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 2023 年度供应商通讯录

品类 供应商 联系人 电话

全品综合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网络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高妍 13911714510

全品综合 北京市望家欢农副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程军明 13601171961

全品综合 北京福有德商贸有限公司 胡光旗 13990756062

全品综合 北京通杰商贸有限公司 张昆 15132670132

全品综合 展创诚意（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王刚 13910164984

全品综合 北京古聚鑫元商贸有限公司 吴雪军 13720083020

全品综合 北京永兴强波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孟荣强 13911826366

全品综合 北京泰盛达轩商贸有限公司 孙红亮 13126856687

全品综合 北京利源百发商贸有限公司 张芳 15530067666

全品综合 北京百年路通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路秋生 13717818166

全品综合 北京双成绿盛园蔬菜有限公司 张群 13520269888

全品综合 北京兴泽华贸易有限公司 吴志军 18010095705

全品综合 乐禾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萌萌 15720352201

全品综合 北京甄食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潘晓佳 15624656370

全品综合 北京家园顺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张佳政 17777789629

全品综合 北京惠达通泰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韩前坤 17611789857

全品综合 北京鑫怡向东泽商贸有限公司 韩伟 13501121115

全品综合 共赢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孙俊 13520103786

全品综合 北京绿农昌商贸有限公司 衡贺贺 13552517956

全品综合 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安硕 1521017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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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 供应商 联系人 电话

全品综合 北大荒都市味道（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张磊 15810589605

全品综合 北京思诚餐饮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李思诚 13161155505

全品综合 北京晨采丰运商贸有限公司 程正清 18911241081

全品综合 北京华康绿源食品有限公司 肖俊元 13601209523

全品综合 北京莲怡禾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高业虎 18601027906

全品综合 贵昌集团有限公司 刘凤灵 13552865469

全品综合 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有限公司 刘亚辉 15901480719

全品综合 北京晨翔东兴商贸有限公司 高法国 15810015087

全品综合 鲜造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杨征 13810762099

全品综合 鑫鑫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吕卫军 18811323475

全品综合 北京农速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费轶群 13651009077

全品综合 北京金丰餐饮有限公司 沈霄 13001180166

全品综合 北京燕南春盛商贸有限公司 王鹏 15135326520

全品综合 北京东岳方圆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杨朋坤 15993276917

全品综合 北京佳禾鑫盛商贸中心 范国存 13621360531

全品综合 北京永辉彩食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苏刘芳 15210070168

大米杂粮 北京永吉丰汇商贸有限公司 郭连为 18611708289

大米杂粮 北大荒食品集团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贾程程 15011529388

大米杂粮 北京德通顺达粮油制品有限公司 刘通 13811123040

大米杂粮 北京斗满仓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胥保敏 1343630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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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杂粮 北京汇兴源粮油制品有限公司 武长安 17316239767

大米杂粮 北京嘉谷禾粮油有限公司 张吉亮 13701082026

大米杂粮 北京京盐金龙策商贸有限公司 刘振明 13301367653

大米杂粮 哈尔滨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大米杂粮 北京久九元丰商贸有限公司 马长在 13501389082

大米杂粮 北京世纪绿源商贸有限公司 李继强 13391502200

大米杂粮 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大米杂粮 北京通顺臻一源科技有限公司 赵武权 13161991928

大米杂粮 北京京万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万霞 15311728668

大米杂粮 北京五得利京辉萱商贸有限公司 谭玉臣 13501190999

大米杂粮 北京亿立达农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赵雨 18600105156

大米杂粮 黑龙江中褚农业有限公司 韩捷 15611111611

大米杂粮 黑龙江顺德米业有限公司 栾序翊 13836098971

大米杂粮 庆安绿乡米业有限公司 苗兴臣 15811037197

大米杂粮 庆安双洁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张艳群 13796586367

大米杂粮 天津必送达杂粮加工有限公司 李成昆 13661175706

大米杂粮 北京谷盟油脂有限公司 沙绍军 13901119054

大米杂粮 天津嘉丰裕商贸有限公司 李成云 13661312813

大米杂粮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大米杂粮 兰西龙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杜连第 167430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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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杂粮 北京勤建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张云峰 18911262751

大米杂粮 北京晓磊同兴商贸有限公司 李建强 13601156167

大米杂粮 固安省一半商贸有限公司 孟祥秋 18846796789

大米杂粮 北京老冉商贸有限公司 冉维冲 18600871996

大米杂粮 黑龙江弘仓粮酷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吴雪梅 18311335813

大米杂粮 北京国华锡蒙商贸有限公司 范鹏伟 13321178082

大米杂粮 北京汇丰宏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宪龙 13699250257

大米杂粮 北京孟雷苇荣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孟繁兴 13021188612

大米杂粮 北京昌盛百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李娜 13552091490

大米杂粮 北京金盛永和贸易有限公司 刘建旻 13521282415

面粉 北京本乡良实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晶晶 18610729687

面粉 北京嘉谷禾粮油有限公司 张吉亮 13701082026

面粉 北京京万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万霞 15311728668

面粉 北京五得利京辉萱商贸有限公司 谭玉臣 13501190999

面粉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面粉 河北京琪美食品有限公司 张艳敏 18330168470

面粉 北京勤建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张云峰 18911262751

面粉 北京京莘友好商贸有限公司 徐传明 13717938807

面粉 固安省一半商贸有限公司 孟祥秋 18846796789

面粉 北京本乡玉粮油有限公司 王晶晶 1861072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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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 周口市雪荣面粉有限公司 陈家俊 15896744066

面粉 北京金盛永和贸易有限公司 刘建旻 13521282415

食用油 北大荒食品集团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贾程程 15011529388

食用油 北京斗满仓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胥保敏 13436307260

食用油 哈尔滨福满川粮油有限公司 王海梅 17766560099

食用油 北京嘉谷禾粮油有限公司 张吉亮 13701082026

食用油 北京世纪悦福食品有限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食用油 北京京万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万霞 15311728668

食用油 北京五得利京辉萱商贸有限公司 谭玉臣 13501190999

食用油 北京亿立达农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赵雨 18600105156

食用油 保定市澈远油脂销售有限公司 刘兰柱 13011900988

食用油 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李博闻 13601028025

食用油 北京谷盟油脂有限公司 沙绍军 13901119054

食用油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食用油 河北京琪美食品有限公司 张艳敏 18330168470

食用油 青龙满族自治县众大农业有限公司 孟欣 13633330442

食用油 河北冀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李纪生 13031928269

食用油 湖北红袖香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钟舜 13701195409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二商大红门五肉联食品有限公司 陈强 13341111899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李雅龙 1865108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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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 供应商 联系人 电话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文祥志高食品有限公司 李锋 1391165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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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及熟食类 中粮肉食（北京）有限公司 周建国 13241792987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资源亚太食品有限公司 刘继村 13301152748

猪肉及熟食类 哈尔滨坪泽植盛经贸有限公司 徐晓明 13644503858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恒瑞阳光商贸有限公司 田叶 18311316656

猪肉及熟食类 安泰源（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曹丹丹 13552983348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燕都食品有限公司 刘海峰 13269983913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智普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安鹏磊 13503954209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江南春雨食品有限公司 王霞 13520263864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赢达事商贸有限公司 邱晓静 15010990632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日鑫月亿商贸有限公司 刘建祥 13522951983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家佳金翔食品有限公司 檀伟松 18301364115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浩远驰达商贸有限公司 董星 13701144055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泽昊龙发商贸有限公司 路全水 18811181449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畅购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陈赛 18810789332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日日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思潼 13611017705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父子龙商贸有限公司 翟胜娟 13041213886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森福源祥商贸有限公司 种海涛 1509772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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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鸿泰益品商贸有限公司 潘建卫 13716693932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勇欣信达食品有限公司 邵新阳 18811694174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博昊康商贸有限公司 尹宁宁 13811350146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王桂花 13681473748

猪肉及熟食类 云南鸿福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胡馨月 18987866662

猪肉及熟食类 河北灵熙食品有限公司 何伟明 13513129692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谢之有自由人商贸有限公司 谢之有 15301079970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四季康佳商贸有限公司 冯涛 18500175800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京三农商贸有限公司 刘雷 18310839532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昌盛百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李娜 13552091490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 刘玉磊 13302088289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百绿鑫海贸易有限公司 曹海海 13910381914

猪肉及熟食类 北京中润长江食品有限公司 卞鹏 18911961258

禽肉 北京永胜达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文军 18911093627

禽肉 北京泓鑫华生商贸有限公司 吴秋生 13701196882

禽肉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禽肉 北京天宏佳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田鹏 13261909080

禽肉 北京市融兴顺诚食品有限公司 周学东 13701206534

禽肉 北京奥阳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朱伟敏 18610249931

禽肉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张福银 1391027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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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 北京恒瑞阳光商贸有限公司 田叶 18311316656

禽肉 北京华诚文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杨素文 15911065886

禽肉 北京华贸飞翔商贸有限公司 周光平 18811228686

禽肉 北京姜广顺商贸有限公司 姜新廷 13601130847

禽肉 北京锦绣美盛商贸有限公司 何成彩 13701098872

禽肉 北京京冀江洋水产有限公司 夏方明 13439771998

禽肉 北京宁悦发商贸有限公司 李宁 18611103586

禽肉 北京石门龙泽商贸有限公司 黄亚楠 13146677816

禽肉 北京市鲁祥食品有限公司 魏朝建 13601312530

禽肉 北京天聚祥食品有限公司 邢维杰 18612896188

禽肉 北京万惠民商贸有限公司 金小村 18613808588

禽肉 北京旺达玖兴商贸有限公司 穆洁 18518728357

禽肉 北京鑫旺欣然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李小波 18311188566

禽肉 北京勇云诚商贸有限公司 袁延华 13701326940

禽肉 北京泽天昊业商贸有限公司 夏泽天 18630257260

禽肉 靖江亿泰食品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陈赟 15801560658

禽肉 安新县圣铎商贸有限公司 张永利 15831578882

禽肉 北京顺达永通商贸有限公司 王晓 13581926801

禽肉 北京宏发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胡伟 13801087247

禽肉 北京龙舜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未云辉 1394816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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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 北京锦盛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张金海 15203322188

禽肉 日照东方红（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郑成军 13601069506

禽肉 北京京华昌盛商贸有限公司 王昌焕 18611197400

禽肉 北京聚优源水产有限公司 王北平 13801079504

禽肉 北京市融商食品有限公司 辛阳 13701134533

禽肉 北京赢达事商贸有限公司 邱晓静 15010990632

禽肉 北京互众汇金食品有限公司 李卫明 18515687719

禽肉 北京亿美嘉和商贸有限公司 孙健波 13370181883

禽肉 北京善德兴远商贸有限公司 段晨曦 18618161150

禽肉 北京家佳金翔食品有限公司 檀伟松 18301364115

禽肉 北京金玉凯特商贸有限公司 王玉凯 15910688544

禽肉 北京宝林卫芝水产品经销部 颜宝林 13641380919

禽肉 北京强胜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柴利强 13717543788

禽肉 北京鸿坤丰源商贸有限公司 吕五忠 13391985582

禽肉 北京进展宏图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魏金红 13683299706

禽肉 北京盛华佳业商贸有限公司 王顺华 13701261233

禽肉 哈尔滨合浦食品有限公司 边广文 13199494442

禽肉 北京善德兴远商贸有限公司 段晨曦 18618161150

禽肉 北京品味美食品有限公司 陈红灯 18911665746

禽肉 北京标材优鲜食品有限公司 熊挺 1730125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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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 北京德欣源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郭亚 13910206002

禽肉 北京成豪商贸有限公司 龙红 13701357036

禽肉 北京坤兴顺发商贸有限公司 田立华 13521955210

禽肉 北京海天胜利商贸有限公司 卢小丽 15189819126

禽肉 北京乾聚浩坤商贸有限公司 解雷明 13501114569

禽肉 北京中润长江食品有限公司 卞鹏 18911961258

禽肉 北京沃丰博杰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华 13691319088

牛羊肉 北京膳道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裴利军 18610029924

牛羊肉 北京文祥志高食品有限公司 李锋 13911650792

牛羊肉 北京恒瑞阳光商贸有限公司 田叶 18311316656

牛羊肉 北京互利源食品有限公司 袁延峰 18519275858

牛羊肉 北京华诚文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杨素文 15911065886

牛羊肉 北京宁悦发商贸有限公司 李宁 18611103586

牛羊肉 北京万胜达商贸有限公司 周宗新 13810387015

牛羊肉 北京勇云诚商贸有限公司 袁延华 13701326940

牛羊肉 安新县圣铎商贸有限公司 张永利 15831578882

牛羊肉 北京老马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夏敬凯 15132539996

牛羊肉 北京顺达永通商贸有限公司 王晓 13581926801

牛羊肉 北京驼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王世龙 13911329931

牛羊肉 北京兴亮兴清真牛羊肉销售专业合作社 于瑞东 1368368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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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肉 大厂回族自治县华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张立峰 18410018088

牛羊肉 北京膳乐美商贸有限公司 袁建勇 13311548486

牛羊肉 天津翠锦商贸有限公司 梁素玲 15902259078

牛羊肉 北京东合丰牧食品有限公司 宗乐 13701239768

牛羊肉 北京月伴祥云商贸有限公司 马九月 18515193290

牛羊肉 北京日鑫月亿商贸有限公司 刘建祥 13522951983

牛羊肉 北京诚易精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谷令彦 18610315233

牛羊肉 北京金玉凯特商贸有限公司 王玉凯 15910688544

牛羊肉 牧源天野（河北）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徐秀丽 15501138226

牛羊肉 泊头市晟呈肉类有限公司 李庆明 18310868808

牛羊肉 北京鸿泰益品商贸有限公司 潘建卫 13716693932

牛羊肉 北京洪鑫易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冯长磊 13911706551

牛羊肉 北京伊盛祥商贸有限公司 张会峰 13801211272

牛羊肉 北京恒乐食品有限公司 黄正吉 18610028869

牛羊肉 北京强盛欣达商贸有限公司 刘瑞强 13716768968

牛羊肉 北京中润长江食品有限公司 卞鹏 18911961258

禽蛋 天津必送达杂粮加工有限公司 李成昆 13661175706

禽蛋 北京泓鑫华生商贸有限公司 吴秋生 13701196882

禽蛋 北京诚凯成柴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胡浩 18701150127

禽蛋 北京迎凤禽蛋销售有限公司 殷锋 139103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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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 北京昌盛蕊超鑫诚商贸有限公司 季凤勤 15201553863

禽蛋 北京绿都峪口兴合养殖有限公司 张阳 13811633912

禽蛋 天津嘉丰裕商贸有限公司 李成云 13661312813

禽蛋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邢民 13621321938

禽蛋 北京众乐河畔养殖专业合作社 王粒源 13601178392

禽蛋 北京卓德诚商贸有限公司 陈乔青 13718529801

禽蛋 沧州金茗园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苑东升 13522966244

禽蛋 顺平县诺威畜禽饲养有限公司 刘学方 18510461766

禽蛋 望都县鑫泰养殖场 白建章 13910266432

禽蛋 北京金利兴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张建利 13521566067

禽蛋 北京优鲜生活社区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杨国锋 13661240878

禽蛋 北京富荣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闻余金 13683190062

禽蛋 朝阳乾海食品有限公司 付宪金 13370136789

调料干货 北京京盐金龙策商贸有限公司 刘振明 13301367653

调料干货 北京久九元丰商贸有限公司 马长在 13501389082

调料干货 北京永胜达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文军 18911093627

调料干货 北京奥阳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朱伟敏 18610249931

调料干货 北京世界单元科技有限公司 黄鸿斌 15201489658

调料干货 北京彩运如一商贸有限公司 梁忠 13701336182

调料干货 北京古帮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陶勇 1381167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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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料干货 北京金飞龙跃商贸有限公司 周利华 15330070752

调料干货 北京京明璐航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王荣坤 15176399626

调料干货 北京菱花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胡汉生 15653790556

调料干货 北京思翰鹏程商贸有限公司 陈战伟 13522718899

调料干货 北京泰和宏晟商贸有限公司 孙海龙 13811799638

调料干货 北京泰和通达商贸有限公司 闫安 13501117442

调料干货 北京兴盛腾飞商贸有限公司 董金秀 13681120289

调料干货 北京元隆信德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赵全宏 13911899251

调料干货 北京乾元亨泰商贸有限公司 王森 13910667789

调料干货 北京旭日永辉商贸有限公司 李俊杰 13366309191

调料干货 北京财顺盛通商贸有限公司 于海林 13718232468

调料干货 北京泰顺和福瑞商贸有限公司 贺竹清 18510826688

调料干货 河北红日天然色素有限公司 李风增 13241152902

调料干货 北京金信康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杨克文 13718981888

调料干货 北京龙菲业食品有限公司 郭雯雯 18210500675

调料干货 北京嘉德润丰商贸有限公司 刘成涛 13581713272

调料干货 北京闽欣宏达商贸有限公司 刘建森 13810323198

调料干货 北京奥斯云肉食品有限公司 孔凡中 15101592705

调料干货 北京鹏飞迎澳商贸有限公司 毕艳秋 13910406945

调料干货 北京亿美嘉和商贸有限公司 孙健波 1337018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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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料干货 北京嘉华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闫学军 13801382403

调料干货 北京天佑红阳商贸有限公司 郑云磊 13301034072

调料干货 北京善德兴远商贸有限公司 段晨曦 18618161150

调料干货 北京世纪金悦商贸有限公司 董桂香 13651250274

调料干货 北京海昌瑞丰商贸有限公司 傅瑞荣 13901355128

调料干货 北京美味居食品有限公司 彭登宇 15901075706

调料干货 北京鼎晟祥宇商贸有限公司 余兴明 15810977875

调料干货 北京博丰临农产品供应有限公司 陶相银 18611532944

调料干货 北京莲和顺帆商贸有限公司 胡玉峰
18613818672

13801025289

调料干货 北京品味美食品有限公司 陈红灯 18911665746

调料干货 北京市义来兴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李延 15611570378

调料干货 北京阜通诚达商贸有限公司 汪敬 15210378510

调料干货 北京华宸丽景商贸有限公司 李巧梅 13522130580

调料干货 北京荣刚利丰同享商贸有限公司 孙荣刚 15910926487

调料干货 世茂腾达（北京）供应链商贸有限公司 郝伟 15711118206

调料干货 河北通贸食品有限公司 王磊 15210746992

调料干货 全享（北京）商务有限公司 郑传想 13801255389

调料干货 北京善德兴远商贸有限公司 段晨曦 18618161150

调料干货 北京国垦农副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勇凯 18701616148

调料干货 吉林省知恩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赵秋成 170617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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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料干货 沈阳朱家小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殷总 18302465553

调料干货 北京丰益万嘉食品有限公司 刘岩峰 18911286869

调料干货 沈阳丰裕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张晋磊 13940133744

调料干货 北京昊林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许传波 13701335188

调料干货 北京正浩瑞佳商贸有限公司 彭兵生 13910711964

海鲜水产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海鲜水产 北京财顺盛通商贸有限公司 于海林 13718232468

海鲜水产 日照东方红（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郑成军 13601069506

海鲜水产 北京聚优源水产有限公司 王北平 13801079504

海鲜水产 北京锦绣季园商贸有限公司 王书臣 13911009491

海鲜水产 北京昆贸精宸商贸有限公司 国峰 13501085033

海鲜水产 北京志良高尚商贸有限公司 袁前坤 15901389005

海鲜水产 保定欣方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高庆芬 18519800302

海鲜水产 北京水云阁商贸有限公司 周盼 18614043077

海鲜水产 北京新鸿志余商贸有限公司 胡志余 13901175908

海鲜水产 北京恒信昌隆商贸有限公司 张永涛 13910296806

海鲜水产 北京品味美食品有限公司 陈红灯 18911665746

海鲜水产 北京方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徐方才 15201160699

海鲜水产 北京本臻农鲜科技有限公司 赵悦君 18500203615

海鲜水产 北京皖明辉商贸有限公司 曹德生 1314654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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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水产 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曲杭飞 13717830788

海鲜水产 北京本臻农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楠 18513686808

海鲜水产 北京国垦农副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勇凯 18701616148

海鲜水产 舟山市普陀区三润渔业专业合作社 虞丹盛 13811333648

日杂用品 北京鑫旺欣然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李小波 18311188566

日杂用品 北京兴盛腾飞商贸有限公司 董金秀 13681120289

日杂用品 北京鸿景嘉润商贸有限公司 刘红艳 13311309193

日杂用品 北京日光旭升精细化工技术研究所 何邦强 18910206066

日杂用品 北京盛博恒业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现辉 13511008596

日杂用品 北京仙居堂商贸有限公司 刘正国 13911658329

日杂用品 北京鑫源国芳商贸有限公司 张微 13011061100

日杂用品 北京鸿永发商贸有限公司 王树红 13611100312

日杂用品 北京恒信广源商贸中心 李小辉 18618369733

日杂用品 北京首韵日用品有限公司 郭旭华 13810230306

日杂用品 北京华中鼎盛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余昭龙 13901067332

日杂用品 北京晓磊同兴商贸有限公司 李建强 13601156167

日杂用品 北京华泰万达工贸有限公司 王宏 13701169888

日杂用品 北京亿美嘉和商贸有限公司 孙健波 13370181883

日杂用品 北京一轻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韩冬建 15901326323

日杂用品 北京海昌瑞丰商贸有限公司 傅瑞荣 1390135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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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杂用品 北京华泰仿瓷商贸有限公司 杨乾 18610392828

日杂用品 科发伟业（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魏德峰 18810089556

日杂用品 北京阜通诚达商贸有限公司 汪敬 15210378510

日杂用品 北京运成鸿儒商贸有限公司 许淑文 13693267206

日杂用品 北京建兴源发商贸有限公司 童建武 13167363252

日杂用品 行丰银拓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张晓凯 17631313406

日杂用品 北京泽客旺商贸有限公司 王泽宇 18513885263

日杂用品 北京秦汉伟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袁爱民 13994787996

日杂用品 北京百帮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鑫 18801189005

日杂用品 保定帅轩皓和商贸有限公司 王森 13910667789

日杂用品 北京卓越非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孙明杰 13146149186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京盐金龙策商贸有限公司 刘振明 13301367653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华圣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杨志 13910559653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市融兴顺诚食品有限公司 周学东 13701206534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德润安和商贸有限公司 丁凤玲 1521030301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恒宏发商贸有限公司 张福银 1391027534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锦绣美盛商贸有限公司 何成彩 1370109887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京冀江洋水产有限公司 夏方明 1343977199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宁悦发商贸有限公司 李宁 18611103586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石门龙泽商贸有限公司 黄亚楠 1314667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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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央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白洺存 13161948024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万惠民商贸有限公司 金小村 1861380858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勇云诚商贸有限公司 袁延华 13701326940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泽天昊业商贸有限公司 夏泽天 18630257260

速冻食品、调理品 靖江亿泰食品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陈赟 1580156065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顺达永通商贸有限公司 王晓 13581926801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成豪商贸有限公司 龙红 13701357036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恒丰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方海丽 13363182731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鸿福志远商贸有限公司 梁志军 1333118029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义德食品有限公司 候明飞 1391165754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义升晶商贸有限公司 高国升 1370113978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益宁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燕 13501396173

速冻食品、调理品 辽宁菊花女食品有限公司 王光伟 1861160798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农丰未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郭增涛 13522155687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金色楚邦食品有限公司 魏晖 18500780740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东源佳都商贸有限公司 田建波 18601993289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味思正商贸有限公司 辛茹子 15101018696

速冻食品、调理品 张家口金慧德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田锋 13315328811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君霖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宫富宾 13911329859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盛美盛世食品有限公司 孙菊 1307019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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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水屯海洋商贸有限公司 郑良 1371672542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帅兴顺发水产商贸有限公司 王帅 1391066382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尚品道商贸有限公司 王绍辉 15210046633

速冻食品、调理品 扬州冶春食品生产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徐文婧 15152882359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强胜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柴利强 1371754378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浩远驰达商贸有限公司 董星 13701144055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伟业嘉腾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陈巧云 13910787795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钦业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李红刚 13521291581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畅购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陈赛 1881078933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时食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李常 18500053025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本臻农鲜科技有限公司 赵悦君 18500203615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本臻农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楠 1851368680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枫林技展商贸有限公司 孙成杰 15201078977

速冻食品、调理品 同泰盛世（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孙有勇 18618131864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巧娘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黄茂森 18001206325

速冻食品、调理品 河北通贸食品有限公司 王磊 1521074699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星彬宏远商贸有限公司 王文彬 13691121577

速冻食品、调理品 全享（北京）商务有限公司 郑传想 13801255389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谢之有自由人商贸有限公司 谢之有 15301079970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国垦农副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勇凯 18701616148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 2023 年度供应商通讯录

品类 供应商 联系人 电话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昊林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许传波 13701335188

速冻食品、调理品 洪发民宇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张凤琴 13381478990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正隆鲜达商贸有限公司 郑甫龙 1380128379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华利汇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邹帅华 18610265782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福乐客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王丽娇 18511408888

速冻食品、调理品 北京擘万汇商贸有限公司 孙洪彪 13601051228

糕点饮品 北京京盐金龙策商贸有限公司 刘振明 13301367653

糕点饮品 天津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付凯 13054265507

糕点饮品 北京吉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丁良才 15311675566

糕点饮品 北京京富龙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付春旭 18611472690

糕点饮品 北京昌怀盛商贸有限公司 陈正华 13801391125

糕点饮品 北京市豪伦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广浩食品加工厂 闫洪彬 13691033839

糕点饮品 北京紫光圣特商贸有限公司 张春霞 13811130983

糕点饮品 北京华成冰源商贸有限公司 毕绍成 18611269269

糕点饮品 北京龙池威特商贸有限公司 吕冬梅 13601362553

糕点饮品 北京鹏华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那日苏 15049177323

糕点饮品 北京鑫荣韦迪商贸有限公司 于爱乐 13716961214

糕点饮品 北京芙蓉斋食品有限公司 赵小琴 15801397995

糕点饮品 北京青春年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易晶 13910768217

糕点饮品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北京）有限公司 庞炳文 17710311426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 2023 年度供应商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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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饮品 北京禧福丰宁商贸有限公司 宋爱英 18800002618

糕点饮品 北京信远斋饮料有限公司 王明华 15901122371

糕点饮品 北京兴宇嘉恒科贸有限公司 李伍江 13910917031

糕点饮品 烟台吟滋味食品有限公司 李志霖 15760370314

糕点饮品 北京力进源商贸有限公司 牛广星 13901096339

糕点饮品 北京野牧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卞宁 15810629355

糕点饮品 烟台清龢匠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刘聪贤 18610007386

糕点饮品 沈阳德氏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李大可 18641219666

糕点饮品 同泰盛世（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孙有勇 18618131864

糕点饮品 北京鲜颐食品有限公司 孙茂林 18511696727

糕点饮品 北京真旺泉塘商贸有限公司 朱素兰 13261819052

糕点饮品 北京洪成商贸有限公司 刘宝丽 18010093336

蔬菜水果 北京七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乔晓松 13051268635

蔬菜水果 北京大地顺祥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李俊发 13910728893

蔬菜水果 北京华贸飞翔商贸有限公司 周光平 18811228686

蔬菜水果 北京市新发地绿健恒商贸有限公司 徐月川 13681558073

蔬菜水果 北京京明璐航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王荣坤 15176399626

蔬菜水果 北京东强通达蔬菜有限公司 白连仲 18501350389

蔬菜水果 北京丰源祥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王健 18611862583

蔬菜水果 北京乐土乐土商贸有限公司 聂占欣 13718577908



北京学校基地直供 2023 年度供应商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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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 北京绿欣乐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赵小凤 13520833203

蔬菜水果 北京鹏程利安科贸有限公司 张坤 13953053300

蔬菜水果 北京蔬屋科技有限公司 宋二辉 13911931872

蔬菜水果 北京兴颖明源商贸有限公司 刘颖 18511362825

蔬菜水果 北京旭日永辉商贸有限公司 李俊杰 13366309191

蔬菜水果 北京中佳盈果贸易有限公司 王士光 13801382070

蔬菜水果 北京世纪长喜蔬菜有限公司 王昌扣 13501087998

蔬菜水果 北京鑫百利蔬菜销售有限公司 宫清磊 18513818181

蔬菜水果 北京盛世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孙美丽 13910758472

蔬菜水果 北京永立东方商贸有限公司 许金彪 13520708857

蔬菜水果 北京融合惠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武娟 17678004524

蔬菜水果 北京方记腾达商贸有限公司 方国力 18911226612

蔬菜水果 北京康华绿源食品有限公司 王山柱 13352032602

蔬菜水果 北京味思正商贸有限公司 辛茹子 15101018696

蔬菜水果 北京标材优鲜食品有限公司 熊挺 17301258811

蔬菜水果 河北润泽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袁泉 18518570708

蔬菜水果 北京保来商贸有限公司 刘飞 13681147278

蔬菜水果 天津名轩豪泰蔬菜销售有限公司 蔡彬 13651312839

蔬菜水果 景昇（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罗国强 13552992989

蔬菜水果 北京晓磊同兴商贸有限公司 李建强 13601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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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 北京亿美嘉和商贸有限公司 孙健波 13370181883

蔬菜水果 北京融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姚永志 18463999233

蔬菜水果 北京金磊林福商贸中心 曹应芝 13716773738

蔬菜水果 北京优鲜生活社区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杨国锋 13661240878

蔬菜水果 北京净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燕飞 18811040648

蔬菜水果 北京浩远驰达商贸有限公司 董星 13701144055

蔬菜水果 北京央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白洺存 13161948024

蔬菜水果 北京成华文顺商贸有限公司 黄俊 18610199838

蔬菜水果 北京昶盛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胡敏 17744559046

蔬菜水果 北京京丰祥赫商贸有限公司 宰凡哲 13717865949

蔬菜水果 北京博丰临农产品供应有限公司 陶相银 18611532944

蔬菜水果 北京隆祥旺达农产品有限公司 谭海宁 13911556489

蔬菜水果 北京日日生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思潼 13611017705

蔬菜水果 北京时食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李常 18500053025

蔬菜水果 北京万方顺恒物流有限公司 张建好 15010352025

蔬菜水果 北京匹诺贸易有限公司 王树刚 18510338286

蔬菜水果 北京盛华佳业商贸有限公司 王顺华 13701261233

蔬菜水果 北京华宸丽景商贸有限公司 李巧梅 13522130580

蔬菜水果 北京天润厚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琳琳 13810026276

蔬菜水果 北京中邦承达食品有限公司 宋继营 139101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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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 北京博昊康商贸有限公司 尹宁宁 13811350146

蔬菜水果 北京易品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杨国宗 13301138918

蔬菜水果 首新食品（北京）有限公司 赵宏军 13020056011

蔬菜水果 北京国垦农副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勇凯 18701616148

蔬菜水果 北京市裕农优质农产品种植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 雷川 18910854353

蔬菜水果 北京孟雷苇荣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孟繁兴 13021188612

蔬菜水果 大宁县风落农牧林专业合作社 袁建宏 13593502676

蔬菜水果 华腾恒逸(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于臣刚 13810931990

蔬菜水果 北京麦谷源商贸有限公司 薛飞 13641214720

蔬菜水果 北京品味美食品有限公司 陈红灯 18911665746

蔬菜水果 北京优程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冀国军 13260334846

蔬菜水果 北京欣方康商贸有限公司 高新 13911263358

蔬菜水果 北京鑫杰永锋商贸有限公司 李金学 13683058913

蔬菜水果 北京海运泰达食品有限公司 王海宁 13801008514

蔬菜水果 赢雪（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杨晓雪 13466613608

蔬菜水果 北京百世康力食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刘晓云 13911026184

蔬菜水果 北京沃丰博杰商贸有限公司 王振华 13691319088

蔬菜水果 北京美鲜送商贸有限公司 韩利茹 18911464811

蔬菜水果 北京华利汇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邹帅华 18610265782

蔬菜水果 北京福乐客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王丽娇 1851140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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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 北京擘万汇商贸有限公司 孙洪彪 13601051228

小众商品 北京显磊东齐商贸有限公司 高阳 13910317329

小众商品 北京豆爱豆食品有限公司 邹中云 13366606619

小众商品 北京市香香唯一食品厂 赵凤成 13910920963

小众商品 北京亿鑫恒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李怀良 13601318480

小众商品 北京士聚源商贸有限公司 李春会 13910114008

小众商品 北京绿耕商贸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杨义 13718868270

小众商品 北京顺成龙发商贸有限公司 刘成 18910325998

小众商品 北京宏发林莫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林素芽 13552337232

小众商品 天津洁之初科技有限公司 钟北华 13910615788

小众商品 北京金燕盛琪商贸有限公司 鲍瑶青 13910766519

小众商品 河北马大姐食品有限公司 韩东亮 18631221602

小众商品 北京百胜益昌食品有限公司 朱强 13910262789

小众商品 北京昌汇周云销售店 周云 16602826900

小众商品 北京晶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陈李晶 13716896207

小众商品 北京鸿艳华盛商贸有限公司 雷中华 13146096078

小众商品 北京浩天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刘少峰 13910995516

小众商品 北京梓晟商贸有限公司 张小路 13691132971

小众商品 北京中盛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江荣 15011428868

小众商品 海宜超(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靳兆超 15201599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