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 十大领军饲料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



附件 2：

2020 三十强饲料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特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

安佑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谷实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力源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正大康地集团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泰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普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中基饲料有限公司

山东亚太中慧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布恩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锦绣大象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3：

2020 二十强饲料添加剂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紫光天化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挑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发药业有限公司

中化云龙有限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 4：

2020 十强宠物饲料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好主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邢台市伊萨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荣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皇誉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雀巢普瑞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邢台市派得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附件 5：

2020 十强反刍动物饲料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泰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康饲料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永和荣达饲料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江苏波杜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正大有限公司

包头市北辰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 6：

2020 十强水产动物饲料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澳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天参农牧水产有限公司

江苏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海马饲料有限公司



附件 7：

2020 三十家优秀创新型饲料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

谷实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公司

北京挑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华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商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希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方田饲料有限公司

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为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大帝汉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泰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菲迪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邦之德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龙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无锡正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大牧人牧业有限公司

重庆民泰新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波音饲料有限公司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中基饲料有限公司



附件 8：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先进集体（地方协会等）

（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河北省饲料工业协会

山西省饲料工业协会

辽宁省饲料工业协会

吉林省饲料工业协会

黑龙江省饲料工业协会

上海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兽药饲料检测所)

江苏省饲料工业协会

安徽省饲料与健康养殖行业协会

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福建省饲料工业协会

山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河南省饲料工业协会

湖北省饲料工业协会



湖南省饲料工业协会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广西饲料工业协会

海南省饲料兽药行业协会

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

云南省饲料工业协会

陕西省饲料协会

陕西省饲料工作总站

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中心

宁夏饲料工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畜牧兽医工作站



附件 9：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先进工作者

（排名不分先后）

张军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樊 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

王培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

王湘黔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杨艳艳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韦兴茹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毛玉宝 天津悦丰饲料有限公司

付学平 河北方田饲料有限公司

陈宝江 河北农业大学

张艳梅 山西省畜牧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

王志军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韩业东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陈玉艳 辽宁省农产品及兽药饲料产品检验检测院

孙武文 长春博瑞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王北疆 公主岭市兽药饲料监察所



高云峰 黑龙江省农产品和兽药饲料技术鉴定站

杨 威 黑龙江省饲料工业协会

曹 莹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兽药饲

料检测所)

叶 飞 无锡正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邹益东 宜兴市天石饲料有限公司

王红卫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李浙烽 杭州康德权饲料有限公司

杨 林 安徽省饲料与健康养殖行业协会

宋亚伟 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陈婉如 福建省饲料工业协会

饶 辉 江西省畜牧技术推广站

蔡华东 赣州市饲料质量监督检验站

于 娟 山东布恩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刘方波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曹金党 山东海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祥 河南农业大学

郑文革 河南亿万中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詹志春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齐德生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丁斌鹰 武汉轻工大学

陈文斌 湖南百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黄 勇 湖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郑石轩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朝云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沈水宝 广西饲料工业协会

卢丽枝 广西饲料工业协会

叶云锋 广西壮族自治区饲料监测所

卢学民 海南西南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彭 强 重庆市兽药饲料检测所

邹成义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李 云 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

李书伟 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

罗玉洁 贵州省草地技术试验推广站

周泽英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养殖业中心

陶 冶 云南省饲料工业协会

叶 玲 陕西省饲料工作总站

吴忠宏 陕西省饲料工作总站

严 敏 陕西省饲料工业协会

杨红岩 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张 憬 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邢泽光 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贾 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焦丽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饲料工业协会



杨红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工作总站

张新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畜牧兽医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