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9年度粮食收购许可证年审合格的企业名单
 填报单位：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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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
表

发证机关 许可证编号 发证日期 工商执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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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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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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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夏储备粮中卫储备库（有限公司） 国有 贸易 刘鑫全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01 2020-3-16 916405002283419369 113000 169500 中卫关桥

2 中卫市正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国有 贸易 谢建举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02 2020-4-9 91640500228348572W 7580 6000 鸣沙路40号

3 中卫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国有 贸易 蒋军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07 2018-4-2 91640500228348695X 7000 5000 柔远镇

4 宁夏三鑫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周正茸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18 2018-4-19 91640500799931518U 11950 5000 150 东园

5 宁夏兴拓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拓明众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19 2018-4-13 91640500735986210P 1000 5000 120 柔远镇刘台

6 宁夏万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贸易 郭艳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25 2020-4-13 91640500564114732C 11950 8000 东园镇

7 中卫市鑫裕民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马晓黎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29 2017-4-6 91640500554174563K 2000 3000 60 东园镇

8 中卫市正通饲料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田方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1 2017-3-6 91640500228359941C 500 15000 100 镇罗凯哥村钓鱼台

9 中卫市鑫宏米业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李新宏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2 2020-4-29 91640500585379238L 500 8000 60 镇罗关庄

10 宁夏中卫市旭环饲料销售有限公司 民营 贸易 闻建平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3 2017-6-12 9164050039505044X5 500 5500 滨河镇

11 中卫市华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加工 李伏华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5 2020-4-27 91640500344179999B 1000 4000 40 镇罗沈桥

12 宁夏银豐米业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郭兴华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6 2020-4-15 916405005962339123 1000 6000 100 柔远镇

13 中卫市鑫雪丰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王军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7 2020-4-15 91640500596242392R 500 8000 100 迎水镇

14 中卫市中昊粮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加工 陈学平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8 2020-4-30 91640500054605638T 2000 9000 120 镇罗镇

15 宁夏正旺农科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贸易 周正祥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39 2017-10-30 916405002283597815 2000 12000 50 美利工业园区

16 中卫市隆裕米业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宋建华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1 2017-7-5 91640500064778495W 3000 8000 80 永康镇

17 宁夏中卫市宁香源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王晓玲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2 2018-3-28 640500200023147 1000 3000 60 文昌镇

18 中卫市新鑫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加工 邱金民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3 2018-3-28 916405000738153234 1000 3000 40 东园八字渠

19 中卫市稻花米业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张建平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4 2018-3-15 916405000738278853 1000 1500 40 东园美利

20 中卫市三和盛米业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高兴理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5 2018-3-28 91640500073832932X 1500 6500 100 宣和镇

21 宁夏汇霖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民营 贸易 孙兆献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6 2018-6-1 91640500083512166T 16000 6000 东园镇

22 中卫市种子公司 国有 贸易 王平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7 2018-3-16 91640500454770667W 2000 3000 文昌镇

23 中卫市荣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民营 贸易 孙立勇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48 2019-4-26 916405003178229260 1000 1500 东园镇

24 中卫市金麦子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加工 焦清水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53 2019-3-27 91640500564124332D 1000 1500 滨河镇

25 中卫市金鑫源粮食有限公司 民营 贸易 杨保玉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54 2019-3-4 916405003526793447 5000 7500 迎水镇

26 宁夏正旺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周正祥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56 2017-12-25 91640500774919766D 14000 21000 200 迎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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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宁夏正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周靖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57 2017-12-25 91640500MA75WDCD7F 10000 15000 中卫市工业园区

28 宁夏康臻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 加工 郭伟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58 2019-4-19 91640500MA76EA6B7U 4000 12000 东园镇新星村

29 中卫市地方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 贸易 张爱宁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59 2019-6-3 91640500MA772NMJ5E 24470 36705 文昌镇

30 宁夏万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 加工 万松平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0060 2019-10-30 91640500MA773FNF2W 3000 4500 100 东园镇

31中卫市宣和镇鑫财粮食流通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高银喜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1032 2017-3-16 936405006943198754 500 8000 宣和镇

32 中卫市兴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龙兴发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1039 2018-4-2 9364050031774426XQ 500 7500 宣和镇

33 中卫市研明瓜果流通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王正明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1059.I 2016-8-2 93640500317703658Y 1000 1500 宣和镇

34 中卫市兴拓农林服务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拓明绘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1061 2018-11-9 93640500083537582L 1000 1500 永康镇

35 中卫市北长滩经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赵中余 中卫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31062 2020-4-27 93640500MA75WKM97K 500 750 迎水镇

36 中宁县旭丰粮食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唐慧宁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44.1 2018-5-20 93640521MA75Y3PR3D 2000 4000 中宁县鸣沙镇黄营村

37 宁夏塞上粮仓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黑正虎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70.0 2017-11-30 91640521554188682A 2100 24165 中宁县大战场东街

38 宁夏隆盛昌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黑正虎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66.0 2018-5-29 91640521MA761AR264 1200 22130 中宁县大战场东街

39 宁夏晓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马兵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68 2016-3-29 91640521554180613C 1200 12320 中宁县长山头高速路口

40 宁夏鑫玉粮源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海军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06.0 2016-7-1 91640521064754186Y 1800 7800 中宁县大战场农场

41 宁夏鑫宏粮源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海玉荣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03.1 2017-9-29 91640521MA761L4B35 1700 6520 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

42 中宁县东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王旭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81.0 2015-4-13 91640521585350435K 3000 120 中宁县宁安镇东华村八队

43 中宁县禹王面粉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王占玉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38 2016-4-26 91640521715014609N 3400 2980 100 中宁县城北街

44 中宁县普国玉米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丁普国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53 2016-6-13 93640521MA75WE541A 1200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街

45 中宁县鹏丰玉米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程军强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56 2016-12-21 93640521MA75XNM58D 750 4200 中宁县大战场镇固塘村

46 中宁县鑫东瑞玉米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张东杰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34.0 2018-3-25 93640521073841425H 750 720 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47 中宁县喜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黑正香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61 2017-3-15 91640521MA75Y9YY9D 800 3100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街

48 中宁县丰泽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白金龙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02 2016-4-26 91640521750801640F 2000 87230 120 中宁县城北环路

49 中宁县丰泽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余丁分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田小兵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57 2017-1-11 91640521MN75XNYM3P 3000 21300 中宁县余丁乡黄羊村

50 中宁县丰泽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东华分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朱万锋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59 2017-1-11 91640521MA75XNYG4M 4500 7800 中宁县宁安镇东华村

51 中宁县丰泽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石空分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赵军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58 2017-1-11 91640521MA75XNYJ97 3200 3600 中宁县石空镇火车站西

52 宁夏金岸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田小兵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65.0 2018-5-4 91640521MA76C4FN5N 4800 4700 中宁县鸣沙镇鸣沙粮库院内

53 中宁县万宝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万海清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26.0 2016-6-13 91640521L002842028 2600 31000 中宁县石空镇南街

54 宁夏红宝农林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孙占财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08 2016-6-23 91640521596212492M 3000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街

55 中宁县宏盛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孙海彬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05.0 2016-7-1 91640521763232512G 980 1100 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56 兰州捷时特物流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 公司 贸易 彭光廷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38.0 2018-4-30 916400000083516423H 1200 中宁县枣园536处

57 中宁县建成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李建成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72.0 2017-11-1 916405215541864419 5300 6200 中宁县恩和镇南街

58 中宁县万海生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万海生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54 2016-12-21 91640521684229665E 450 60 中宁县新堡镇亲水街

59 中宁县军粮供应站 国有 粮油供应蒋军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51 2016-4-26 91640521228364038Y 600 中宁县新堡街

60 中宁县鑫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龚建华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08.0 2018-5-4 91640521670407205X 2800 12400 中宁黄河大桥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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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宁夏海东玉米产销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罗海东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03 2017-4-13 936405210546363620 1000 3890 中宁县恩和镇红梧山村

62 中央储备粮中宁直属库有限公司 国有 贸易 赵川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03.0 2016-4-26 91640521710681170N 190000 57036 中宁县中宁南站西侧

63 中宁县雪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加工 孔风海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21.0 2016-7-1 9164052173590761N 4800 150 中宁县恩和镇曹桥村二队

64 中宁县民丰枸杞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刘颖华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062 2015-4-13 640521NA00834X 1200 5800 中宁县城北环路西侧

65 中宁县万峰粮食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贸易 宋国虎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18.0 2016-7-1 93640521073807219X 1300 3200 中宁县渠口农场农七队

66 宁夏农兴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马强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63.0 2017-9-29 91640521MA75XP7A9K 750 大战场镇马莲梁村十斗

67 宁夏谷道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贸易 张举 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宁0240164.0 2018-1-20 91640521MA761JJ468 800 中宁县大战场东街

68 海原县圣雪面粉厂 私企 加工 田力军 海原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522221 2020-3-17 640522300000904 300 1000 海原老城区北坪梁

69 海原县百兴佳商贸有限公司 私企 贸易 赵全恩 海原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500101 2020-3-18 640522600031846 150 6000 海原县七营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