
持股 0.6%；林玮持股 0.59%；林红勇持股 0.56%；
卢灿煌持股 0.43%；陈徐锋持股 0.43%；林明昌
持股 0.31%；蓝招衍持股 0.29%

199 瑞金市养宝农业有限公司 林俊昌 5,000.00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大胜村 生猪养殖；生猪销售；果树、林木种植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0 泰和养宝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林俊昌 1,200.00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工农兵大
道 167 号 2 幢 201 室 （原澄江派出所
院内）

生猪繁殖饲养、销售；林木、果树种植 、销售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1 清流养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林开盛 1,000.00 清流县李家乡珠山路 19 号 生猪、淡水水产品养殖 、销售苗木种植、销售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2 龙岩市养宝饲料有限公司 林俊昌 3,680.00 龙岩市新罗区东宝路 526 号 (福建龙

州工业园东宝工业集中区) 配合饲料（粉料、颗粒料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的生产；配合饲料（粉料、颗粒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的销售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3 瑞金市养宝有机肥有限公司 王志坤 200.00 江西省瑞金市壬田镇柏坑村桃子窝小
组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生产、销售 瑞金市养宝农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4 山东傲农食品有限公司 洪远湘 6,000.0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清风
一路 006 号

生猪屠宰、加工、销售；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动物油脂生产 、销售；猪肠衣及其附属产品、食品添加剂加工 、销售 ；医
药中间体（肝素钠）的提取、销售；农副产品购销；包装材料销售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厂房、电气设备 、机械设备租
赁

本公司持股 90%；孔令龙持股 10%

205 龙岩市永定区养旺畜牧有限公
司 林巧凤 1,500.00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高陂镇西陂村黄

泥塘 生猪养殖、销售，果树、林木种植。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6 连城县养旺养殖有限公司 林松昌 300.00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文亨镇文保村汤
头路 5 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牲畜销售；水果种植 福建省养宝生物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7 鹿寨傲农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刘仁锦 1,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鹿寨县石榴河
园艺场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动物无害化处理 ；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畜禽粪污处理 ；农业机
械服务 ；灌溉服务；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牲畜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南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持股 100%

208 厦门夏商傲农现代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叶俊标 50,000.00 厦门市同安区西福路 88 号办公楼 B

单元

一般项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
让 、技术推广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智能农业管理 ；牲畜销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牲畜屠宰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本公司持股 55%； 厦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45%

209 江西傲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龙毅 3,000.00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000 号 南 昌 万 达 中 心 B3 写 字 楼 -
2705 室(第 27 层)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牲畜销售 ，
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

本公司持股 60%； 江西聚宝盆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持股 40%

210 厦门银祥肉业有限公司 陈福祥 10,000.00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禾六路 99 号
之十一

许可项目：生猪屠宰；牲畜屠宰；家禽屠宰；食品生产 ；食品经营 ；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经营 （销售散装食
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盐批发；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一
般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日用品销售 ；
办公用品销售 ；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 ；货物进出口 ；水
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物业管理。

本公司持股 70%； 厦门银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持股 5%；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5%

211 厦门银祥食品有限公司 陈福祥 3,000.00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禾六路 99 号
之十二

饲料批发；米 、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米 、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 （含冷藏冷
冻食品）；果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 、蛋批发 ；水产品批发 ；调味品类预包装食品批发 （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食盐 ）；
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批发 （含冷藏冷冻食品 ）；粮油类预包装食品零
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粮油类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果品零售 ；蔬菜零售 ；肉 、禽 、蛋零售 ；水产品零售 ；其
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零售（含冷藏冷冻食品）；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收购
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 ）；装卸搬运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 、原辅材
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厦门银祥肉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12 厦门银祥肉制品有限公司 宋辛 4,000.00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禾六路 99 号
之七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肉、禽类罐头制造；水产品罐头制造 ；速冻食品制造 ；糕点 、面包制造 ；收购农副产品 （不含粮食
与种子）；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 ）；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批发 （含冷藏冷冻食品 ）；肉 、禽 、蛋批
发 ；水产品批发 ；其他未列明预包装食品零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 ）；其他未列明散装食品零售 （含冷藏冷冻食品 ）；肉 、
禽、蛋零售；水产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互联网销售；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物业管理。

厦门银祥肉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13 南昌傲兴农牧有限公司 李志刚 500,000.0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星城西大
道 400 号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活禽销售，家禽屠宰，饲料生产 ，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 ：饲料添加剂销售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牲畜销售 ，生物饲料
研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鲜肉批发，鲜肉零售 ，食用农产品零售，水产品收购，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

江西赣达禽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14 山东傲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雷支成 2,000.00 山东省滨州 市沾化区 泊头镇中心 路

18 号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牲畜饲养 ；动物无害化处理 ；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 ；转基因
农作物种子生产；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

本公司持股 90%；孔令龙持股 10%

215 江苏傲新禽业有限公司 钟伟迎 1,000.00 宿迁市宿豫区关庙镇水汉村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活禽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鲜蛋批发；鲜蛋零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 ；食
用农产品初加工 ；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食用农产品批发 ；食用农产品零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本公司持股 55%；郭厚敏持股 45%

216 江苏红膏饲料有限公司 周登峰 6,500.00 兴化市下圩镇双联村小顾责任区 水产饲料（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 、销售，饲料原料收购、销售。
本公司持股 60%； 江苏红膏大闸蟹有限公司持
股 15.3%； 兴化市富堡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持
股 14.7%；周登峰持股 10%

217 简阳傲农数字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 谢江 2,000.00 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青龙镇联合村 6

组 猪的饲养；猪批发；道路货物运输；农副产品销售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0%；成
都一口吖吖农业有限公司持股 30%

218 赣州傲新牧业有限公司 王小丰 1,000.00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焦坑村唐
家垇一组(信雄公路旁)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种畜禽经营，种畜禽生产，动物饲养，兽药经营，牲畜饲养，动物诊疗，活禽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畜禽粪污处理 ，食用农产品批发 ，水果种
植，农副产品销售，鲜肉零售，新鲜水果零售，牲畜销售 ，鲜肉批发 ，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 、加工 、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
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本公司持股 75%； 王小丰持股 14.34%； 陈三东
持 股 4% ； 丘 沛 炎 持 股 3.33% ； 肖 建 楚 持 股
3.33%

219 惠民傲凯牧业有限公司 赵君 1,300.00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大年陈镇孙家村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土地整治服务 ；谷物种植 ；谷物
销售 ；水果种植 ；新鲜水果批发；蔬菜种植；新鲜蔬菜批发；林业产品销售；花卉种植；礼品花卉销售 ；灌溉服务 ；五金产
品批发；日用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 ；地产中草药 (不含中药饮片 ）购销 ；农副产品销售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牲畜饲养 ；种畜禽生产 ；种畜禽经营 ；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山西傲凯牧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20 凤翔傲凯牧业有限公司 赵君 500.00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虢王镇刘淡村

一般项目：蔬菜种植；花卉种植；水果种植；灌溉服务；牲畜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肥料销售；新鲜水果零售 ；新鲜蔬菜零
售 ；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 ；地产中草药 (不含中药饮片 ）购销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水土流失防治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 ；土地整治服务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牲畜饲养；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山西傲凯牧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221 湖北惠之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孟春 200.00 公安县埠河镇振兴大道 1 号

生物技术开发、咨询、交流、推广服务 ；生物医疗技术研发；生物诊断试剂及试剂盒的研发(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生物防
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 、推广、转让服务；农业技术咨询、交流、推广服务 ；生物产品的研发(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生产 、
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饲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批发兼零售；商品批发、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互联
网商品批发、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荆州傲农惠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222 滁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克欣 1,000.00 安徽省滁州 市全椒县 十字镇界首 村
(全椒县华丰粮油储运有限公司院内)

生物制品研发；饲料及原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畜牧及兽医领域内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保健用品 、保健食品
技术开发 ；畜禽育种、饲养技术开发；兽药（兽用生物制品除外）销售；粮食收购及销售；水产养殖、加工和销售 ；农业信
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安徽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5%； 滁州永
喜禽业有限公司持股 45%

223 贵州傲农贵投畜牧科技有限公
司 杨通禄 1,000.00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鱼塘侗族苗族乡

鱼塘村新街 猪的养殖、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经果林种植 厦门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贵
州武陵集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

224 泉州市巫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汪泰和 888.00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长坑乡田中村小
村 13-1 号

一般项目：茶叶种植；园艺产品种植 ；水果种植；坚果种植；蔬菜种植；新鲜蔬菜批发 ；新鲜蔬菜零售 ；新鲜水果零售 ；新
鲜水果批发 ；人工造林；食用菌种植 ；花卉种植；水产品批发 ；水产品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活禽销售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 安溪县
康鑫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5%

225 衡南傲农农牧有限公司 杨再龙 3,000.00 湖南省衡阳 市衡南县 宝盖镇黄田 村
19 组 猪的饲养；种畜禽生产经营；农业项目开发；养殖技术的应用；养殖技术的研发；养殖技术推广服务。 本公司持股 60%；易理和持股 20%；湖南锦牧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20%
226 宁德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廖绍拔 3,000.00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古峰镇溪角洋工

业园区
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本公司持股 52%； 福建平潭昌达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48%

227 河南傲农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杜坤鹏 4,000.00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新城铭座六楼
616 号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种猪繁育；猪的饲养；生猪及其产品的销售；苗木、农作物种植及销售；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

本公司持股 70%； 平顶山市顺义养殖有限公司
持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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