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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宁枸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许可使

用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 自主商标名称

1 宁夏杞乡生物食品工程有限公司 王自贵 杞乡春、好福杞

2
早康枸杞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早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朱彦华 早康、红五千

3 中宁县隆盛聚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张建明 隆盛聚

4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 郝万亮 百瑞源

5 宁夏宁安堡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曹登科 宁安堡

6 宁夏中宁县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潘彦明 杞翔

7 宁夏红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周佳奇 杞王

8 宁夏杞鑫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党玉海 杞鑫源

9 中宁县杞瑞康商贸有限公司 魏 涛 泓蕴

10 宁夏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张建波 杞 都

11 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王 宇 亮 杞

12 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雍 文 杞之龍

13 宁夏中杞枸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贾登亮 福寿果

14 玺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 高贵武 玺 赞、红柳沟

15
宁夏中宁县齐力红枣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成都齐力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郝玉荣 奇粒宏

16 中宁县凯悦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张 凯 杞格格

17 宁夏中宁县杞玉商贸有限公司 张吉华 启玉

18
宁夏大力食品产业有限公司(成都月月红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郝雁冰

大力、月月红、憨

逗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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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宁夏红梧山商贸有限公司 李爱琴 红梧山、红梧庄园

20 中宁县顺达枸杞专业合作社 谢占东 清水顺达

21 宁夏中宁县康健商贸有限公司 康晓宇 杞 顺

22 宁夏壹宝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张彦春 云坤壹宝

23 宁夏睿博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刘旭东 杞鳯堂

24 宁夏永寿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张永生 红九州

25 中宁县悦丰百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杨玉明 悦吉堂

26 中宁县农丰枸杞专业合作社 严立东 御启鸿

27 宁夏红宝农林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王银庚 宁堡红、杞裕红

28 宁夏润鑫源枸杞开发有限公司 杨 华 杞红泰来

29 宁夏贵合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自平 杞 蕴

30 宁夏中宁县旭彤枸杞开发有限公司 严 祺 旭彤红

31
宁夏卿用枸杞有限公司（宁夏回娘子农业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科技）
胡昊川 卿 用

32 中宁县惠林商贸有限公司 王国顺 果顺

33 宁夏百事恒兴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安为君 壹勺堂、杞兴骏叶

34 中宁县鸿鹏商贸有限公司 康鸿鹏 鸿艳

35 宁夏中宁枸杞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周佳奇 红畔

36 中宁县千宸土特产商贸有限公司 余 龙 杞澳

37 宁夏大漠枸杞产品有限公司 唐凤霞 天蕴

38 宁夏中宁县骨杞草枸杞开发有限公司 黄 伟 愚杞

39 宁夏中宁县春杞枸杞科技有限公司 沈兴虎 杞帝乐

40 宁夏中宁天元枸杞科技有限公司 贾天将 天元红

41 宁夏荣尚商贸有限公司 马国峻 哲墨美

42 中宁县仲俊枸杞专业合作社 刘仲俊 杞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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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宁县龙共枸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龚学明 龙共瑞尊

44 宁夏中宁县金河枸杞开发有限公司 陆合民 杞伯伯

45 宁夏兴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兴华 杞兴鑫

46 中宁县杞六福商贸有限公司 何 立 寸杞堂、红黑杞圣

47 中宁县晨翔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何 俊 杞家姊妹

48 宁夏绿地商贸有限公司 王全宁 绿淘源

49 宁夏中宁县杞源祥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 孔祥鑫 杞门、杞源祥

50 宁夏龙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杨昭君 杞瑞福

51 中宁县茂源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董 皓 茂源情

52 宁夏郝氏粒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郝 旭 郝氏粒道、杞园红

53 宁夏开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 龙 红盛

54 宁夏齐荣商贸有限公司 周自群 杞子翔

55 宁夏禾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宋娇娇 杞宏大地

56 中宁县舟塔乡潘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王仲琪 塔杞源

57 宁夏喜喳喳农产品连锁有限公司 张利民 喜喳喳

58 中宁县吉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薛志刚 长生早

59 中宁县隆原裕民枸杞专业合作社 靳川孝 瑞隆原

60 中宁县沙洲硒砂瓜产销专业合作社 贺 坚 七月杞洲

61 中宁县杞缘塞上红科技有限公司 陈志娟 杞缘 塞上红

62 中宁县鸿盛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马 欣 杞芳飞

63 宁夏锄头农贸有限公司 杜文达 却山行

64 宁夏福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 慧 福兆源

65 宁夏杞业世家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于学东 杞业世家

66 中宁县永和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赵 楠 杞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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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宁夏柒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 华 柒康

68 中宁县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孙朝磊 益智果

69 宁夏统牌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张辉 一味真

70 中宁县供销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谭嘉勋 塞杞香

71 宁夏源乡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聂正宝 玺 赞、红柳沟

72 宁夏宝芝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赵志德 宝芝红

73 中宁县宁尚鲜农副产品经营店 张惠 宁尚鲜

74 宁夏柒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华 好喜杞

75 宁夏杞岫大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祝海斌 杞岫

76 中宁县杞福源商贸有限公司 吕玉宝 杞福源

77 宁夏凯达杞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张凯 星杞梦

78 宁夏中宁县洪杞福枸杞商贸有限公司 刘红星 洪杞福

79 中宁县华杞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崔明磊 四百户

80 宁夏华膳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慧芳 江南好

81 宁夏杞里香枸杞有限责任公司 祁 珍 杞里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