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省份

怀柔区雷西沟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
2

——平安富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

宝坻区荣发林木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荣发林木种植有限公司
天津

——盛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忠涛蚯蚓养殖专业合作社
邢台市大地园林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

——大地园林有限公司
河北

宽城化皮溜子南山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宽城天润秋野种植专业合作社
涞源县六旺川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

——桃木疙瘩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沁源县森源党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

12

蓟州区盛世农业花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静海区大丰堆镇忠涛蚯蚓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

11

——房山区大石窝镇辛庄村经济合作社
——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

8

房山区辛庄村循环种养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密云区金叵罗林下种植示范基地

3

5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长治市沁源县森源林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

武乡县众民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武乡县众民造林专业合作社
乡宁县琪尔康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琪尔康翅果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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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乌拉特前旗河套蒙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3
14

——天衡制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

本溪县红松林集团森林木耳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红松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丹东市双山子镇天桥沟林下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7

——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

——熙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参康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桓仁县隆御山宝边石哈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0

——山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通化市医药高新区林下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1

——东方红西洋参药业（通化）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

集安市坤盛林下参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集安市坤盛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通化县红星林下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3

——通化红星生态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

阿城区天问山黄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天问山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林场茶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5

——南京市六合平山林场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

26

桓仁县熙峰集团林下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桓仁县参康源林下参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9

24

——额济纳旗浩林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巴林左旗红格尔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16

22

额济纳旗浩林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巴林左旗红格尔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5

18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盱眙县石马山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盱眙县石马山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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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开化县琪琅山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7
28

——森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诸暨市禾兮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禾兮中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磐安县山之舟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9

——磐安县山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池州市贵池区九华府黄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0

——池州市适四时农业有限公司
祁门县新安镇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1

——黄山市仙寓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绩溪县长安镇万萝山黄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2

——绩溪县万萝山农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潜山市逸品山庄石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3

——逸品山庄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颍泉区大丰收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4
安徽
35

——阜阳大丰收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旌德县千草源黄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千草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宿松县正宏金银花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6

——正宏现代农业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宿州市仙湖花田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7

——宿州市仙湖花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霍山县九仙尊霍山石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8

——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
巢湖市厵村森林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9
40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原乡厵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

宁德市屏南县澄新山苍子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澄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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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诏安县裕健龙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1

——裕健龙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安市九仙斛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2

——泉州市九仙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游县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3

——闽药生态有限公司
光泽县承天农林七叶一枝花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4

——承天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化县益珍三叶青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5

——宁化县益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永春县蜜蜂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永春县蜜蜂产业协会
福建

长汀县四都镇兰花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长汀县元仕花卉专业合作社
永春县金胜金线莲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泉州市金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长汀县鸿鑫食用菌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长汀县鸿鑫食用菌有限公司
明溪县夏阳乡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云石中草药有限公司
南安市向阳乡都山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南安市都山生态农林专业合作社
连城县星光铁皮石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连城县星光碧野芳踪家庭农场
德化县石牛山森林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德化县石牛山景区经营有限公司
漳平市南洋镇九鹏溪森林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漳平市九鹏溪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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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崇仁县罗山峰灵芝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55

——罗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武宁县新光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56

——新光山水开发有限公司
鄱阳县德义源家禽养殖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57

——德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乡区栎湾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58
江西
59

——栎湾农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柴桑区九江露润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九江露润种养专业合作社
芦溪县新泉十八湾金线莲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0

——江西林耀生态农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婺源县婺芝源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1

——婺芝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余江区九草铁皮石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2

——九草铁皮石斛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
岱岳区仙草谷泰山黄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3

——泰安市仙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费县柱子山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4
山东
65

——柱子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滨州市博兴县博华苜蓿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唐县金瑞中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6

——高唐县金瑞农牧有限公司
南召县联源生物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7
河南
68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联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宁寿堂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宁寿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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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咸安区横沟桥镇青鹏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9

——青鹏园艺有限公司
谷城军旅班河森林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0
71

——谷城军旅班河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

咸宁市国营小岭林场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咸宁市国营小岭林场
绥宁县神农金康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4

——绥宁县神农金康药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桑植县康华粽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5
湖南
76

——张家界康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澧县马踏溪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澧县海福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资阳区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7

——诺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平县汇友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8

——汇友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梅县区中大南药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9

82

——随县亿荣生态家庭农场
——康之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3

81

随县唐镇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大冶市康之堂铁皮石斛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2

80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梅州市中大南药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

阳西县新湖沉香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阳江市新湖沉香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化州市化橘红橘星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化州市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清新区良田龙脑樟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良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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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国有七坡林场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83

——国有七坡林场
河池市金城江区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84
广西
85

——河池市林中宝铁皮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
浦北县石祖禅茶园（茶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浦北县五皇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岑溪市金健蜜蜂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86

——岑溪市金健养蜂专业合作社
琼中县正生堂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87
海南
88

——琼中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儋州市热科源儋州鸡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热科源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巴南区彩色森林食用菌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89
重庆
90

——邦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城口县天宝药业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精珍竹笋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1

——精珍味业有限公司
洪雅县威奇康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2
四川
93

——威奇康药业有限公司
甘洛县康源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甘洛县康源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
小金县四川诺托璞高山羌活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4

——诺托璞生态药材有限公司
黎平县青江天麻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5

——黎平青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

96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镇远县黔康源天麻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镇远县黔康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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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荔波县启明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7

——贵州启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贞丰县丰源黑皮鸡枞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98
99

——丰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丹寨县昌昊金煌天冬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贵州

——册亨县布依酒业有限公司
岑巩县平庄镇走马坪茶树菇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1

——苗岭黔菇菌业有限公司
安顺市金鸡农庄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2

——安顺市金鸡农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禄劝县轿子山天麻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3

——昆明鸿垚农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宁蒗县恒泰蜜蜂等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4
云南
105

会泽县会泽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临沧市临翔区小道河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善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藏

柳梧达东千亩桃园森林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柳梧达东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石泉县本草溪谷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8

110

——宁蒗恒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会泽林下种植有限公司

106

109

——昌昊金煌（贵州）中药有限公司
册亨县布依灵芝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00

107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久泰农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

陇县丰田蜂业中蜂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陇县丰田蜂业专业合作社
略阳县锦绣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略阳县锦绣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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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商洛市鸿伟生态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11
112

——商洛市鸿伟生态实业有限公司
凤县麝草堂特种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陕西

——眉县天源中草药开发有限公司
宝鸡市凤翔区清心园家禽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14

——凤翔县清心园农业专业合作社
康县鸿泰中蜂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15
甘肃
116
青海

119

122
123

民勤县天盛肉苁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海东市杏福岭森林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宏博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彭阳县北国蜜语中蜂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宁夏

121

——康县鸿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8

120

——麝草堂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眉县天源中药材种植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13

117

基地名称及建设主体

——北国蜜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彭阳县万升实业朝那鸡养殖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万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

麦盖提县刀郎生态肉苁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麦盖提县刀郎生态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兴安岭 加格达奇林业局古利库金莲花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林业集团 ——加格达奇林业局古利库林场
龙江森工 清河林业局育林林场五味子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集团
长白山

——清河林业局育林林场
天桥岭黑木耳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森工集团 ——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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