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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 庄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2020年市级农业产业强镇等 

名单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经研究，新认定市级农业产业强镇15个、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27 个、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69 个、市级家庭农场示范场

33 个、市级农业“新六产”示范镇（街）8 个、市级农业“新六

产”示范主体47个、第一批枣庄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个、

第一批枣庄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22个。 

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培植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业

“新六产”，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对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全市农村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激发农村活力、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

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扶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强化

工作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市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附件：1.2020年市级农业产业强镇名单 

2.2020年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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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年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单 

4.2020年市级家庭农场示范场名单 

5.2020年市级农业“新六产”示范镇（街）名单 

6.2020年市级农业“新六产”示范主体名单 

7.第一批枣庄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 

8.第一批枣庄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名单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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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 年市级农业产业强镇名单 

（15个） 

 

滕州市（3个） 

洪绪镇   界河镇   大坞镇 

薛城区（2个） 

周营镇   沙沟镇 

山亭区（4个） 

店子镇   冯卯镇   城头镇   西集镇 

市中区（2个） 

税郭镇   孟庄镇 

峄城区（2个） 

阴平镇   榴园镇 

台儿庄区（2个） 

泥沟镇   马兰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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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 年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名单 

（27个） 

 

滕州市（8个） 

滕州市今麦佳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沃薯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启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滕州市家乡麦面粉有限公司 

山东今缘春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老滕县食品有限公司 

滕州市盛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枣庄芳草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薛城区（4个） 

山东尚品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云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枣庄圣土山农场有限公司 

山东省果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亭区（2个） 

山东百味山亭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枣庄市山亭区宏福薯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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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4个） 

山东鲁瑞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枣庄登海德泰种业有限公司 

枣庄市晓鸣畜禽有限公司 

枣庄市刘氏果业有限公司 

峄城区（7个） 

枣庄马寨食品有限公司 

枣庄青檀食品有限公司 

枣庄金源牧业有限公司 

枣庄亿豪板材有限公司 

山东省福亨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市峄城区陈德芳肉牛养殖场 

山东美果来食品有限公司 

台儿庄区（2个） 

枣庄天耀淀粉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市香安华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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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 年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单 

（69个） 

 

滕州市（19个） 

滕州市伟聚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奉华蔬菜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昌茂源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蓬仙鼎盛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吉友薯业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全宇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众合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庆生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创亿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广义果蔬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向阳核桃产销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苗枫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安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鑫翔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滕州市科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耕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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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东平农机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西岗镇高庙东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薛城区（6个） 

枣庄市薛城区众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薛城区洪运农机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薛城区界沟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薛城区祥伟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薛城区薛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薛城区众顺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亭区（9个） 

枣庄市山亭区来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洲桥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农乐园地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鑫源地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凤鸣苑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丰源地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万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城顺农机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山亭区东迦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市中区（7个） 

枣庄市市中区福旺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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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金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市中区国锋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市中区红旗江山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市中区聚鑫葡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市中区绿阳果蔬种植农民合作社 

枣庄市市中区七贤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18个） 

峄城区秋艳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蔬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福才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峨山镇海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金联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峨山镇金山养牛场 

峄城区祥源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高强农机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贵邦蔬果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榴园农机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峄城区瑞沃农机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富友农机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和顺庄园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峄城区金马农机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众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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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峄城区益风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金利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鸿顺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台儿庄区（10个） 

枣庄市台儿庄区智通渔业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黄丘山甜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头雁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忠凯农机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大自然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惠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沃能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瑞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鲁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台儿庄区英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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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0 年市级家庭农场示范场名单 

（33个） 

 

滕州市（9个） 

滕州市润德生态农场 

滕州市羊庄绿源家庭农场 

滕州市农堂家庭农场 

滕州市西岗裕丰源家庭农场 

滕州市西岗其苓家庭农场 

滕州市现代家庭农场 

滕州市羊庄启宇家庭农场 

滕州市卓源家庭农场 

滕州市南沙河王二家庭农场 

薛城区（1个） 

薛城区沙沟东华家庭农场 

山亭区（6个） 

枣庄市山亭区永东家庭农场 

枣庄市山亭区秀珍家庭农场 

枣庄市山亭区聚贤家庭农场 

山亭区桑村镇金果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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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徐庄镇翼云诚信家庭农场 

山亭区魏连一家庭农场 

市中区（2个） 

市中区芳兴家庭农场 

市中区昊丞家庭农场 

峄城区（7个） 

枣庄市峄城区聚兴家庭农场 

枣庄市峄城区浩源家庭农场 

枣庄市峄城区孙华畜牧养殖家庭农场 

枣庄市峄城区广海家庭农场 

枣庄市峄城区青荷园家庭农场 

峄城区春雨润泽家庭农场 

枣庄市峄城区前忠家庭农场 

台儿庄区（8个） 

枣庄市台儿庄区归园田居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庆龙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金岗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星豹种植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玉麒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鑫香盈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家和种植家庭农场 

枣庄市台儿庄区欣源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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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0 年市级农业“新六产”示范镇（街）名单 

（8个） 

 

滕州市东郭镇 

滕州市滨湖镇 

山亭区店子镇 

山亭区西集镇 

薛城区沙沟镇 

市中区永安镇 

峄城区榴园镇 

台儿庄区邳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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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20 年市级农业“新六产”示范主体名单 

（47个） 

 

滕州市（11个） 

山东福藤食品有限公司 

滕州市北大仓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高新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锦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滕州市新东谷面粉有限公司 

滕州市鑫剑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滕州市盛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滕州市卧龙滩家庭农场 

滕州市淘萄家庭农场 

滕州市新丰家庭农场 

滕州市阳光农机专业合作 

薛城区（1个） 

薛城区宣阳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亭区（9个） 

山亭区金土地家庭农场 

山东千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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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富信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泉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翔誉农业有限公司 

山亭区建军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亭区雪山家庭农场 

山亭区山之源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天浆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市中区（10个） 

市中区良源果树农民专业合作社 

市中区思宇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枣庄刘氏果业有限公司 

市中区宝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美丽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市中区芳兴家庭农场 

市中区红旗江山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市中区玉宝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市中区东腾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市中区鑫沃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9个） 

福兴集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峄城区开元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众鑫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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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榴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峄城区福才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山东微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峄城区长远农机专业合作社 

峄城区乡情甜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峄城区丰华挂面厂 

台儿庄区（7个） 

台儿庄区鑫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香安华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枣庄市牧天牛养殖开发有限公司 

台儿庄区安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天时水果种植有限公司 

枣庄市恒博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台儿庄区九九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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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第一批枣庄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 

（6个） 

 

龙阳绿萝卜 

刘村酥梨 

前良樱桃 

峄城石榴 

峄县大枣 

涛沟桥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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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第一批枣庄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名单 

（22个） 

 

滕州市（5个） 

山东微山湖万盛德食品有限公司万盛德咸鸭蛋 

滕州市高新面粉有限公司中鲁高新面粉 

山东龙振庄园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滕州盖土猪猪肉 

山东沃薯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沃薯浓马铃薯煎饼 

山东老滕县食品有限公司老滕县葱辣酱 

薛城区（4个） 

枣庄顺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周营沙河崖青萝卜 

山东甄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菌悦乳酸菌 

山东盛园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维恋猕猴桃 

山东健袖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健袖生态、富硒鲜蛋 

山亭区（4个） 

山东枣店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枣店香长红枣系列产品 

山亭区山之源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椒源花椒 

山亭区富元家庭农场万芙宝草莓 

枣庄市泉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泉之林桃 

市中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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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丰源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白马泉黑木耳 

市中区宝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绿贤园草莓 

市中区思宇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老鲜平菇 

峄城区（3个） 

枣庄古运面业有限公司峄城庄园绿色富硒小麦粉挂面 

枣庄峄州石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山力叶牌石榴茶系列产品 

枣庄东旭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茹芝益康平菇 

台儿庄区（3个） 

偪台儿庄区安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鑫 阳茄子 

台儿庄区鑫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食菇康食用菌、平菇 

台儿庄区穆柯寨甜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穆柯寨甜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