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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1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第一批收储库点名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国粮发〔2018〕99号）和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印

发河南省201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方案的通知》（豫粮〔2019〕8号）精神，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河南省自2019年 7月 2日在省内符合条件的
相关地区启动201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现将第一批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名单公告如下:

收储库点名称

开封城北国家粮油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封城南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城南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东库区）

河南开封城东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0二 0二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0二 0八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0二一八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0二三六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市祥符区永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开封市祥符区丰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通许县天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城南分公司

通许县天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城西分公司

通许县晨汇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厉庄分公司

通许县天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城北分公司

中央储备粮开封直属库有限公司兰考分公司

兰考县谷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兰考县红庙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兰考县固阳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兰考县葡萄架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兰考县鑫茂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杞县国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杞县怡兵粮油有限公司

杞县金苏麦业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谷物六福仓储有限公司

杞县地圣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杞县开章粮油有限公司

杞县金圉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嘉硕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永达国家粮食储备库

尉氏鑫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山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鑫丰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北库区）

尉氏鑫友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县鑫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恒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裕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南库区）

尉氏县鑫航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粮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尉氏库

尉氏鑫兴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鑫达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河南豫粮物流有限公司尉氏直属库

鲁山县永信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佳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神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鲁山县马楼豫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让河宏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辛集庆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正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鲁山县董周丰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郏县0四一六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郏县0四二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郏县粮食局冢头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长桥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王集粮食管理所

郏县粮食局广阔天地粮食管理所

汝州市戎庄粮食储备库

汝州零四一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汝州市宇冠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汝州市鑫瑞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汝州市兴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汝州市兴宇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汝州市瑞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舞钢国家粮食储备库

中原粮食舞钢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新兴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五里岗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0九 0一省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有限公司许繁路库区

长葛0九一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世通谷物有限公司直属库

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长葛二库

长葛市增福庙粮食管理所

河南省豫粮粮食集团有限公司长葛库北院

长葛市正昕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有限公司鄢陵分公司

河南豫粮麦业有限公司鄢陵粮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马栏分公司南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张桥分公司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陶城分公司南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陶城分公司北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望田分公司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彭店分公司南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马坊分公司东库

河南德盛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二级河分公司

禹州0九一八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禹州零九零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禹州零九一零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禹州市郭连乡粮油经营管理所

禹州市郭连乡粮油经营管理所褚河库区

禹州市火龙镇粮油经营管理所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丁营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颍阳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范湖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姜庄库

豫粮集团襄城粮食产业有限公司汾陈库

漯河市实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豫粮麦业有限公司漯河粮库

河南省漯河市军粮供应站

漯河市粮食局直属分局粮油购销总公司老窝粮库

漯河乐良粮食有限责任有限公司西库

漯河乐良粮食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东库

漯河市中宜嘉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漯河市粮食局直属分局粮油购销总公司孟庙粮库

漯河市粮食局直属分局粮油购销总公司（黑龙潭库区）

漯河市郾城区靳庄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粮油对外贸易有限公司郾城粮食储备库

中央储备粮漯河直属库有限公司舞阳分公司北库区

舞阳县孟寨粮库

舞阳县章化粮库

舞阳县马北粮库

舞阳县保和粮库

舞阳县太尉粮库

舞阳县舞泉直属粮库

舞阳县三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漯河直属库有限公司巨陵分公司

漯河市军粮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河南商丘国家粮食储备库

商丘市八里堂粮油有限公司

商丘市粮食中转储备库

商丘市恒予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鑫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张阁分公司

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有限公司

商丘市谷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双粮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金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金龙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腾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益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致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军粮供应站

河南商丘陇南国家粮食储备库

柘城县皇集谷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皇集谷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库点

柘城县张桥金桥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柘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柘城县陈青集金麦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马集金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邵园隆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库点

柘城县安平恒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安平恒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南库点

柘城县洪恩金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伯岗兆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大仵金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大仵金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西库点

柘城县远襄荣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申桥聚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申桥聚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库点

柘城县老王集金粮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新城茂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北库点

柘城县小吴嘉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小吴嘉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北库点

柘城县牛城万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开封市北门外路西

开封市杏花营镇杏花营存

开封市铁北街102号

开封市禹王台区开杞公路

开封市东郊白塔东

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政府所在地

开封市祥符区罗王乡政府所在地

开封市祥符区上禾路6号

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政府所在地

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政府所在地

开封市祥符区大李庄政府所在地

通许县邸阁乡杨庄村

通许县大岗李乡北岗村

通许县厉庄乡厉庄街南段

通许县朱砂镇东寨村

开封市兰考县桐乡王庄高场村

兰考县谷营镇谷西村

兰考县红庙镇西村

兰考县固阳镇城内村

葡萄架乡葡萄架村

兰考县文明路2号

杞县城关镇牛角庄村西侧

杞县邢口镇转盘西100米

杞县苏木乡苏木村

杞县经二路路西六福面粉有限公司院内

杞县湖岗乡湖岗集

杞县沙沃乡沙沃村

杞县于镇镇于北村

河南省杞县柿园乡柿园村

尉氏县城西开发区

尉氏县庄头镇庄头北街

尉氏县大营乡大营街

尉氏县张市镇西街

尉氏县门楼任乡门楼任村

尉氏县大桥乡西岗

尉氏县小陈乡小陈村

尉氏县十八里镇北街

尉氏县洧川镇西关

尉氏县水坡镇魏庄村

尉氏县张市镇孔庄村

蔡庄镇北街

尉氏县水坡镇北街

尉氏县洧川镇湾李村

鲁山县张官营镇张官营街

鲁山县磙子营乡磙子营村

鲁山县张良镇西大街

鲁山县马楼乡马楼村

鲁山县让河乡让河街

鲁山县辛集乡辛集村

张店乡后营村

鲁山县董周乡周庄村

郏县薛店镇薛北村

郏县堂街镇士庄村

郏县冢头镇东街村

郏县长桥镇豆堂村

郏县王集乡候店村

郏县广阔天地乡吴堂村

汝州市汝南办事处工业大道中段

汝州市庙下镇庙下村

汝州市米庙镇米庙村

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临西村

汝州市纸坊镇纸东村

汝州市杨楼镇杨楼村

汝州市小屯镇时屯村

舞钢市朱兰建设路

舞钢市朱兰建设路西段

许昌市文峰路北段

许昌市五里岗路923号

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村张乡黄庄村

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

长葛市钟繇大道北段

长葛市增福庙107国道北段西段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北

长葛市增福镇

长葛市南席镇拐子张村

长葛市老城镇西关村

鄢陵县南坞乡屯南村s219省道东侧

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金汇区创业大道19号

鄢陵县马栏镇马栏村

鄢陵县张桥镇冯岗村

鄢陵县陶城镇陶南村

鄢陵县陶城镇三岗村

鄢陵县望田镇北村

鄢陵县彭店镇彭南村

鄢陵县马坊镇马坊集

鄢陵县马栏镇唐庄村

禹州市夏都办五里村

禹州市小吕乡岗马村

禹州市顺店镇顺南村

禹州市郭连乡郭西村

禹州市褚河镇褚河村

禹州市火龙镇火龙村

襄城县虎头李村超限站东100米

襄城县丁营乡丁营村

襄城县颍阳镇北刘庄村1311号

襄城县范湖乡范西村

襄城县姜庄乡任庄村

襄城县汾陈镇汾陈村

漯河市源汇区漯舞路口南三公里路西

漯河市召陵区邓襄镇坑韩村

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庞墩村

漯河市召陵区老窝镇老窝村

漯河市召陵区燕山路南段

漯河市召陵区燕山路南段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苏侯村

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文明路北

漯河市郾城区黑龙潭镇西街村

漯河市郾城区靳庄村

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

漯河市舞阳县吴城镇

舞阳县孟寨镇孟寨街

舞阳县章化乡

舞阳县马村乡马村街

舞阳县保和乡保和街

舞阳县太尉镇太尉街

舞阳县张家港路与珠海路交会处

舞阳县北舞渡镇文昌街

漯河市临颍县巨陵镇潘庄村

临颍县杜曲镇龙堂村

商丘市示范区商虞大道99号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贾寨镇八里堂北街

商丘市商均路北头东侧

商丘市开发区310国道路南

张阁镇沈西村

商丘市梁园区谢集镇道南310国道北

商丘市梁园区观堂粮管所院内

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彭元村

商丘市梁园区平原北路张柿园村

梁园区谢集粮管所院内

梁园区孙付集粮管所院内

梁园区刘口粮管所院内

梁园区水池铺乡商宁路4号

梁园区刘口乡105国道东侧

陇海南路1号

皇集乡如意馆

皇集乡如意馆

张桥镇北环路168号

南环路弯道南侧

柘城县陈青集大街

马集乡南街

柘城县东工业园区物流配送中心院内

安平古桥南

安平交警大队南

柘城县洪恩南街

伯岗乡大街

柘城县大午乡大午西村

柘城县申桥乡大邹村

柘城县远襄镇南街村

申桥乡大吉村

申桥乡大街

柘城县老王集东街

柘城县迎宾大道北段内

柘城县皇集乡如意馆

柘城县小吴南街

浦东街道办事处

收储库点法定代
表人联系方式

0371-23235002

0371-25596026

13949400967

13949400967

13781176888

13783783518

13937839689

13839983006

13608608600

13723243008

13781103406

15737873555

13837882558

13949448555

18737806888

0371-23162262

13937840730

13503481606

18337805866

13903782738

18337805866

13603489968

13673785888

15938596888

13838141770

13903782105

13803782995

13837889228

13903782316

13781119199

13592119702

13598799185

13781119199

13723280188

13937813606

15137814330

13598796699

13700888338

15837821888

13939061253

13937880683

13938639997

18637155666

13503416662

13592199191

13837528386

13937539906

13781825668

13569562538

13507622553

15903901969

13903908089

13937556858

13837589125

13837591775

13603753808

13939969662

13937500515

13849581998

13603758709

13783285718

13639801834

13803750718

13703753668

13949460333

13523550559

13569933696

13937455585

13700892331

13700728456

13938913693

13937171309

15937166858

13903990391

13503712690

13503742956

13700728456

13603865316

13598930189

13937474689

13937491505

13937491505

13937482607

13938779876

13782393320

13598930189

13633742929

13503747716

13937483972

13949802191

13949802191

15936327477

18860365999

13937442993

13937466720

13733665188

13069519191

13837437096

13839509768

13781729929

13803954866

13783062168

13503954481

13503954481

13653751988

13839573111

13939505203

15539546666

13849488687

18037031888

13603957300

13503957162

13703957929

13703857176

13939503926

13939530233

18803956188

18037031888

13703857711

13903709281

13837053327

18860208866

13603700032

13903709281

13803700890

18238010566

13569377689

13937098266

13569377213

17637001555

15938346888

13803700203

13592399099

13937071700

13837097071

13837097071

13938932927

13598365335

13781493788

13837021557

13460159888

18738056037

18738056037

13783703988

13849661604

13837061992

13837061992

15236868868

18103978777

18103978777

13837092499

19837031131

15518662777

15518662777

13148021666

收储库点名称

社旗县李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余岗库点

社旗县晋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社旗县青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社旗县丁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方城县城郊粮食储备库

方城县清河凯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南阳鑫源粮油有限公司园区粮库

方城县独树金宇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方城县金馥植物油有限公司杨楼库点

方城县金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园区库点

方城县中心粮食储备库

南阳嘉鹏粮贸有限公司

南召欣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南阳宛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河南南阳宛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宛东库点

南阳市宛城区官庄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宛城区茶庵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宛城区金华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宛城区白河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宛城区瓦店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粮食管理所刘寺库点

河南南阳建设路国家粮食储备库

南阳一六五九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南阳市卧龙区英庄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卧龙区潦河粮管所

南阳市卧龙区石桥粮食管理所

南阳市卧龙区安皋粮食管理所

镇平县中祥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易成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五里河库点

镇平县中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东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朱岗库点

镇平县永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鸿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鑫汇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东盛祥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金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平县伟业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淅川县老城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淅川县香花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淅川县渠首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淅川县韦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直属分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大桥分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师岗分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瓦亭分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赵店分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王店分公司

内乡县惠粮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赤眉分公司

河南国家粮食储备库新野直属库

河南国家粮食储备库新野施庵库

邓州市构林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河南邓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邓州市腰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腰店站

邓州市穰东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小寨站

邓州市汲滩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西站

邓州市林扒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邓州市林扒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吴岗分公司

邓州市孟楼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孟楼站

邓州市裴营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裴营分公司

邓州市桑庄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湖堰站

邓州市陶营粮油有限责任公司陶营站

邓州市杨营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杨营购销站

邓州市元庄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元庄站

邓州市张楼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吴集站

邓州市赵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赵集粮油分公司

邓州市彭桥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柏林站

邓州市十林镇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十林粮站

邓州市夏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夏集站

河南唐河国家粮食储备库南库区

河南唐河国家粮食储备库北库区

唐河县源潭镇粮食管理所源潭站库点

唐河县源潭镇粮食管理所源潭站库点西区

唐河县源潭镇粮食管理所刘岗库点

唐河县玉唐粮油有限公司

唐河县桐河乡粮食管理所桐河库点

唐河县张店镇粮食管理所张店站库点

唐河县张店镇粮食管理所石岗库点

唐河县郭滩镇粮食管理所宋营库点

唐河县苍台镇粮食管理所五里陈库点

唐河县龙潭镇粮食管理所南库区库点

唐河县龙潭镇粮食管理所北库区库点

唐河县金穗粮油有限公司湖阳库

唐河县湖阳镇粮食管理所北库区库点

唐河县黑龙镇粮食管理所黑龙镇库点

唐河县上屯镇粮食管理所上屯库点

唐河县昝岗乡粮食管理所昝岗库点

唐河县昝岗乡粮食管理所岗柳库点

唐河县昝岗乡粮食管理所大树李库点

唐河县祁仪乡粮食管理所祁仪库点

唐河县马振抚乡粮食管理所马振抚站库点

唐河县古城乡粮食管理所卖饭棚库点

唐河县毕店镇粮食管理所库点

唐河县王集乡粮食管理所北库

唐河县金穗粮油有限公司大河屯库

唐河县少拜寺镇粮食管理所少拜寺库点

唐河县少拜寺镇粮食管理所涧岭店站库点

唐河县粮食局直属二库

唐河一六0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中央储备粮信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信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查山分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天华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华东粮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肖王分公司

罗山县粮食物流中心

河南信阳罗山国家粮食储备库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仙桥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子路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铺粮站

中央储备粮信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息县分公司

息县项店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临河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金隆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关店分公司

息县金隆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陈伍庄分公司

息县金隆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东岳分公司

息县路口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湾柳树库点

息县宏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华英粮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息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息县杨店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岗李店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息县国家粮食储备库七里湾分库

息县城关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储备粮潢川直属库有限公司淮滨分公司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固城库点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吉庙库点

淮滨县地方粮食储备库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张庄库点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栏杆库点

淮滨县期思金硕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淮滨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淮滨县赵集金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富贵食品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潢川直属库有限公司

潢川一七0四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河南黄淮集团桃林粮油有限公司雷胜粮库

河南黄淮集团白店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黄淮集团魏岗粮油有限公司余店西粮库

河南黄淮集团付店粮油有限公司

潢川一七二六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华英锦绣粮业有限公司

潢川冠仓粮业仓储有限公司

河南商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商城县鑫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钟铺库点

河南固始国家粮食储备库

固始县粮油（集团）公司段集库点

固始县粮油（集团）公司陈集库点

固始县恒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豫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鸿翔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往流库点

固始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鸿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固始县富东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三里库点

收储库点地址

社旗县李店镇余岗村

社旗县晋庄镇晋庄街

社旗县李店镇青台街

社旗县饶良镇丁庄村

方城县城关镇花亭路402号

方城县城关镇张骞大道

方城县清河乡清河街

方城县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方城县独树镇独树街

方城县杨楼乡治平村

方城县产业聚集区方晓路与合兴路交叉口

方城县古庄店乡古庄店街

方城县券桥乡交通路与光明路交会处东北角

南召县云阳镇建设路

南阳市宛城区白河镇盆窑街

南阳市宛城区高庙镇高庙街

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官庄街

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茶庵街

南阳市宛城区金华镇金华街

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大夫庄村

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瓦店街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刘寺街

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汉冢村

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

卧龙区英庄镇英庄街

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青华街

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潦河街

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中山街168号

南阳市卧龙区安皋镇北京路

镇平县侯集镇西寺

镇平县涅阳路与五里河交叉口路南

镇平县贾宋镇清镇街4号

镇平县遮山朱岗村

镇平县卢医镇街南

镇平县曲屯街

镇平县马庄乡马庄街

镇平县工业路131号

镇平县安子营街南

镇平县张林街北

淅川县老城镇老城街

淅川县香花镇凤凰镇

淅川县厚坡镇马庄村

淅川县厚坡镇韦集村

内乡县湍东镇郦都大道与内邓公路交叉口

内乡县大桥乡大桥街

内乡县师岗镇师岗街

内乡县瓦亭镇瓦亭街

内乡县赵店乡赵店街

内乡县王店镇王店街北

内乡县赤眉镇南

新野县歪子镇歪施路与四赵路交叉口

新野县施庵镇涧河村

邓州市构林火车站南

邓州市新华西路103号

腰店镇腰店街

邓州市穰东镇小寨村S244线西侧

邓州市汲滩镇汲滩街

邓州市林扒镇林扒街

邓州市林扒镇吴岗村

孟楼镇孟楼村

邓州市裴营街

桑庄镇湖堰村

邓州市陶营街

邓州市杨营镇

邓州市汲滩镇元庄街

吴集街

邓州市赵集镇赵集街

邓州市彭桥镇柏林街

十林镇十林街古井路东侧

邓州市夏集乡夏集街

唐河县产业集聚区星江路南段

唐河县工业园区工业路东段

唐河县源潭镇仓库街

唐河县源潭镇仓库街

唐河县源潭镇刘岗村

唐河县源潭镇闫庄村豫S240道东侧

唐河县桐河乡桐河街

唐河县张店镇张店街

唐河县张店镇黑龙庙村

唐河县郭滩镇宋营村

唐河县苍台镇五里陈村

唐河县龙潭镇龙潭街

唐河县龙潭镇龙潭街

唐河县湖阳镇大王庄村苍湖路北侧

唐河县湖阳镇湖阳街

唐河县黑龙镇黑龙镇街

唐河县上屯镇上屯街

唐河县昝岗乡昝岗街

唐河县昝岗乡岗柳村

唐河县昝岗乡大树李村

唐河县祁仪乡祁仪街

唐河县马振抚乡马振抚街

唐河县古城乡卖饭棚村

唐河县毕店镇毕店街

唐河县王集乡王集街

唐河县大河屯镇李湾村

唐河县少拜寺镇少拜寺街

唐河县少拜寺镇涧岭店村

唐河县滨河街道办事处老张店路口

唐河县滨河街道办事处建设路西段

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镇闵岗村

信阳市平桥区查山乡刘岗村

信阳市平桥区洋河乡

信阳市平桥区肖王乡

罗山县产业集聚区江淮南路

龙山乡刘台村

罗山县潘新镇宋楼村

罗山县子路镇庙湾村

罗山县东铺乡烧盆村

信阳市息县夏庄镇西街

息县项店镇朱店村

息县临河乡街村

息县关店乡街村

息县小茴店镇陈伍庄村

息县东岳镇街村

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

息县产业集聚区

息县张陶乡胡庄村

息县夏庄镇街村

息县杨店乡街村

息县岗李店乡街村

息县彭店乡七里湾村

息县谯楼办事处

淮滨县芦集乡王家空村

淮滨县固城乡固城街道

淮滨县芦集乡吉庙街道

淮滨县张庄乡淮商公路西侧

淮滨县张庄乡张庄街道

淮滨县栏杆镇范岗街道

淮滨县期思镇期思街道

淮滨县新里镇新里街道

赵集镇赵集街道

淮滨县工业园区

信阳市潢川县火车站开发区

潢川县白店乡首集

潢川县桃林镇雷胜村

潢川县白店乡首集

潢川县魏岗镇余店村

潢川县付店镇首集

潢川县何店工业区

潢川县产业集聚区

潢川县来龙乡王寨村

商城县金刚台大道何店开发区

商城县汪桥镇钟铺村

信阳市固始县分水亭镇

固始县段集火车站

固始县陈集镇街道

固始县南大桥乡安埠村

固始县丰港乡街道

固始县往流镇街道

固始县徐集乡街道

固始县往流镇张圩村

固始县胡族铺镇三庄里村

收储库点法定代
表人联系方式

13937731760

13837784555

15688180000

13673770366

13838790603

13507631085

13703452123

13838973799

13938982838

13803770183

13707635268

13938997000

13707635268

18637705877

13938977077

13938977077

13683929887

13938982523

13603771295

18337736392

13937709233

13693868188

13503776337

13903778022

13837776879

13937779182

13569256369

13461977608

13937796792

13803876569

13507633315

13703458389

15203812888

13937786279

13598207688

13663058692

13803773783

13525692888

13608456571

15137716866

13938991749

13603410682

13803876144

13838990986

13849777076

13938990854

15038723365

15837715799

13937744306

13608456830

18503719886

13598021122

13703411616

13937701888

13598258221

13837780856

13703777588

13837743593

13837743593

13938963188

13937751710

15993122225

13503870761

13937738567

15637703777

13937707278

13937738328

13838952522

13838720168

13838776582

13703771185

13703771185

13837780609

13837780609

13837780609

13949374886

13949360859

13837719090

13837719090

13949392199

13938987068

13838951818

13838951818

13949379489

13603773360

13937726016

13937789378

13507635656

13507635656

13507635656

13949395548

13937762661

15890891576

13707630992

13838738819

13949379489

13607632899

13607632900

13703410288

13603774386

13937629730

13937629730

13503766595

18903766669

13700767129

13937670616

13839781925

13837618639

13603766811

13937629730

13507615532

13803768915

13703767196

13803768983

13939798899

13607613709

13839797817

13663973789

13633763327

18790079007

13937661670

13633763327

13803768691

13937193876

13782920371

18637600219

13903971966

13503764599

13903971816

13503764888

13903971830

13839766788

13803765206

13937193876

13703769139

13839739216

13569739906

13937639635

13526098370

13537623773

13803761289

15188266633

13839786701

18236271663

13937658671

13937661206

13937661206

13703765889

13839706077

13523995988

13526090799

18623973892

13903977305

收储库点名称

淮阳县安岭华中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白楼车站分公司

淮阳县曹河星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新站溢阳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白楼宏远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王店顺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国家油脂储备库有限公司淮阳库

扶沟县崔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白潭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曹里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柴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固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迅达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扶沟县大李庄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粮源种业有限公司

扶沟县练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太康县符草楼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五里口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大许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老冢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高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独塘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张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逊母口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太康县顺康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周口直属库商水分库

商水县黄寨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周口市奥祥恒盛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商水县固墙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益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胡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金凯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化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张庄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金超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汤庄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平店金海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姚集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商水县金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沈丘老城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杨海营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新安集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新安集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三大夫营库点

沈丘石槽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莲池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卞路口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站北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南关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莲池库点

沈丘周营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北杨集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丘洪山金麦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储备粮沈丘直属库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

郸城县巴集鼎丰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胡集金汇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石槽江丰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秋渠禾丰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恒昌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白马鑫茂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汲水豫粮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张完诚信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宜路永信粮油有限公司

郸城县丁村惠农粮油有限公司

项城市忠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李寨金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粮食局购销粮库

项城市官会庆辉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宏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贾岭春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国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高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项城市付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鹿邑县太清宫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欣源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辛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玄武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涡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试量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生铁冢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张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鹿邑县观堂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遂平国家粮食储备库

遂平裕达集团金益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金丰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常庄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沈寨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褚堂粮油有限公司张店分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石寨铺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阳丰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文城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玉山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遂平一五零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南院

遂平一五零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北院

西平权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师灵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南院

西平五沟营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二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焦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西院

西平杨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顺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吕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人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芦庙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宋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盆尧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蔡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上蔡县东岸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百尺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朱里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党粮粮贸有限公司

上蔡县扬帆粮贸有限公司

上蔡县宏翔粮贸有限公司

汝南县永丰粮油有限公司

汝南县瑞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汝南县大王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汝南县恒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汝南县金谷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汝南县舍屯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汝南县金粟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汝南一五一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庞庄库区

河南确山国家粮食储备库

确山县李新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南院

确山县二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确山县杨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泌阳县赊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盘古山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板桥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春水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沙河店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老河分公司

泌阳县马谷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泰山庙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郭集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郭集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羊册分公司

驻马店市华生粮油物流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丰盈粮油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新蔡直属库有限公司

河南新蔡国家粮食储备库砖店分库

河南新蔡国家粮食储备库余店分库

河南新蔡国家粮食储备库蛟停湖库点

河南新蔡国家粮食储备库顿岗分库

河南新蔡国家粮食储备库关津库点

中央储备粮新蔡直属库有限公司正阳分公司

正阳县万盛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万盛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新丰库点

正阳县万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胡冲库点

正阳县金瑞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弘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福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驻马店平舆宏升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平舆县金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平舆县鑫桥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平舆县路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社旗县郝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社旗县桥头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社旗县唐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社旗县李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淮阳县安岭镇

曹河乡

淮阳县新站镇西街

淮阳县白楼镇

淮阳县王店乡王店村

临蔡镇临蔡街

扶沟县崔桥镇

扶沟县白潭镇

扶沟县曹里乡

扶沟县柴岗乡

扶沟县固城乡

扶沟县汴岗镇

扶沟县大李庄乡

省道02线东侧

扶沟县练寺镇

符草楼镇

五里口乡西街

大许寨乡西街

老冢镇东街

高朗乡

独塘乡西村路南

太康县张集西街

逊母口镇

太康县刘庄行政村南311国道路北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货场

商水县黄寨镇黄寨村

商水县固墙镇黄台村

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

商水县谭庄镇南关

商水县胡吉镇

商水县袁老乡二府村

商水县化河乡

商水县张庄乡张庄村

商水县汤庄乡雷坡村

商水县汤庄乡汤庄村

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

商水县姚集镇

商水县黄寨镇小集村

沈丘老城镇西大街

沈丘县冯营乡杨海营村

沈丘县新安集镇

沈丘县新安集镇三大夫营

沈丘县石槽乡

沈丘县莲池乡

沈丘县卞路口乡

沈丘县石槽乡张楼村

沈丘县莲池乡

沈丘县周营乡工业路

沈丘县北杨集乡

沈丘县洪山乡北关

郸城县南丰镇中心街路北

郸城县巴集乡

郸城县胡集乡

郸城县石槽镇

郸城县秋渠乡

郸城县城郊南关

郸城县白马镇

郸城县汲水乡

郸城县张完乡

郸城县宜路镇

郸城县丁村乡

项城市高寺镇娄堤村

项城市李寨镇

项城市东方大道

项城市官会镇南大街路东

项城市丁集镇田寨村

项城市贾岭镇东大街6号

项城市贾岭镇石桥口

项城市高寺镇

项城市付集镇刘庄

鹿邑县太清宫镇怀溜行政村

鹿邑县王皮溜镇北一公里

鹿邑县辛集镇

鹿邑县玄武镇

鹿邑县涡北镇老庄行政村

鹿邑县试量镇

鹿邑县生铁冢乡

鹿邑县张店乡

鹿邑县观堂乡

遂平县汝河路

遂平县车站生产街1号

遂平县建设路8号

遂平县常庄镇

遂平县沈寨街

遂平县和兴镇张店街

遂平县石寨铺街

遂平县阳丰镇阳丰街

遂平县文城乡文城街

遂平县玉山镇西街

遂平县文城乡上仓村

遂平县大刘庄火车站

遂平县大刘庄火车站

西平县权寨镇东街

西平县师灵镇东街

西平县五沟营镇五沟营街

西平县二郎乡二郎街

西平县焦庄街焦庄乡

西平县杨庄乡杨庄东街

西平城南金三角开发区

西平县嫘祖镇吕店街

西平县人和乡人和街

西平县芦庙乡芦庙街

西平县宋集乡宋集街

西平县盆尧镇盆尧街

西平县蔡寨乡东街

驻马店市上蔡县东岸乡东岸街

驻马店市上蔡县百尺乡百尺街南

驻马店市上蔡县朱里镇朱里街

驻马店市上蔡县党店镇党店街

驻马店市上蔡县杨屯乡杨屯集

驻马店市上蔡县西洪乡西洪集南

汝南县三桥镇三桥街

汝南县罗店镇罗店街

汝南县常兴镇大王街

汝南县和孝镇

汝南县老君庙镇老君庙街

汝南县东官庄镇舍屯街

汝南县板店乡板店集

汝南县梁祝镇庞庄村

确山县三里河乡尚庄村西200米

确山县李新店火车站

确山县三里河乡尚庄村南

确山县双河镇杨店街

泌阳县赊湾镇赊湾街

泌阳县高店街

驻马店市驿城区板桥镇中段

泌阳县春水镇春水街

驻马店市驿城区老河乡老河街中段

泌阳县马谷田镇马谷田街

泌阳县泰山庙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泰山库点

泌阳县郭集镇郭集街

泌阳县羊册镇棠树湾

驻马店市练江路1号

驻马店市丹桂路26号

新蔡县黄楼镇集西500米路南

新蔡县砖店镇

新蔡县余店乡蛟停湖集

新蔡县余店乡蛟停湖集

新蔡县顿岗乡顿岗集

新蔡县关津乡关津集

正阳县新阮店乡街西

正阳县王勿桥乡王勿桥街

正阳县王勿桥乡王勿桥街

正阳县兰青乡胡冲街

正阳县皮店乡皮店街

正阳县新阮店乡新阮店街

正阳县付寨乡付寨街

平舆县辛店乡辛店集

平舆县阳城镇阳城大道88号

平舆县射桥镇射桥集

平舆县十字路乡十字路集

社旗县郝寨镇郝寨街

社旗县桥头镇桥头街

社旗县唐庄乡唐庄街

社旗县李店镇李店街

收储库点法定代
表人联系方式

13703949278

13608619963

13507685991

13803940711

13903873279

13837189105

13503943368

13525763798

13903870358

13938092381

13653943088

13938092381

13938087013

13608613980

13903874196

15893616999

13939405199

13592253676

13938048936

17734811258

13592230666

13603945676

13838662576

13592272188

13783589358

13603877798

18939600003

13608411289

13803946119

13838647368

13781216868

13673587888

13838655658

13939499538

13939458387

15514617888

13949961686

15224996855

13903945766

13673875098

13938067289

13938067289

13523106859

15836292698

18639401987

13673868989

13703942555

18638081388

13592227881

13592277676

13838681815

15938686666

13283008776

13703943898

13608429608

18738809188

15294981866

13525783678

13592283555

13781221388

13803943213

18037250202

13949957861

13838605053

13460012669

13903940087

13849431998

13526881376

15993228888

13803945729

13939425686

13939431607

13523391568

13629892689

18839496666

13703945926

18939625777

13949994056

13271170777

13523966967

13938361270

13939608762

13939632970

13703801280

13938366126

13603801196

13513977266

13503961296

13849600638

18896066789

13839641686

13839641686

13598921212

13949588288

13839696632

13839609586

15565931999

13503968198

13938362087

13603498332

13703808140

13703808001

13603498276

13703808402

13598931777

13526351556

13723098561

13849635398

13839905469

13839651158

13503966177

13839693126

13938365322

13938383119

13903961535

15839659566

13839913589

13603800456

13703800898

13839607158

13839686543

13839607109

13839609136

13839921979

13723076888

13938362523

13507649155

13507649629

13513869002

13803963565

13803962961

13803962961

15136591079

13803967100

13903968575

0396-5651888

0396-3721606

0396-3721606

0396-5713818

0396-5523659

13903966028

17538310600

17538310600

13938368689

13949596266

16639637946

13846908901

13503965668

13903965526

13703805198

13938345983

13262091666

13949322911

13838799368

13937731760

收储库点名称

商丘市粮食中转储备库柘城分库

商丘市京九粮食储备库

商丘市睢阳区恒益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勒马分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金益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佳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佳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宋集北街库点

商丘市睢阳区恒益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娄店分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恒益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黄堂分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恒益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勒马林场分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弘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鸿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天丰粮油购销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惠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惠隆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巴庄库点

商丘市睢阳区恒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商丘国家粮食储备库睢阳分库

河南虞城国家粮食储备库黑刘库点

虞城县稷源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刘店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郑集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融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站集库点

虞城县乔集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刘集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融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虞城县文集粮油有限公司开发区库点

虞城县稍岗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融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至信库点

虞城县域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虞城县镇里固粮油有公司

虞城县谷熟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小侯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利民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营盘粮油有限公司开发区库点

虞城县融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张集库点

商丘市鑫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田楼分公司

夏邑县骆集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太平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一三五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马头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北院分公司

夏邑县马头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郭庄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火店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孔庄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一三二三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胡桥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会亭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业庙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何营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北镇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李集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歧河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世通谷物有限公司夏邑直属库

河南商丘国家粮食储备库中峰分库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蒋口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马桥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苗桥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卧龙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陈集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酇城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顺和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芒山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双桥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裴桥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李寨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侯岭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黄口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

永城市盛泰联合粮业有限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王集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酇阳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滦湖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十八里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新桥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条河分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刘河北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酇城北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侯岭北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薛湖李井库点

永城市油厂马桥余庄收购点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龙岗东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城镇东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顺和东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马牧东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高庄北库区

中央储备粮宁陵直属库有限公司

宁陵县黄岗金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刘楼金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石桥丰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逻岗顺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粮油购销贸易有限公司

宁陵县城郊华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1306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宁陵县柳河昌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孔集丰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赵村佳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一三0七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宁陵县程楼金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华堡金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楚庄金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民权县粮油直属库

民权县道北粮食直属库

民权县第三粮食储备库

民权县恒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瑞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华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昌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兴达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谷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豫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天丰粮食有限公司

商丘市鑫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庄周分公司

商丘市鑫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田丰分公司

河南睢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睢县一三五五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河南省豫粮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睢县库

河南豫粮物流有限公司睢县直属库

睢县涧岗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尚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河集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胡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平岗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金兴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河堤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孙聚寨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潮庄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帝丘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金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丰茂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周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城关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城关库区

睢县范洼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匡城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董店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北库区

中央储备粮周口直属库

河南周口东郊国家粮食储备库

河南周口昭丰粮食储备库

周口一四0六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周口市泛区恒丰国家粮食储备库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周口市泛区盛东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周口直属库西华分库

西华县奉母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址坊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叶埠口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西华营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聂堆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东王营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迟营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艾岗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逍遥粮油有限公司

西华县清河驿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国家油脂储备库有限公司西华库

淮阳县双利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豆门丰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四通镇粮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淮阳县葛店丰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柘城县岗王乡沙河集

柘城县商柘公路与柘砖公路交叉口南1.5公里路东

商丘市睢阳区勒马乡北街

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南街

商丘市睢阳区宋集镇

商丘市睢阳区宋集镇北街

商丘市睢阳区娄店乡北街

商丘市睢阳区毛堌堆乡黄堂村

商丘市睢阳区勒马乡丁楼村

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南街

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西街

商丘市睢阳区宋集镇南头

商丘市睢阳区李口镇东街

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巴庄农场

商丘市睢阳区毛堌堆北街

商丘市南京路与振兴路交叉口

虞城县稍岗乡黑刘村

虞城县城关镇运输路18号

刘店乡刘店村

虞城县郑集乡郑集村

站集镇西南街村

虞城县乔集乡乔集村东西大街路北

虞城县刘集乡刘集村

虞城县刘店河滩

虞城县木兰大道西段南侧工业园区内

虞城县稍岗镇国道310北侧

虞城县产业集聚区至信一路

李老家乡310国道张关庙2公里路北

镇里固乡东西大街路北

虞城县谷熟镇中街

虞城县刘店乡小侯村

虞城县镇里固乡北李大楼村

虞城县大侯乡法华寺开发区

虞城县张集镇周新庄村

虞城县高新区田楼村

夏邑县骆集乡闫庄

夏邑县太平镇太平街

夏邑县郭店街南段路东

夏邑县何营乡三里庄村

夏邑县马头镇西街

夏邑县李集镇郭庄街

夏邑县火店街

夏邑县孔庄乡孔庄街中段

夏邑县济阳镇东街

夏邑县胡桥乡胡桥街

夏邑县会亭镇东街

夏邑县业庙乡白庙开发区

夏邑县何营乡何营新街

夏邑县北镇街

夏邑县李集镇政府街

夏邑县歧河乡歧河街

夏邑县会亭镇工业区6号

夏邑县中峰乡

永城市蒋口镇蒋口方

永城市马桥乡街里

永城市苗桥乡街

永城市卧龙集

永城市陈集镇街里

永城市酂城镇

永城市顺和乡东街

永城市芒山镇山街里

永城市双桥乡街里

永城市裴桥镇街里

永城市李寨乡街里

永城市侯岭乡街里

永城市黄口乡街里

永城市龙岗乡街里

永城市李寨乡马冢集

永城市大王集镇大王集村

永城市酇阳镇酇西村

永城市薛湖镇吴瓦房村

永城市十八里镇北街

永城市新桥乡新桥村

永城市条河乡街里

永城市陈官庄街里

永城市酇城镇街里

永城市侯岭乡街里

永城市薛湖镇李井

永城市马桥镇余庄

永城市侯岭乡亓庄

永城市城镇

永城市顺和镇高平房村

永城市酂阳镇陈庄桥村

永城市高庄镇街里

宁陵县柳河镇道南

宁陵县黄岗魏堂

宁陵县刘楼乡刘楼集

宁陵县石桥镇关庄村委对面

宁陵县逻岗镇北街

宁陵县阳驿乡后陈新村

宁陵县迎宾大道

宁陵县柳河镇道南

宁陵县柳河镇西街

宁陵县孔集乡北街

宁陵县赵村刘尧

宁陵县信陵东路349号

宁陵县程楼乡北街

宁陵县华堡北街

宁陵县华堡乡楚庄南街

民权县产业集聚区西环路南侧东段

民权县庄子镇

民权县商兰路2号

民权县孙六镇刘炳庄村

民权县人和镇

民权县白云寺镇

民权县冰熊大道东段

民权县王桥镇

民权县程庄镇李堂集

民权县北关镇

民权县花园乡民睢路西侧

民权县老颜集乡

民权县江山大道南段

河南睢县皇台集

睢县东环路西段

睢县城南工业区

睢县产业集聚区

涧岗乡涧岗集

尚屯镇余公集

河集乡河集

胡堂乡胡堂集

平岗镇平岗集

白楼乡杨化村

河堤乡河堤集

孙聚寨集

潮庄镇潮庄集

帝丘乡帝丘集

睢县南环路东段

匡城乡匡城集

周堂镇周堂集

睢县城关镇刘庄

范洼乡范洼集

匡城乡匡城集

董店乡董店集

周口市川汇区货场南路1号

周口市交通路东段31号

川汇区龙源路中段东侧

周口市川汇区太清路路北

周口市黄泛区农场文化区建设东路268号

黄泛区农场七分场219号

西华县逍遥镇东南石公路北侧

西华县奉母镇三村

西华县址坊镇

西华县叶埠口乡南街

西华县西华营镇

西华县聂堆镇

西华县东王营乡

西华县迟营乡街

西华县艾岗乡东街

西华县逍遥镇

西华县清河驿乡

西华县清河驿乡工业区

郑集乡

淮阳县豆门乡豆门街

淮阳县四通镇黄路口村

葛店乡崔楼

收储库点法定代
表人联系方式

18860208866

13598383135

13592361178

13938928071

15136063309

15136063309

13837081213

13937018292

13700832681

13803700858

13849668898

15836466199

13700832181

13700832181

13783709968

13937093291

13803705368

13781528859

13513702388

13700700399

15938380007

13703420889

13781421667

15036676228

13837076728

15993905759

13803708689

13569316899

13598339867

13937091729

13803705758

17193708888

13598378369

13937063789

13903709281

13837077450

13569352096

13598352096

13703707676

13703707676

13673847788

13569315088

13503702578

13803707802

13503707571

13937051271

13837062356

13703704087

13937051767

13903701823

13837062912

13938795398

15537071955

13803706557

13938925906

15090557123

13781662708

13937023753

13592331119

13938929088

13937040538

13803706138

13837058768

18637033222

13837060001

15837049399

13803706853

13837176157

13937044827

13803976868

18236363518

13937080675

13937023898

13937065913

13523161814

13592331119

13837060001

13569380808

13703706892

13803706853

15036668369

13938929088

13603701662

13803971377

15803917688

13937031112

13803701368

13837036857

13937031195

15082991333

18903702888

13837055820

13503403812

17550697899

15903843888

13803978087

13462986166

13592311322

13700835882

13903971670

13937025906

15238596888

13937010399

13937015376

13673841918

13837063830

13837031306

13938934886

13781510999

15836890006

13903709281

13903709281

13849667863

13608402509

13839000909

13803783816

13703421752

18703700222

13937073149

13903705679

15517052222

13608644066

13903705892

13503401963

13837098972

13608644210

13803973800

13937037919

13937013569

13608402509

13903705738

13503401836

15090588968

13783589358

13608612019

13938096072

13663041597

13903942864

13839446955

13783589358

13803946958

13383949966

13608610259

13839413996

13137454481

13903942895

13603875198

13903870799

13703877869

13938048433

13837189105

13503940956

13903874609

13703940399

13608619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