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持林业产业化就是扶持林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

林农。

为进一步做好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服务与扶

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省林业产业化建

设，为建设富强河南、美丽河南做出新的贡献，依据《河南省林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监测管理办法》，在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监测推荐的基础上，省林业厅组织有关专家对 2012 年

认定的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新推荐上报的企业进行了

复审认定，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355家企业被确认为省

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单附后）。

省林业厅将对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

理，定期监测。

河南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主次）

郑州市（32家）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天缘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王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郑州佰沃生物质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顺达高新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花楼现代农业科技园有限公司

郑州玉林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彤瑞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鸿宝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陈砦花卉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丰乐农庄有限公司

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绿源山水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新都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绿金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枣都蜂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一养苑生态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新郑市隆基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雅新园艺有限公司

登封市嵩山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星华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嘉盛三水源生态林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东兴古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好日子园艺有限公司

郑州市春发密香杏有限公司

河南民鑫红豆杉生态造林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绿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牟县徐庄花卉

中牟县刘集镇多彩苗圃场

河南中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士达园艺有限公司

开封市（14家）

河南阿凡达精工家具有限公司

开封市杉晗花木园艺有限公司

河南上禾实业有限公司

尉氏县鸿旭木业有限公司

尉氏县华誉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桐林木业有限公司

尉氏县顺兴木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金开生态绿化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康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菊花高新科技产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尉氏县一林板业有限公司

河南克诺木业有限公司

开封欧诗宝木业有限公司

开封县朱仙镇苗圃有限公司

洛阳市（35家）

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

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

栾川县百世荣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君山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楚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双赢红提种植有限公司

洛阳鑫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阳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洛宁县安新农林牧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市富宁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林森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天宁木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鼎润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旭龙生态园林工程公司

偃师市唐僧寺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洛阳万紫千红苗木有限公司

洛阳万安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永固达木业有限公司

宜阳县北国风光生态园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本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栾川养子沟旅游休闲度假有限公司

洛阳昕宁木业有限公司简介

洛阳凤凰山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酬勤园艺有限公司

洛阳森浩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瀍源玫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汝阳完美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阳圣水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鑫宏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华洛三环木业有限公司

洛阳春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万山湖旅游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首农业有限公司

栾川县大泽裕养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阳贞观牡丹种植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9家）

舞钢市二郎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舞钢市龙田农业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市景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鲁山县林丰庄园有限公司

河南省奥德林实业有限公司

宝丰县军营种植专业合作社

平顶山市九子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派铌迩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宝丰荣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阳市（10家）

承德乐比乐饮品有限公司内黄分公司

内黄县兴农果树栽培有限公司

河南省佳多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贞德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安阳市如日枣业有限公司

林州市万宝山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汤阴县锦香花都有限公司

安阳市德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林州市华龙山林果开发基地

安阳市瑞祥风景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市（11家）

鹤壁市鹤山区隆鑫生态园

鹤壁紫晨农牧开发中心

浚县中鹤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方信实业有限公司

鹤壁市广发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鹤壁市景秀园林有限公司

鹤壁市淇滨区喜洋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鹤壁大易生态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晨浩园林有限公司

鹤壁市浩创苗木培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鹤壁市果一方种植专业合作社

新乡市（16家）

新乡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宏达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跑马岭地质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芋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新乡积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新乡市鑫泰隆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津思味农业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八里沟景区有限公司

新乡市碧波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新乡市绿色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新乡县龙泉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聚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河南嘉联农林有限公司

新乡市大明饮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4家）

河南省孟州市奥森人造板有限公司

焦作瑞丰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禾正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濮阳市（20家）

濮阳市森大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汇泉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万相农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国裕泰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天泉林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濮阳市光明密度板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全红杨苗木有限公司

河南省民通华瑞纸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濠润木业有限公司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源龙乡花卉种植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当代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昊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范县丽景农民专业合作社

濮阳市华龙区丰地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河南久正和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天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雪牛集团有限公司

濮阳市通宇纸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6家）

许昌市花都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鄢陵花木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景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中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市（8家）

河南省胡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漯河市国伟农林牧产业有限公司

漯河伊人黑玫瑰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亿康工贸有限公司

漯河青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漯河市召陵区金利园果品专业合作社

舞阳县众利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三门峡市（22家）

河南远山自然农业有限公司

河南三宝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景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华宝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豫西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门峡吉元农林有限公司

河南绿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普瑞玛果醋饮品有限公司

三门峡缘份果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养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灵宝分公司

河南沙大宝食品有限公司

三门峡华阳食品有限公司

三门峡龙泉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奶业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高山天然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圣祥药材有限公司

三门峡黄河丹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燕子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汉山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长青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市（34家）

新野县万亩湖林木花卉专业合作社

新野县津绿林果专业合作社

南阳豫花园实业有限公司

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众森林业合作社

南阳市宛城区卉森花木基地

镇平县艺苑苗木专业合作社

南阳市果然风情实业有限公司

南阳月季基地

南阳卧龙区石桥月季合作社

南阳泰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南阳伏牛山木瓜食品有限公司

南召华龙辛夷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四季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桐柏山野茶开发有限公司

南阳文鲜月季科普基地

南阳市宛城区鼎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南阳市宛城区意景园艺有限公司

南召新旺玉兰生态园有限公司

淅川县绿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程平林业有限公司

南阳市果然出色生态林业有限公司

淅川县丹江缘茶业有限公司

淅川县源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亿隆丹江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阳市泓森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哪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仲景大厨房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盘古溪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桐柏县江记油脂

新野县豫南香梨农民合作社

南阳市卧龙区金鹏月季有限公司

内乡县浩林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天曼木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26家）

夏邑县金展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永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夏邑县绿源养殖有限公司

夏邑县东海木业有限公司

夏邑县龙腾木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鼎立木业有限公司

虞城阿姆斯果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黄和平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虞城县绿缘花卉有限公司

虞城县豫东花卉有限公司

南海松本（商丘）木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森梦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商丘市鼎盛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瑞丰木业有限公司

宁陵宇森人造板有限公司

宁陵县欧瑞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腾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丘市鼎泰木业有限公司

永生堂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民权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

民权果之源饮品有限公司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普瑞特木制包装有限公司

商丘龙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宁丰木业有限公司

商丘新荣纸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42家）

信阳金兴林业有限公司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信阳市中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绿达山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新县安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县升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林茶叶有限公司

新县宏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国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莱新农林科研有限公司

河南省唐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信阳豫峰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光山县诚信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友邦木业有限公司

罗山县皇城山茶叶有限公司

罗山县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罗山县亿峰生态林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申林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黄檗山旅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商城县龙潭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商城县长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广义茶叶有限公司

信阳天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信阳祥雨林业有限公司

信阳鲲鹏茶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盛峰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农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太平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富民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万山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现代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光山县观五枚小杂果专业合作社

光山县金合欢林茶专业合作社

新县世扬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盛世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商城县山香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世纪中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淮滨县富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周口市（9家）

河南豫人木业有限公司

周口大河林业有限公司

周口绿野酒业有限公司

项城市永丰绿野园林花木场

西华县晨辉工贸有限公司

扶沟金林园林花木专业合作社

扶沟县怡和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河南盛宇板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口民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驻马店（19家）

上蔡县花木厂

河南森森园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怡磊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上蔡县豫发园林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遂平县友利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盛华源林田有限公司

河南省森鑫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桂特纸科技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恒盈懿丰农牧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大自然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确山县天目山林牧有限公司

河南松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嵖岈山旅游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遂平名品花木园林有限公司

泌阳县国强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汝南联合正兴板业有限公司

济源市（3家）

河南省济源市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济源蟒河森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济源市鸿润苗木科技有限公司

巩义市（3家）

巩义市汇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兴旺木业有限公司

郑州绿海农林科技示范园

兰考县（5家）

兰考县三环华兰实业集团

河南中州民族乐器有限公司

兰考县丰利木业有限公司

兰考富源蚕业有限公司

兰考昌华林业有限公司

汝州市（1家）

汝州市御园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滑县（1家）

河南省艾迪嘉家具有限公司

长垣县（9家）

河南省宏力高科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垣县中天园林绿化种植有限公司

河南正昊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江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亿隆高效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长垣县华西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长垣县长城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卫华农林有限公司

邓州市（4家）

河南益嘉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邓州市益嘉地板有限公司

邓州市新艺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邓州市绿卉农林园艺有限公司

永城市（3家）

永城市三农花木有限公司

永城市兴盛木业有限公司

商丘盛霖苗木科技有限公司

固始县（7家）

固始县华丰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一鼎通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

固始县大别山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三禾木业有限公司

河南仰天雪绿茶叶有限公司

固始县绿源花木有限公司

鹿邑县（1家）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省直（1家）

河南省顺和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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