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暖哄哄-女士调制乳粉175g/纸筒装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joyday风味发酵乳220g/盒装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安慕希希腊风味酸奶230g/瓶装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巧乐兹绮炫
(薄荷提拉米苏口味冰淇凌)65g/袋装

2 内蒙古鸿格尔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5 奶豆腐400g/袋装

3 内蒙古华颐乐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6 普洱羊奶茶粉400g/盒装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7 风味发酵乳（沙棘味）205ml/利乐钻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8 酸牛奶205ml/利乐钻

乳品类（ 4家企业11 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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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9 儿童奶200ml/利乐砖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10 纯牛奶250ml/利乐砖

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11 低脂纯牛奶250ml/利乐砖

内蒙古马志全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1 手撕牛肉250g/袋装

内蒙古马志全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2 手撕牛肉500g/袋装

2 内蒙古铁木真食品有限公司 3
铁木真风干牛肉248g/袋装

成吉思汗手撕牛肉408g/袋装

3 呼和浩特市精德食品有限公司 4 蒙古饺子428g/袋装

4 内蒙古蒙都羊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 蒙都牌 串爷 羊肉串130g/盒装

锡林郭勒盟蓝天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6 精选羔羊肉3kg/真空包装

锡林郭勒盟蓝天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 精选羔羊后腿1.2kg/真空包装

肉类（ 19家企业79个产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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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 天骄情牛肉片468g/盒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 天骄情羊肉串380g/盒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 天骄情羊肉片458g/盒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 天骄情牛肉馅500g/真空袋包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2 天骄情牛腩1kg/真空袋包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3 天骄情牛排1kg/真空袋包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 天骄情羯山羊肉馅500g/真空袋包装

鄂尔多斯市恒科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 天骄情羯山羊炖肉块1kg/真空袋包装

7 杭锦旗绿美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6 西草地甘草猪肉500g、1kg、5kg/真空包装

8 鄂尔多斯旭和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17 德日素鲜香肉5kg/盒装

乌拉特中旗草原恒通食品有限公司 18 羔羊带骨前腿0.8-1.25kg/袋装

乌拉特中旗草原恒通食品有限公司 19 羔羊法式12肋羊排1.61-1.80kg/真空包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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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乌拉特中旗草原恒通食品有限公司 20 羔羊后腿肉包2.5㎏/袋装

乌拉特中旗草原恒通食品有限公司 21 精选羔羊肉卷2.5kg/袋装

乌拉特中旗草原恒通食品有限公司 22 精选羔羊肉卷2.5kg/袋装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速冻杜泊羊上脑3kg/真空包装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卤羊杂250g/真空包装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酱腱子200g/真空包装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酱牛肉200g/真空包装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红焖羊肉200g/真空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牛腱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牛肋条500g/贴体包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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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去骨牛肋排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1 牛腩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2 肥牛炖肉块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牛腿肉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臀腰肉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保乐肩肉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6 牛胸5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菲力牛排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8 板腱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嫩肩肉200g/贴体包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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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小黄瓜条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西冷牛排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2 牛仔骨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肋眼牛排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牛板筋200g/袋装

（烧烤味/香辣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风干牛肉独孤求败250g/袋装（原味/辣味/

五香味/孜然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风干牛肉独孤求败230g/袋装（原味/辣味/

五香味/孜然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7
风干牛肉凹凸有型200g/袋装(原味/辣味/五

香味/孜然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风干牛肉及至豪情100g/袋装（原味/辣味/

五香味/孜然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49
风干牛肉388g/袋装(原味/辣味/五香味/孜然

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风干牛肉208g/袋装（原味/辣味/五香/孜

然）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风干牛肉448g/袋装（原味/辣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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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风干牛肉52g/袋装（原味/辣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3 风干牛肉30g/袋装(原味/辣味）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白搭牛肉片150g/袋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5 黑椒牛肉粒150g/袋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6 黑椒牛柳150g/袋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7 澳洲原味牛排138g/袋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8 澳洲黑椒牛排138g/袋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59 原味牛排（番茄酱）150g/袋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60 上脑牛排200g/贴体包装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61 原味牛排（蘑菇酱）150g/袋装

12 乌审旗宝辰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2 皇香苜蓿猪肉500g/真空包装

13 呼和浩特市蒙亮民贸（集团）有限公司 63 蒙亮手撕风干牛肉218g/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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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14 内蒙古格伊古勒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64 羊肉卷2.5kg/塑料薄膜

杭锦旗羚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65 生态好羊6kg/恒温包

杭锦旗羚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66 羔羊后腿肉1kg/真空包装

杭锦旗羚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67 山羊开泰6kg/恒温包

杭锦旗羚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68 金牌牛肉片350g /袋装

16 内蒙古草原蒙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69 羔羊精选卷2.5kg/真空包装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70 去骨后腿包2.5/袋装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71 带骨羊后腿 称重/真空包装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72 带骨羊前腿 称重/真空包装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73 中式羊排 称重/包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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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74 羔羊肉卷2.5kg/卷膜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 75 精选羔羊肉500g/卷膜

鄂尔多斯市四季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6 蒙祥羔羊肉片0.35kg/盒

鄂尔多斯市四季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7 蒙祥羔羊排1.5kg/袋

鄂尔多斯市四季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8 蒙祥烤羊腿1.5kg/袋

19 内蒙古好鲜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79 牛腩750g/袋装

维信（内蒙古）羊绒集团有限公司 1 “阴山岩刻”牌羊绒衫

维信（内蒙古）羊绒集团有限公司 2 “克莱汀”牌羊绒衫

维信（内蒙古）羊绒集团有限公司 3 “维信”牌羊绒衫

绒毛类（ 2家企业 4 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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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2 内蒙古大盛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4 "DAGENLAI”牌羊绒衫、羊绒围巾

内蒙古大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
大公雪人儿牌雪花粉25kg、10kg、5kg、

2.5kg/袋装

内蒙古大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
大工牌雪花粉25kg、10kg、5kg、2.5、

1kg/袋装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3 浩峰水果玉米200g/真空包装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4 浩峰甜糯玉米200g/真空包装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5 鸡鹿塞原生石碾雪花粉820g/真空包装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6 鸡鹿塞原生高筋面包粉820g/真空包装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7 鸡鹿塞石碾烘焙全麦粉820g/真空包装

4 内蒙古莫旗兴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8 达达香5kg/盒装

粮油类（25家企业55个产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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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5 乌兰浩特市金谷粮油米业加工有限公司 9 草原金谷胚芽营养米2kg/盒装真空

6 通辽市绿色米业有限公司 10 “鲜光”牌大米5kg/袋装

阿拉善盟华雨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1 华雨华雨雪25kg/袋装

阿拉善盟华雨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2 华雨特一粉25kg/袋装

阿拉善盟华雨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3 华雨雪花粉10kg、25kg/袋装

阿拉善盟华雨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4 华雨家庭粉10kg、25kg/袋装

8 内蒙古玉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食用玉米淀粉25kg、40kg、850kg、

1000kg/袋装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16 “沐沦河”金苗小米25kg/袋装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17 “沐沦河”毛毛谷小米25kg/袋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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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18 “沐沦河”大金苗小米2.5kg/袋装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19 “沐沦河”毛毛小米5kg/袋装

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 “绰尔蒙珠”大汗稻场5kg/盒装

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1 “绰尔蒙珠”牌有机米4kg/盒装

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2 “绰尔蒙珠”牌富硒大米4kg/盒装

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3 “兴安岭”稻花香米5kg/盒装

11 赤峰市汇民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24 汇民荞麦粉5kg/袋装

12 乌兰浩特市北雁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25 稻花香米25kg/袋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26 特制糖友面1.2kg*2/盒装、袋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27 特制糖友米480g*5/真空包装、盒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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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28 农乡丰精品玉米渣480g/真空包装、盒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29
农乡丰精品蒙古米（糜米）480g/真空包装

、盒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30 农乡丰精品黑豆480g/真空包装、盒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31 农乡丰精品绿豆480g/真空包装、盒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32 农乡丰精品黄豆480g/真空包装、盒装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33
农乡丰精品小米（谷米）480g/真空包装、

盒装

14 乌审旗无定河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4 无定河大米500g/真空包装

15 巴林左旗大辽王府粮贸有限公司 35 契丹牌有机小米500g×10袋/真空包装

内蒙古丰吉妙农业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6 蒙元圣康冷榨亚麻籽油1.25L/盒装

内蒙古丰吉妙农业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7 丰吉妙冷榨亚麻籽油500ml/盒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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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17 呼伦贝尔合适佳食品有限公司 38
“苍茫谣”牌芥花油500ml/900ml/1.8L/4L/5L/

瓶装

18 呼和浩特市同福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39 全麦杂粮油茶面400g/袋装

内蒙古二龙屯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二龙屯有机小米500g*1盒/盒装

内蒙古二龙屯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41 二龙屯有机大米500g*1盒/盒装

内蒙古尚德维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2 尚德维康精品杂粮450g*10盒/盒装

内蒙古尚德维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3 尚德维康农家小米500g*10盒/盒装

乌兰浩特市雪峰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44 雪花饺子粉10kg/袋装

乌兰浩特市雪峰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45 草原面粉5kg/袋装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齐兴白香粳米5kg/真空包装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47 极北香稻5号米5kg/真空包装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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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极北香稻5号米2.5kg/真空包装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49 极北香稻4号米2.5kg*2/真空包装、盒装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极北香稻3号米400g*12/盒装、真空包装

23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俊祥农民专业合作社 51 山河籽葵花油1.8升/桶装

内蒙古盛谷酿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52 白醋500ml*12瓶/瓶装

内蒙古盛谷酿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53 陈醋500ml*12瓶/瓶装

内蒙古盛谷酿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54 特级一品鲜酱油500ml*12瓶/瓶装

25
内蒙古正隆谷物食品有限公司

55
雪花牌自发粉1kg、2.5kg袋装

1
内蒙古薯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内蒙古三联淀粉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 1

马铃薯淀粉50kg/袋装、蒙健力源马铃薯汁

30ml/瓶装

22

24

马铃薯类（3家企业5 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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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2 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 马铃薯淀粉（生粉）25kg/5kg/400g/袋装

内蒙古田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3 草原方便土豆丝64g/盒装

内蒙古田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4 草原锅盔土豆粉190g/盒装

内蒙古田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5 草原土豆粉238g/袋装

呼和浩特市佑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佑豐黑枸杞50g/瓶装

呼和浩特市佑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佑豐雪菊40g/瓶装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3 高原露牌杏仁露1X24/硬包装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4 高原露牌木糖醇杏仁露1x24/硬包装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5 高原露牌有机杏仁露1x20/硬包装

3

1

2

饮品酒类（5 家企业 11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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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武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6 武皇贡酒42°500ml/盒装

内蒙古武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7 42°武川老窖42°500ml/盒装

内蒙古武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8 1958武皇老窖酒46°500ml/盒装

内蒙古武皇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9 56°武皇地缸原浆酒750ml/盒装

4 牙克石市野老大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10 野老大蓝莓果粒果汁300ml/瓶装

5 内蒙古驰园酒业有限公司 11 珍藏级驰园小坛酒150ml/瓶装

1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 1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酱香卜留克
300g/袋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2 正大富硒营养鸡蛋36枚礼盒1.98kg/盒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3 正大富硒营养鸡蛋10枚/盒装

3

特种类（ 7 家企业 24 个产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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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4 正大玉米黄鸡蛋36枚1.98Kg/盒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5 正大玉米黄鸡蛋10枚550g/盒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6 正大五粱鸡蛋48枚2.64kg/盒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7 正大五粱鸡蛋36枚礼盒1.98kg/盒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8 正大五粱鸡蛋15枚825g/盒装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9 正大五粱鸡蛋12枚660g/盒装

内蒙古燕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 燕圆优麦即冲燕麦片1*15*688g/桶装

内蒙古燕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 燕圆优麦即冲燕麦片1*24*388g/袋装

4 乌审旗顺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12 毛乌素大枣4kg/盒装

5 内蒙古蒙蜜蜜蜂产业有限公司 13 顶级封盖蜜-3 780g/盒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番美滋拌面酱（青辣椒）120g/袋装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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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番美滋拌面酱（香辣猪肉）12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 番美滋拌面酱（鲜香蘑菇）12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 番美滋火锅沾料（香辣）14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 番美滋火锅沾料（微辣）14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 番美滋火锅沾料（鲜香原味）14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番美滋火锅涮料（香辣）20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番美滋火锅涮料（微辣香汤）200g/袋装

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2 番美滋火锅涮料（美味清汤）200g/袋装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 饲料级L-苏氨酸25kg/真空包装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谷氨酸钠（味精）25Kg/真空包装

1 包头市北辰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育肥羊全混合日粮50kg/袋装

呼和浩特昌德和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 昌德和大西红柿500g/盒装

呼和浩特昌德和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 昌德和小西红柿500g/盒装

饲草料类（ 1家企业 1个产品）

瓜果蔬菜类（1 家企业 2 个产品）

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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