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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河南省2020年最低收购价小麦第三、第四批收储库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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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6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2020年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工作方案的通知》（豫粮〔2020〕6号）精神，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河南省

自2020年7月17日起在省内符合条件的相关地区启动2020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现将收储库点名单公告如下：

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开封城东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城南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0二0八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0二0二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开封市祥符区丰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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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小宋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南库区）
兰考县考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杞县金苏麦业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嘉硕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杞县汴东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通许县天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城北分公司
通许县天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城南分公司
尉氏鑫丰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南库区）
尉氏鑫丰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北库区）
尉氏县鑫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泰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鑫裕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南库区）
尉氏鑫裕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北库区）
尉氏鑫恒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永达国家粮食储备库
尉氏鑫达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鑫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兴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鑫友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旺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鑫盛河南省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尉氏县鑫航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鑫宏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尉氏县鑫海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尉氏县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鹤壁市粮食局大赉店粮食储备库翟村粮库
河南鹤壁国家粮食储备库杨庄分库
鹤壁市瑞丰粮食储备库
河南省粮食局浚县直属粮库
河南鹤壁国家粮食储备库
中央储备粮鹤壁直属库有限公司西库区
淇县茂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庙口库点
淇县茂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西岗库点
浚县金天地新镇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浚县金天地王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浚县金天地卫贤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浚县金天地卫贤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西库库点
浚县豫粮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鹤壁市金天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浚县金天地白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原阳县陡门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原阳县宏盛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新乡市恒生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张庄库点
河南京粮粮业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延津小麦产业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延津小麦产业有限公司南仓库
延津县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有限公司马庄库点
延津县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位邱库点
中原粮食延津有限公司司寨库点
金五谷粮食仓储（延津县）有限公司
封丘县东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封丘县应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应举粮库
封丘县瑞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封丘县西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封丘县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长垣县新蒲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张三寨粮库
长垣县魏庄粮油有限责任公司魏庄粮库
长垣县佘家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武邱三义粮库
河南省庆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卫辉直属库有限公司
卫辉市惠农粮食储备库
新乡市恒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卫辉市军粮供应站
中央储备粮卫辉直属库有限公司获嘉分公司
中央储备粮卫辉直属库有限公司获嘉分公司黄堤库点
河南获嘉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河南获嘉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城西分库
河南获嘉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张巨分库
获嘉县嘉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史庄粮管所
获嘉县郑飞恒诚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辉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辉县市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褚邱分公司
辉县市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吴村分公司
辉县市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张村分公司
辉县市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乡翟坡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新乡县朗公庙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县合河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乡新华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新乡市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新乡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丰粮油仓库有限公司关堤库点
中粮（新乡）小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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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世纪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谷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军粮供应站
商丘市益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荣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梁园分公司
商丘市东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天马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金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腾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致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春豫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中益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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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柘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柘城县安平恒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南库点
柘城县远襄荣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铁关鑫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小吴嘉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柘城县牛城万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京九粮食储备库
河南商丘国家粮食储备库睢阳分库
商丘市睢阳区恒业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弘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睢阳区天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商丘市天丰粮油购销公司
商丘睢阳区天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虞城县谷熟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刘店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虞源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虞城县稍岗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域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虞城县田庙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郑集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融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物流园区库点
虞城县文集粮油有限公司开发区库点
虞城县乔集粮油有限公司
虞城县利民粮油有限公司利民库
虞城县镇里固粮油有限公司南院库点
商丘市鑫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田楼分公司
中央储备粮商丘直属库有限公司夏邑杨集分公司
夏邑县王集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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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邑县太平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县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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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邑县会亭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夏邑一三二四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北库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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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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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庄西库区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茴村分公司
宁陵县逻岗顺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乔楼顺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宁陵县柳河昌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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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宁陵县楚庄金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民权县昌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顺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华丰粮食有限公司
民权县第三粮食储备库
民权县泰丰粮食有限公司
河南睢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睢县军粮供应站
睢县军粮供应站朱吉屯库区
豫粮集团睢县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睢县范洼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胡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北库区
睢县董店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北库区
睢县河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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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县金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睢县尤吉屯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驻马店市驿城区吴桂桥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金畅仓储有限公司
河南遂平国家粮食储备库
遂平裕达集团文城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褚堂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阳丰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一五零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遂平裕达集团沈寨粮油有限公司
遂平裕达集团玉山粮油有限公司
西平权寨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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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平吕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人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盆尧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出山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西平腾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院
泌阳县马谷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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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泰山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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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郭集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王店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泌阳县下碑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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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确山国家粮食储备库
确山县昌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确山县双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确山县金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确山县普会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确山县任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河南新蔡国家粮食储备库化庄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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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津库点
正阳县金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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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阳县万顺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瑞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佳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浩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利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金昌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正阳县万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胡冲库点
正阳县金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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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阳县万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平舆县天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华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焦作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焦作穗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河南博爱国家粮食储备库
孟州市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孟州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
孟州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赵和分公司
河南温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温县万达杨垒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温县万达赵堡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武陟县粮食局詹店粮食储备库
武陟县阳城开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修武县粮食局直属库
修武恒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王屯粮库库点
修武烽发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葛庄粮库库点
河南信阳浉河国家粮食储备库
信阳市浉河区华东粮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华东粮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三里店分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华东粮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肖王分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华东粮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十三里桥分公司
中央储备粮信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河南信阳平桥国家粮食储备库
信阳金牛粮油储备库
信阳市平桥区昌利粮油有限公司陈店分公司
河南信阳明港国家粮食储备库
信阳市平桥区天虹粮油有限公司
信阳市平桥区永丰粮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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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铺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红光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庙仙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李店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莽张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龙镇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倒座粮站
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灵山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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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岗粮站
河南新县泗店国家粮食储备库
新县一七二四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中央储备粮信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息县分公司
河南息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息县1702省粮食储备库
息县汇丰粮油仓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华英粮业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岗李店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穗粮油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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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县城关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项店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息县宏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淮河新区库点
中央储备粮潢川直属库有限公司
河南黄淮集团来龙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黄淮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粮库
河南黄淮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第三粮库
潢川一七0四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河南黄淮集团上油岗粮油有限公司
潢川一七0五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河南黄淮集团传流店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华英锦绣粮业有限公司
河南谷物友利仓储有限公司
淮滨台头国家粮食储备库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谷堆库点
淮滨县地方粮食储备库
淮滨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王家岗库点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固城库点
淮滨县金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马集库点
淮滨县粮油购销总公司张里库点
光山县晏河隆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光山县同富粮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光山县钱财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城县永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商城县丰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产业集聚区库点
商城县富源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产业集聚区库点
信阳山信恒盛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潢川直属库有限公司固始分公司
固始县豫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粮油（集团）公司段集库点
固始县粮油（集团）公司段集二库
固始县思远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华岗库
固始县盛仁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华源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新店库点
固始县中兴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民生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固始金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固始鸿基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豫粮集团固始县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杏花营镇
开封东郊白塔东
开封市铁路北沿街102号
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政府所在地
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镇政府所在地
开封市祥符区大李庄乡政府所在地
兰考县谷营镇谷西村
兰考县红庙镇西村
兰考县小宋镇程寨村
兰考县考城镇张西村
杞县苏木乡苏木村
开封市杞县柿园乡柿园村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经二路中段路西
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朱砂镇东寨村
开封市通许县邸阁乡杨庄村南
尉氏县张市镇西街
尉氏县张市镇西街
开封市尉氏县小陈乡小陈村
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岗李村
尉氏县洧川镇西关
尉氏县洧川镇西关
尉氏县十八里镇北街
尉氏县大马乡大马村
尉氏县城关镇北环东段
尉氏城西开发区
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北街
尉氏县庄头镇庄头村北街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朱曲镇西街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蔡庄镇北街
开封市尉氏县门楼任乡门楼任村
开封市尉氏县南曹乡南曹村北街
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西岗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水坡镇魏庄村
开封市尉氏县大马乡大马村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城关镇南环路东段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孔庄村东300米
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翟村
鹤壁市淇滨区东杨工业区东杨大道 170号
浚县白寺乡前岗村南
淇滨区太行路5号
山城区人民路2号
淇县高村镇铁西路8号
淇县庙口镇庙口村东300米路北
淇县西岗镇西岗村南100米路东
浚县新镇镇董庄村
浚县王庄镇王庄集
浚县卫贤镇卫贤集省道222路南
浚县卫贤镇卫贤村18号
浚县白寺乡前岗村村东
淇滨区钜桥镇
浚县白寺乡白寺集省道305 路南
原阳县陡门乡陡西村
原阳县陡门乡赵张庄村
原阳县阳和办事处张庄村
延津县新延路5号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延津县马庄乡马庄村
延津县位邱乡位邱村
延津县司寨乡新生屯村
延津县榆林乡夹堤村S226路西
封丘县赵岗镇马道村
封丘县应举镇东大村
封丘县陈固镇东仲宫村
封丘县应举镇东大村村南600米
新乡市封丘县鲁岗镇和寨村西头
长垣县张三寨镇开发区中段
长垣市魏庄街道办事处西街
长垣县武邱乡三义村开发区
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原武镇菜王村
河南省卫辉市工农路25号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顿坊乡（塔岗车站对过）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安都乡沙庄村
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柳庄乡柳庄村
获嘉县火车站货场南
获嘉县黄堤镇黄堤村
获嘉县行政路4号
获嘉县火车站货场南
获嘉县史庄镇西张巨村北
获嘉县史庄镇史庄村东街1号
获嘉县城关镇前寺庄村
辉县市新辉公路大转盘200米处
辉县市冀屯镇西耿村
辉县市吴村镇吴村
辉县市张村乡张村
辉县市英达路与胡桥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新乡县翟坡镇工业路19号
新乡县朗公庙镇南街村283号
新乡县合河乡合河村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南环路西环路口沈小营南侧
新乡市延津县新濮路
新乡市凤泉区金灯寺村北
新乡市红旗区关堤乡政府西100米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张固城村
商丘市商虞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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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梁园区王楼乡小坝村委会西王楼粮管所院内
商丘市梁园区观堂粮管所院内
商丘市梁园区刘口乡105国道东侧
商丘市梁园区刘口粮管所院内
商丘市梁园区文化西路闫路口村北
商丘市梁园区310国道 北侧李庄工业园区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粮管所院内
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孙瓦房村
梁园区孙福集乡李教村西
梁园区水池铺乡商宁路4号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集粮管所院内
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史庄村(凯旋北路与刘李路交叉口西500米路南)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陇南南路1号
柘城县皇集乡如意馆
柘城县南环路弯道南侧
柘城县安平交警大队南
柘城县远襄镇南街村
柘城县安平镇铁关大街
柘城县皇集乡如意馆
柘城县浦东街道办事处
柘城县商柘公路与柘砖公路交叉口南1.5公里路东
睢阳区南京路与振兴路交叉口
商丘市睢阳区毛固墩北街
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南街
商丘市睢阳区坞墙北街
商丘市睢阳区宋集镇南头
商丘市睢阳区郭村镇南街
虞城县谷熟镇中街
虞城县刘店乡刘店村大市场路北
虞城县田庙乡石庄村
虞城县稍岗乡稍岗村
虞城县李老家乡310国道
虞城县田庙乡乡政府西100米
虞城县郑集乡郑集村北街
虞城县产业集聚区江浙大道与至诚四路交叉口西南角
虞城县木兰大道西段南侧工业园区内
虞城县乔集乡乔集村东西大街路北
虞城县利民镇北街
虞城县镇里堌乡东街东头路南01号
虞城县至信三路与至诚四路交叉口西北角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杨集镇政府路16号
商丘市夏邑县王集乡北街路北
夏邑县何营乡三里庄村
夏邑县孔庄乡孔庄街中段
商丘市夏邑县济阳镇东街
夏邑县胡桥乡胡桥街
夏邑县太平乡太平街
夏邑县骆集乡闫庄村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工业区6号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东街
商丘市夏邑县桑固乡政府路西段南侧110号
永城市芒山镇戏山村风城路东段
永城市条河乡芒砀公路西侧
永城市黄口乡黄口村王油坊组
永城市茴村镇吕店村五组
永城市茴村乡茴村西街路北
宁陵县逻岗镇北街
宁陵县乔楼乡政府南500米路东
宁陵县柳河镇西街
宁陵县赵村乡刘尧
宁陵县信陵东路349号

宁陵县柳河镇道南
宁陵县华堡乡楚庄南街
民权县冰熊大道东段
民权县庄子镇
民权县白云寺青行村
民权县商兰路2号
民权县白云寺镇尹店集
河南省睢县皇台集
睢县廖堤集
睢县尤吉屯乡朱吉屯
睢县河集乡付楼村
睢县范洼集
睢县胡堂乡林场刘楼村
睢县董店乡西村
睢县河集
睢县城关镇刘庄
睢县南环路
睢县尤吉屯集
驻马店市驿城区古城街道吴桂桥村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中学东300米
遂平县汝河路4号
驻马店市遂平县文城街
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褚堂街
遂平县阳丰街
驻马店市遂平县大刘庄火车站
驻马店市遂平县沈寨街
遂平县玉山镇街西
西平县权寨镇东街
西平县五沟营镇五沟营街
西平县二郎镇二郎街
西平县嫘祖镇吕店街
西平县人和乡人和街
西平县盆尧镇盆尧街
西平县出山镇出山街
西平县学苑路东段路北
驻马店市泌阳县马谷田镇马谷田街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春水镇春水街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泰山庙镇泰山庙街
河南省泌阳县高店街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郭集镇郭集街
驻马店市泌阳县王店镇王店街
泌阳县下碑寺乡曹庄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镇
确山县三里河乡尚庄村西200米
确山县刘店镇刘店街文化路东段
确山县双河镇双河街
确山县留庄镇留庄街
确山县普会寺镇普会寺街
确山县任店镇任店街
新蔡县化庄集（信用社东100米）
新蔡县余店镇韩店集西路北
新蔡县关津乡关津集106国道东侧
正阳县油坊店乡油坊店街
正阳县王勿桥乡王勿桥街
正阳县汝南埠镇汝南埠西街
正阳县皮店乡皮店街
正阳县汝南埠镇岳城街
正阳县雷寨乡西严店街
正阳县袁寨镇袁寨街
正阳县雷寨乡雷寨街
正阳县兰青乡胡冲街
正阳县陡沟镇陡沟街
正阳县新阮店乡新阮店街
正阳县付寨乡付寨街
驻马店市正阳县兰青乡兰青街
平舆县李屯集
焦作市中站区新义口西150米路北
焦作市马村区演吗办事处东200米路南
焦作市迎宾路与G327国道交叉口西
博爱县柏山镇柏山村东
孟州市城伯镇罗状村
孟州市化工镇段庄村
孟州市赵和镇冶墙村
温沁路中段
番田镇前杨垒村
赵堡镇赵堡村
武陟县詹店镇詹店村
武陟县阳城村
修武县环城北路西段
王屯乡周流村
郇封镇葛庄村南头
信阳市南京路126号
信阳市浉河区宝石桥应山路口处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宝石桥应山路口处108号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肖王乡肖王村18号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叶桥村石河组
信阳高新区珍珠路办事处闵社区
信阳市平桥区平桥大道33号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洋河镇金牛店村
信阳市平桥区平昌关镇陈店村街南18号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工人街1号
信阳市平桥区王岗乡教育路
信阳市平桥区甘岸二郎村
罗山县工业园区
罗山县龙山乡刘台村
罗山县东铺乡烧盆村
罗山县竹竿镇尚庙村
罗山县庙仙乡庙湾村
罗山县庙仙乡李店街南头
罗山县莽张镇南街
罗山县周党镇龙镇街道
罗山县彭新镇倒座村
罗山县朱堂乡朱堂村
罗山县子路镇庙湾村
罗山县楠杆镇檀岗村
河南省新县泗店乡街道
河南省新县浒湾乡街道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夏庄镇街西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夏庄镇街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谯楼办事处何营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火车站物流园区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张陶乡胡庄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岗李店乡街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小茴镇陈伍庄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东岳镇街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谯楼办事处煤建路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项店镇朱店村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经济开发区
潢川县来龙乡首集
潢川县仁和镇版岗村
潢川县仁和镇亚港村
潢川县白店乡首集
潢川县上油岗乡首集
潢川县黄寺岗镇街东
潢川县传流店乡首集
潢川县产业集聚区
潢川县开发区货场路
淮滨县台头乡街道
淮滨县谷堆乡栗园村
淮滨县张庄乡白营
淮滨县新里镇街道
淮滨县王家岗乡街道
淮滨县固城乡街道
淮滨县工业园区
淮滨县马集镇街道
淮滨县张里镇街道
光山县晏河乡街道
光山县寨河镇谢小寨村
光山县斛山乡张棚村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上石桥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上石桥产业集聚区
固始县分水亭镇街道
固始县丰港乡街道
固始县段集火车站
固始县段集火车站
固始县陈集乡华岗村
固始县分水亭镇街道
固始县胡族铺镇新店村
固始县三河尖镇街道
固始县南大桥乡安埠村
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
固始县胡族铺镇小河桥村
固始县往流乡张围村
固始县洪埠乡街道

收储库点名称 收储库点地址

13700785872
13781176888
13949400967
13608608600
13783783518
13837884598
13937840730
13503481606
13937896199
13193776828
15938596888
13903782316
13937167711
18737806888
15737873555
13781119199
13781119199
13598771167
13839960246
13700888338
13700888338
13598796699
13937813606
13938613972
13781119199
13938639997
13592109702
15993301999
13937880683
13723280188
13513785331
15226070111
15837821888
15237890000
15837821888
13937191929
13939258678
13939258259
13939230718
13839222829
13939258259
0392-7669819
13569651279
13033876738
15839211999
13903926000
13839202878
13839202878
13633801808
13803926330
13803925328
13782521366
15560102266
18530212558
13621178715
13598837129
13598837129
13782597570
13782597570
13837191263
13903719193
18336076555
13703438864
13373737919
13598627598
13603737673
18937336766
15565222666
13598606808
13673736111
0373-2177778
18937305568
15003737677
13703430642
13903735398
13903735398
13700736036
13700736036
13700736036
15936591008
13938729033
13937369393
13837334003
13837334003
13837334003
13837334003
13937378511
13603936902
13849359319
13903739995
13698731608
13598725181
13903808913
0373-2117717
13903709281
13837053327
13592307981
15037037988
18238010566
13592399099
15938346888
15036687973
17698990777
13849699996
17698989998
17637001555
13803700203
15136630555
18637088881
13937071700
13837097071
13598365335
18738056037
15236868868
13937075687
15518662777
13148021666
13598383135
13937093291
13700832681
13803700858
13803700858
19943844134
13937032020
13937091729
13781528766
18937068896
15993905759
13569316899
13937045158
13700700399
13837000753
13837076728
13703420889
17193708888
13598339867
13903709281
13837062898
13803976366
13703707676
13503702578
13803707802
13503707571
13603705926
13837077450
13938795398
13937051271
13703428653
13937040538
13937065913
15837049399
13803971377
13937068121
13937031195
15537098986
13503403812
15903843888
13803978087

收储库点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13837055820
13700835882
13837063830
13608644861
13673841918
15238596888
13938922018
13849667863
13837052828
13837052828
13937191929
13903705738
13903705679
15993909688
13937073149
13608402509
13803973800
13598319525
13507663759
13513863618
13523966967
13503961296
13938366126
13513977266
13839641686
13703801280
13849600638
13598921212
13839696632
13839609586
13603498332
13703808140
13703808402
13703967096
13507660829
13513869002
13507649155
13803963565
13723076888
13803962961
13703809339
13839921885
13507649629
13839607158
13903962441
13903962381
13783321958
13839900198
13903962356
13938360198
13507642003
15239055687
13839653316
17538310600
13839656877
13949596266
13938347799
13783303829
13903963200
13507663449
13939638689
13849605898
13839663718
13849608901
13939638689
13513965169
16639181278
13707686349
13839105057
13839165612
13938165161
13938195659
13938195659
13938157363
13598500205
13939145678
13938186649
13949657993
13939185088
13849522033
13939100521
13937612178
18903766669
18803761308
15303760909
13903762995
13937629730
13837697278
13503762199
13569702859
13939720576
13803764298
13507608055
13700767129
13937670616
13603766811
13503767296
13837669698
13837669698
13607603295
13526091889
13603766165
13569780590
13700767283
13700767818
13839700199
13803762150
13937629730
13633763327
13937630880
13903973138
13663973789
13937661670
13569782398
13633763173
15225301066
13939734051
13507615532
18803719001
18237809669
13903978825
13903978825
13903978825
13703761686
13937684371
13937655126
13837624086
13937660516
19903836577
13903971266
15236762966
13903971966
13903971830
15544336608
13782920371
13839718819
15638629166
13937627830
13608475678
13903976109
13903976179
13598576568
13803766233
13839789889
18739281203
18237809669
13839706077
13937661206
13937661206
13303973339
13603973018
13507612057
13939785733
13303976999
18613765554
13903977156
13903977012
13937191929

收储库点名称 收储库点地址 收储库点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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