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类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大米 1 爱吖吖（北京）国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闫琨琳 15901178861

大米 2 北大荒米业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贾程程 15011529388

大米 3 北京倍实在商贸中心 高继瑞 13811153572

大米 4 北京成达惠通商贸有限公司 邓秋常 15311266817

大米 5 北京德通顺达粮油制品有限公司 刘通 13811123040

大米 6 北京斗满仓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高文发 13801052670

大米 7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大米 8 北京谷丰稻香商贸有限公司 魏延成 13910706399

大米 9 北京华诚祥瑞商贸有限公司 李柏荣 18611657226

大米 10 北京汇兴源粮油制品有限公司 李祖超 17316239767

大米 11 北京嘉谷禾粮油有限公司 张吉亮 13701082026

大米 12 北京京品源商贸有限公司 彭红燕 13601041913

大米 13 北京久九元丰商贸有限公司 马长在 13501389082

大米 14 北京龙江泉金谷贸易有限公司 陈志宇 15910944345

大米 15 北京龙晟天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艳 187036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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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 16 北京铭味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刘俊明 18515880453

大米 17 北京瑞聪杰贸易有限公司 王瑞臣 15810406364

大米 18 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大米 19 北京市羽川国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马国振 13911552317

大米 20 北京思诚餐饮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李书杰 13161155505

大米 21 北京小蚁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大米 22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网络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张海芳 13381015753

大米 23 北京亿立达农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赵雨 18600105156

大米 24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大米 25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王小璐 18033870832

大米 26 哈尔滨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大米 27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华龙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崔风超 13718806139

大米 28 黑龙江顺德米业有限公司 栾序翊 13836098971

大米 29 滦南县乐享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周有霞 18931501996

大米 30 滦南县鑫淼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杨义爽 13801139211

大米 31 滦南县优家家庭农场 刘志远 18611695156

大米 32 内蒙古中汇金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广伟 18647623022

大米 33 庆安绿乡米业有限公司 苗兴臣 15811037197

大米 34 庆安双洁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高文发 13801052670



大米 35 庆安鑫利达米业有限公司 石一平 13121635514

大米 36 唐山厚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周有霞 18931501996

大米 37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大米 38 黑龙江省褚峰米业有限公司 韩捷 15611111611

大米 39 北京京莘友好商贸有限公司 徐传明 13717938807

大米 40 禧云世纪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程卿寿 18831608259

面粉 1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面粉 2 北京华诚祥瑞商贸有限公司 李柏荣 18611657226

面粉 3 包头市宏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鲁志超 13704729431

面粉 4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面粉 5 北京本乡良实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晶晶 18610729687

面粉 6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面粉 7 北京久九元丰商贸有限公司 马长在 13501389082

面粉 8 北京龙晟天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艳 18703663034

面粉 9 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面粉 10 北京市羽川国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马国振 13911552317

面粉 11 北京五得利京辉萱商贸有限公司 谭玉臣 13501190999

面粉 12 北京小蚁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面粉 13 北京鑫福粮源商贸有限公司 曹军良 13910997598



面粉 14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面粉 15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王小璐 18033870832

面粉 16 北京幼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晶 18600703777

面粉 17 固安县参花面粉有限公司 申延苹 13366919555

面粉 18 内蒙古北峰岭面粉加工有限公司 李天石 15024813355

面粉 19 禧云世纪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程卿寿 18831608259

面粉 20 北京京莘友好商贸有限公司 徐传明 13717938807

食用油 1 北京斗满仓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高文发 13801052670

食用油 2 包头市宏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鲁志超 13704729431

食用油 3 保定市澈远油脂销售有限公司 冯辉 13366919555

食用油 4 北京倍实在商贸中心 高继瑞 13811153572

食用油 5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食用油 6 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李博闻 010-67982865

食用油 7 北京谷盟油脂有限公司 沙绍军 13901119054

食用油 8 北京红井源商贸有限公司 姬志刚 13910495167

食用油 9 北京华诚祥瑞商贸有限公司 李柏荣 18611657226

食用油 10 北京嘉谷禾粮油有限公司 张吉亮 13701082026

食用油 11 北京龙晟天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艳 18703663034

食用油 12 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食用油 13 北京市羽川国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马国振 13911552317

食用油 14 北京思诚餐饮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李书杰 13161155505

食用油 15 北京小蚁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食用油 16 北京亿立达农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赵雨 18600105156

食用油 17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食用油 18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王小璐 18033870832

食用油 19 哈尔滨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食用油 20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油脂分公司 冯利强 13831969246

食用油 21 滦南县鑫淼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杨义爽 13801139211

食用油 22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食用油 23 禧云世纪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程卿寿 18831608259

食用油 24 内蒙古蒙佳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葛亮 18648208696

食用油 25 北京艾森绿宝油脂有限公司 李博闻 13601028025

猪肉 1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猪肉 2 北京财顺盛通商贸有限公司 于海林 13718232468

猪肉 3 北京二商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李雅龙 18651082599

猪肉 4 北京二商大红门五肉联食品有限公司 陈强 13341111899

猪肉 5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猪肉 6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马帅 13701193581



猪肉 7 北京泓鑫华生商贸有限公司 吴秋生 13701196882

猪肉 8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猪肉 9 北京吉安金丰食品有限公司 黄志琼 13801175103

猪肉 10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何涛 13718026768

猪肉 11 北京全联盛商贸有限公司 周亮 13651145208

猪肉 12 北京三创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李玉忠 18601206449

猪肉 13 北京市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王勇 13801058933

猪肉 1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品分公司 张德冲 13601276180

猪肉 15 北京四季顺鑫食品有限公司 魏秀兰 18611861266

猪肉 16 北京天宏佳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刘海江 13051272588

猪肉 17 北京宛农食品有限公司 王建贺 18612690303

猪肉 18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网络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张海芳 13381015753

猪肉 19 北京星彬宏远商贸有限公司 董星 13701144055

猪肉 20 北京兴泽华贸易有限公司 吴志军 18010095705

猪肉 21 北京燕都立民屠宰有限公司 刘海峰 13391599098

猪肉 22 北京中瑞食品有限公司 周建国 13241792987

猪肉 23 北京资源亚太食品有限公司 刘继村 13301152748

猪肉 24 哈尔滨坪泽植盛经贸有限公司 徐晓明 13644503858

禽肉 1 北京京明璐航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王万昌 13910164984



禽肉 2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禽肉 3 北京百胜益昌食品有限公司 朱强 13910262789

禽肉 4 北京宝林卫芝水产品经销部 颜宝林 13641380919

禽肉 5 北京成豪商贸有限公司 龙红 13701357036

禽肉 6 北京德润安和商贸有限公司 魏超建 13601312530

禽肉 7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禽肉 8 北京福有德商贸有限公司 胡光旗 13990756062

禽肉 9 北京古聚鑫元商贸有限公司 吴雪军 13720083020

禽肉 10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马帅 13701193581

禽肉 11 北京泓鑫华生商贸有限公司 吴秋生 13701196882

禽肉 12 北京鸿坤丰源商贸有限公司 周旭东 13466674353

禽肉 13 北京华贸飞翔商贸有限公司 周辉 17600811818

禽肉 14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禽肉 15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何涛 13718026768

禽肉 16 北京姜广顺商贸有限公司 姜新廷 13601130847

禽肉 17 北京锦绣美盛商贸有限公司 何成彩 13701098872

禽肉 18 北京京冀江洋水产有限公司 夏方明 13439771998

禽肉 19 北京卡梅拉食品有限公司 王世龙 13911329931

禽肉 20 北京坤兴顺发商贸有限公司 田立华 13521955210



禽肉 21 北京丽春达贸易有限公司 罗胜西 13592626263

禽肉 22 北京宁悦发商贸有限公司 李宁 18611103586

禽肉 23 北京平里香牛羊肉商贸有限公司 胡家庆 13601396538

禽肉 24 北京强胜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柴明强 13717543788

禽肉 25 北京石门龙泽商贸有限公司 黄亚楠 13146677816

禽肉 26 北京世界单元科技有限公司 黄鸿斌 15201489658

禽肉 27 北京市鲁祥食品有限公司 吴多 15210303012

禽肉 28 北京市融兴顺诚食品有限公司 周学东 13701206534

禽肉 29 北京市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王勇 13801058933

禽肉 30 北京树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刘云祥 15369505798

禽肉 31 北京四季顺鑫食品有限公司 魏秀兰 18611861266

禽肉 32 北京天宏佳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刘海江 13051272588

禽肉 33 北京天聚祥食品有限公司 邢维杰 18612896188

禽肉 34 北京万福山贸易有限公司 朱小光 18010401117

禽肉 35 北京万胜达商贸有限公司 周宗新 13810387015

禽肉 36 北京旺达玖兴商贸有限公司 穆洁 18518728357

禽肉 37 北京西南郊科洋永兴商贸有限公司 李焕嶺 18801356360

禽肉 38 北京仙绿林商贸有限公司 朱伟敏 18610249931

禽肉 39 北京显磊东齐商贸有限公司 高阳 13910317329



禽肉 40 北京鑫旺欣然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李小波 18311188566

禽肉 41 北京信源聚商贸有限公司 杨磊 13146052536

禽肉 42 北京兴泽华贸易有限公司 吴志军 18010095705

禽肉 43 北京益宁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燕 13501396173

禽肉 44 北京永胜达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文军 18911093627

禽肉 45 北京泽天昊业商贸有限公司 夏泽天 18630257260

禽肉 46 北京中宇长实商贸有限公司 喻登奎 18510623411

禽肉 47 哈尔滨坪泽植盛经贸有限公司 徐晓明 13644503858

禽肉 48 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 李飞 13366001508

禽肉 49 秦皇岛中红三融农牧有限公司 汤陆丰 18331579603

禽肉 50 展创诚意（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荣坤 15176399626

禽肉 51 正大食品企业（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许勇 13716996777

禽肉 52 靖江亿泰食品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陈赟 15801560658

禽肉 53 中红三融集团有限公司 周磊 18831581311

牛羊肉 2 北京强胜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柴明强 13717543788

牛羊肉 3 北京福润天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迪 18730621584

牛羊肉 4 北京华诚文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杨素文 15911065886

牛羊肉 5 北京金玉凯特商贸有限公司 王玉凯 13611074560

牛羊肉 6 北京京华昌盛商贸有限公司 王昌焕 18811228686



牛羊肉 7 北京卡梅拉食品有限公司 王世龙 13911329931

牛羊肉 8 北京老马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夏敬凯 15132539996

牛羊肉 9 北京宁悦发商贸有限公司 李宁 18611103586

牛羊肉 10 北京平里香牛羊肉商贸有限公司 胡家庆 13601396538

牛羊肉 11 北京全联盛商贸有限公司 周亮 13651145208

牛羊肉 12 北京日鑫月亿商贸有限公司 刘建祥 13522951983

牛羊肉 13 北京顺达永通商贸有限公司 王晓 13581926801

牛羊肉 14 北京顺鑫鑫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周密 15810000123

牛羊肉 15 北京天宏佳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刘海江 13051272588

牛羊肉 16 北京仙绿林商贸有限公司 朱伟敏 18610249931

牛羊肉 17 北京祥盛斋食品有限公司 陈和军 18500931296

牛羊肉 18 北京星彬宏远商贸有限公司 董星 13701144055

牛羊肉 19 北京兴亮兴清真牛羊肉销售专业合作社 于瑞东 13683682565

牛羊肉 21 北京勇云诚商贸有限公司 袁彦华 13701326940

牛羊肉 22 北京月伴祥云商贸有限公司 马九月 18515193290

牛羊肉 23 北京月盛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星高山 13426007623

牛羊肉 24 大厂回族自治县华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张立峰 18410018088

牛羊肉 25 河北省新乐市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何义申 13501277926

牛羊肉 26 北京祥盛斋食品有限公司 陈和军 18500931296



禽蛋 1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禽蛋 2 北京百禽裕隆养殖场 黄丽影 15910600398

禽蛋 3 北京昌盛蕊超鑫诚商贸有限公司 季凤勤 15201553863

禽蛋 4 北京二商骏德商业有限公司 孙磊 13910118467

禽蛋 5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禽蛋 6 北京古聚鑫元商贸有限公司 吴雪军 13720083020

禽蛋 7 北京泓鑫华生商贸有限公司 吴秋生 13701196882

禽蛋 8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何涛 13718026768

禽蛋 9 北京聚福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王雪勤 13956810756

禽蛋 10 北京蓝风家禽养殖有限公司 陈吉胜 19801931966

禽蛋 11 北京绿都峪口兴合养殖有限公司 张阳 13811633912

禽蛋 13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邢民 13621321938

禽蛋 15 北京翔琪商贸有限公司 韩永灵 13520637586

禽蛋 16 北京小蚁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禽蛋 17 北京迎凤禽蛋销售有限公司 殷锋 13910300578

禽蛋 18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王小璐 18033870832

禽蛋 19 北京众乐河畔养殖专业合作社 王粒源 13601178392

禽蛋 20 北京卓德诚商贸有限公司 陈刚 13910845980

禽蛋 21 沧州金茗园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苑东升 13522966244



禽蛋 22 锦州宏都顺养殖有限公司 田雪 13401111000

禽蛋 23 天津必送达杂粮加工有限公司 李成云 13661312813

禽蛋 24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禽蛋 25 望都县鑫泰养殖场 白建章 13910266432

禽蛋 26 蔚县富甲养鸡专业合作社 刘学方 18510461766

禽蛋 27 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金旺 13910324316

禽蛋 28 张家口宏远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季凤琴 15201553863

调料干货 1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调料干货 2 北京华诚祥瑞商贸有限公司 李柏荣 18611657226

调料干货 3 北京彩运如一商贸有限公司 梁忠 13701336182

调料干货 5 北京鼎晟祥宇商贸有限公司 余兴明 15810977875

调料干货 6 北京豆爱豆食品有限公司 邹中云 13366606619

调料干货 7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调料干货 8 北京禾海利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贾真伟 13911681667

调料干货 9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那东辰 18910978325

调料干货 10 北京华佳兴业食品有限公司 谢柏世 13311230763

调料干货 11 北京家佳金翔食品有限公司 刘振影 15210307009

调料干货 12 北京金龙大众酿造有限公司 穆逢朝 13901021650

调料干货 13 北京金阳光豆制品有限公司 刘军 15301033192



调料干货 14 北京京明璐航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王万昌 13910164984

调料干货 15 北京京盐金龙策商贸有限公司 刘振明 13301367653

调料干货 16 北京久九元丰商贸有限公司 马长在 13501389082

调料干货 17 北京菱花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胡汉生 15653790556

调料干货 18 北京闽欣宏达商贸有限公司 刘建森 13311518186

调料干货 19 北京盛旺农蔬商贸有限公司 潘秀云 13681558667

调料干货 20 北京世纪金悦商贸有限公司 黄春水 13901355128

调料干货 21 北京市香香唯一食品厂 赵风成 13910920963

调料干货 22 北京思诚餐饮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李书杰 13161155505

调料干货 23 北京思翰鹏程商贸有限公司 陈战伟 13522718899

调料干货 24 北京泰和宏晟商贸有限公司 孙海龙 13811799638

调料干货 25 北京泰和通达商贸有限公司 闫安 13501117442

调料干货 26 北京禧福丰宁商贸有限公司 宋夏英 13683196827

调料干货 27 北京仙绿林商贸有限公司 朱伟敏 18610249931

调料干货 28 北京显磊东齐商贸有限公司 高阳 13910317329

调料干货 30 北京兴盛腾飞商贸有限公司 董金秀 13681120289

调料干货 31 北京兴泽华贸易有限公司 吴志军 18010095705

调料干货 32 北京永胜达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文军 18911093627

调料干货 33 北京永兴强波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孟繁强 13911826366



调料干货 34 北京元隆信德商贸有限公司 赵全宏 13911899251

调料干货 35 北京悦泽瑞峰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田朗 13120098980

调料干货 36 哈尔滨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调料干货 37 吉林黑尊食品有限公司 赵宝国 15662172086

调料干货 38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何伟霞 13801284321

调料干货 39 北京西南郊艳华食品有限公司 夏振军 18801332797

调料干货 40 北京贡院蜀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佘咏碧 15901119098

调料干货 41 北京京莘友好商贸有限公司 徐传明 13717938807

调料干货 42 北京辉煌信诺商贸有限公司 李森 13691092715

海鲜水产 1 北京天宏佳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刘海江 13051272588

海鲜水产 2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马帅 13701193581

海鲜水产 3 舟山市普陀区三润渔业专业合作社 虞丹盛 13811333648

海鲜水产 4 日照东方红(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郑成军 13601069506

海鲜水产 6 北京兴泽华贸易有限公司 吴志军 18010095705

海鲜水产 7 北京铭久鸿商贸有限公司 王蕊 13051305004

海鲜水产 8 北京京华昌盛商贸有限公司 王昌焕 18811228686

海鲜水产 9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何涛 13718026768

海鲜水产 10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海鲜水产 11 北京财顺盛通商贸有限公司 于海林 13718232468



海鲜水产 12 北京旺泰顺源水产有限公司 孙为永 13716172775

日杂用品 1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日杂用品 2 奥洁斯（北京）国际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田新虎 13601141913

日杂用品 3 北京百帮源科技有限公司 刘兴华 13370182951

日杂用品 4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日杂用品 6 北京恒信广源商贸中心 李小辉 18618369733

日杂用品 7 北京鸿景嘉润商贸有限公司 刘红艳 13311309193

日杂用品 8 北京家佳金翔食品有限公司 刘振影 15210307009

日杂用品 9 北京日光旭升精细化工技术研究所 何邦强 18910206066

日杂用品 10 北京盛博恒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李现辉 13511008596

日杂用品 11 北京首韵日用品有限公司 郭文才 13801395631

日杂用品 12 北京仙居堂商贸有限公司 刘正国 13911658329

日杂用品 13 北京鑫旺欣然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李小波 18311188566

日杂用品 14 北京鑫源国芳商贸有限公司 张微 13011061100

日杂用品 15 北京信诚万通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章振泉 13910124216

日杂用品 16 北京雪诚朗瑞商贸中心 卜刚 13520505677

日杂用品 17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王小璐 18033870832

日杂用品 18 北京正隆鲜达商贸有限公司 黄光华 13691032851

日杂用品 19 篮焱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郭如意 13511055969



日杂用品 20 鑫国发（北京）国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刘永恒 13910628147

冻货 1 北京市新发地绿健恒商贸有限公司 徐月川 13681558073

冻货 2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冻货 3 北京豆爱豆食品有限公司 邹中云 13366606619

冻货 4 北京丰铄商贸有限公司 杜新利 13260238798

冻货 5 北京枫林技展商贸有限公司 刘豪峰 13671109888

冻货 6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冻货 7 北京海川兴泰水产有限公司 曹林 13601008851

冻货 8 北京恒丰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徐先云 13263393288

冻货 9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马帅 13701193581

冻货 11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冻货 12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何涛 13718026768

冻货 13 北京京冀江洋水产有限公司 夏方明 13439771998

冻货 14 北京京盐金龙策商贸有限公司 刘振明 13301367653

冻货 15 北京坤兴顺发商贸有限公司 田立华 13521955210

冻货 16 北京丽春达贸易有限公司 罗胜西 13592626263

冻货 17 北京铭久鸿商贸有限公司 王蕊 13051305004

冻货 18 北京宁悦发商贸有限公司 李宁 18611103586

冻货 19 北京强胜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柴利强 13717543788



冻货 20 北京钦业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李红刚 13521291581

冻货 21 北京尚品道商贸有限公司 王绍辉 15210046633

冻货 22 北京石门龙泽商贸有限公司 黄亚楠 13146677816

冻货 23 北京市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王勇 13801058933

冻货 24 北京顺达永通商贸有限公司 王晓 13581926801

冻货 25 北京天宏佳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刘海江 13051272588

冻货 26 北京万胜达商贸有限公司 周宗新 13810387015

冻货 27 北京西南郊科洋永兴商贸有限公司 李焕嶺 18801356360

冻货 28 北京兴泽华贸易有限公司 吴志军 18010095705

冻货 30 北京义德食品有限公司 候明飞 13911657548

冻货 31 北京义升晶商贸有限公司 高国升 13701139782

冻货 32 北京益宁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燕 13501396173

冻货 33 靖江亿泰食品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陈赟 15801560658

冻货 34 辽宁菊花女食品有限公司 王光伟 18611607988

冻货 35 秦皇岛中红三融农牧有限公司 汤陆丰 18331579603

冻货 36 日照东方红(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郑成军 13601069506

冻货 37 唐山中红食品有限公司 张培强 18610138867

冻货 38 天津市三叔公食品有限公司 杨平 13617000714

冻货 39 北京谷丰稻香商贸有限公司 魏延成 13910706399



冻货 40 正大食品企业（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许勇 13716996777

冻货 41 北京西南郊艳华食品有限公司 夏振军 18801332797

冻货 42 北京旺泰顺源水产有限公司 孙为永 13716172775

冻货 43 山东新和盛食品有限公司 邢维杰 18612896188

杂粮 1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杂粮 2 北京倍实在商贸中心 高继瑞 13811153572

杂粮 3 北京久九元丰商贸有限公司 马长在 13501389082

杂粮 4 北京士聚源商贸有限公司 李慧 13810103383

杂粮 5 北京世纪绿源商贸有限公司 李继强 13391502200

杂粮 6 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杂粮 7 北京永吉丰汇商贸有限公司 郭连为 18611708289

杂粮 8 北京永胜达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文军 18911093627

杂粮 9 北京永兴强波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孟繁强 13911826366

杂粮 10 天津必送达杂粮加工有限公司 李成云 13661312813

蔬菜水果 1 北京双成绿盛园蔬菜有限公司 张群英 13520269888

蔬菜水果 2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蔬菜水果 3 北京榜品农产品有限公司 李辉 17326867758

蔬菜水果 4 北京成达惠通商贸有限公司 邓秋常 15311266817

蔬菜水果 5 北京程远海盛商贸有限公司 杨海军 13520534351



蔬菜水果 6 北京东辉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刘辉 13911120037

蔬菜水果 7 北京东强通达蔬菜有限公司 白连仲 18501350389

蔬菜水果 8 北京东岳方圆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陈峰 13718341319

蔬菜水果 9 北京福地金祥农业专业合作社 张卫东 13810708790

蔬菜水果 10 北京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蔬菜水果 11 北京福有德商贸有限公司 胡光旗 13990756062

蔬菜水果 12 北京恒丰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徐先云 13263393288

蔬菜水果 13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马帅 13701193581

蔬菜水果 15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那东辰 18910978325

蔬菜水果 16 北京华贸飞翔商贸有限公司 周辉 17600811818

蔬菜水果 17 北京吉安金丰食品有限公司 黄志琼 13801175103

蔬菜水果 18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何涛 13718026768

蔬菜水果 19 北京家佳金翔食品有限公司 刘振影 15210307009

蔬菜水果 20 北京京明璐航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王万昌 13910164984

蔬菜水果 22 北京开元同创蔬菜销售中心 王克元 13520833203

蔬菜水果 23 北京康农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朱晶萍 010-83714548

蔬菜水果 24 北京龙晟天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艳 18703663034

蔬菜水果 25 北京绿农昌商贸有限公司 衡长亚 13552517956

蔬菜水果 26 北京绿欣乐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赵小凤 13520833203



蔬菜水果 27 北京绿源农丰种植有限公司 高强 18500035359

蔬菜水果 28 北京麦谷源商贸有限公司 薛飞 18501187656

蔬菜水果 30 北京亲亲家蔬商贸有限公司 孙宪涛 13889884359

蔬菜水果 31 北京全联盛商贸有限公司 周亮 13651145208

蔬菜水果 32 北京世纪长喜蔬菜有限公司 王俊平 18611862583

蔬菜水果 33 北京市望家欢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程军明 13601171961

蔬菜水果 34 北京市新发地绿健恒商贸有限公司 徐月川 13681558073

蔬菜水果 35 北京市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王勇 13801058933

蔬菜水果 36 北京蔬屋科技有限公司 宋二辉 13911931872

蔬菜水果 37 北京顺平信得商贸中心 张建好 15010352025

蔬菜水果 38 北京四季顺鑫食品有限公司 魏秀兰 18611861266

蔬菜水果 39 北京通杰商贸有限公司 张坤 15132670132

蔬菜水果 41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网络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张海芳 13381015753

蔬菜水果 42 北京鑫百利蔬菜销售有限公司 宫清磊 18513818181

蔬菜水果 44 北京星彬宏远商贸有限公司 董星 13701144055

蔬菜水果 45 北京旭日永辉商贸有限公司 李俊杰 13370181883

蔬菜水果 46 北京燕南春盛商贸有限公司 戚甫申 13810237782

蔬菜水果 47 北京亿鑫汇农商贸有限公司 路宁宁 15666984888

蔬菜水果 48 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王小璐 18033870832



蔬菜水果 49 北京元隆信德商贸有限公司 赵全宏 13911899251

蔬菜水果 50 北京悦泽瑞峰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田朗 13120098980

蔬菜水果 51 北京张郭庄世纪家家福贸易有限公司 王丽娇 18511408888

蔬菜水果 52 北京正隆鲜达商贸有限公司 黄光华 13691032851

蔬菜水果 53 北京中佳盈果贸易有限公司 王士光 13801382070

蔬菜水果 54 哈尔滨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蔬菜水果 56 仁爱惠民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窦胜利 13911623434

蔬菜水果 57 天津小蚁科技有限公司 朱婧 18253626687

蔬菜水果 58 小菜娃（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林文革 13691595232

蔬菜水果 59 鑫鑫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怀俊坤 18121488805

蔬菜水果 60 展创诚意（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荣坤 15176399626

蔬菜水果 61 乐禾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  峰 13701080780

蔬菜水果 62 北京祥盛斋食品有限公司 陈和军 18500931296

蔬菜水果 63 北京鲜食商贸有限公司 姚景发 13260262222

蔬菜水果 64 北京聚青源商贸有限公司 杜文科 15313668989

蔬菜水果 65 北京春秋顺昌商贸有限公司 王根 18611784456

糕点饮品 1 天津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赵小川 18920155633

糕点饮品 2 北京京西世纪同创商贸有限公司 谢勇 15600681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