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十届）内蒙古“名优特”农畜产品名单
序号 盟市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乳品类（8家企业27个产品）
乳品类-名优特4家15个产品
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典A2 β-酪蛋白有机纯牛奶250ml
2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乐冠安慕希AMX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酸奶芦荟味200g
3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ET瓶安慕希AMX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酸奶原味230g
4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乐钻安慕希AMX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酸奶原味205g
5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ET瓶安慕希AMX巴氏杀菌热处理风味酸奶草莓味230g
6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乐冠安慕希AMX嘭嘭珠美颜酸奶200g
7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DPE、PET瓶畅意100%乳酸菌饮品原味（零糖型）100ml、320ml
8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ET瓶植选燕麦奶燕麦谷物浓浆315ml
9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典超滤牛奶250ml
10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变坚果脆皮冰淇淋60g
11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 兰格格酸奶200g、1kg
12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 天边的额吉200g、400g
13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 八旗菌凝酪760g
14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羊伊曼苏蓓护养儿童配方羊奶粉700g
15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羊伊曼苏心膳养中老年配方羊奶粉700g

乳品类-优质1家2个产品
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羊伊曼苏骨膳养中老年配方羊奶粉700g
2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羊伊曼苏美滋养女士配方羊奶粉700g

乳品类-特色4家10个产品
1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雪原乳业有限公司 羊乳奶贝 130g
2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雪原乳业有限公司 0蔗糖高钙奶酪球80g
3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蒙恩乳业有限公司 蒙恩纯羊奶粉（金钻至淳）600g
4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蒙恩乳业有限公司 蒙恩中老年羊奶粉（金钻至淳）600g
5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蒙恩乳业有限公司 蒙恩纯羊奶粉400g
6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蒙羊羊乳业有限公司 雅曼苏无蔗糖羊奶芝士酪酥原味108g
7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蒙羊羊乳业有限公司 雅曼苏果粒羊奶芝士酪酥蔓越莓味108g
8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华颐乐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羊奶粉260g
9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华颐乐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果粒羊乳酪75g
10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华颐乐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咖啡羊乳150g

肉类（14家企业43个产品）
肉类-名优特3家20个产品

1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肉块500g

2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选牛腩肉块500g
3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肉片500g
4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寸排500g
5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手工肉馅500g
6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后腱1kg
7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选牛腱肉块500g
8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选牛肋排块500g
9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盐水羊肝218g
10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香辣羊肝218g
11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脊骨段1kg
12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草原牛肉干218g
13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冷鲜腱子1kg
14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酱卤牛肉五香味200g
15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冷冻牛腩切块1kg
16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卤汁牛肉五香味、香辣味68g
17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酱卤牛腱子五香味180g
18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风干牛肉（原味、辣味、五香味、孜然味）52g、208、448g
19 通辽市 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肥牛
20 呼和浩特市 草原和牛投资有限公司 精选块肉1kg

肉类-优质2家4个产品
1 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绿祥清真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法式羊小腿1kg
2 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绿祥清真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特级羊排800g

3 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绿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绿美西草地甘草猪肉系列
（精瘦肉、梅花肉、里脊肉、后座肉、五花肉）500g、1kg、5kg

4 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绿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绿美西草地甘草猪肉系列（排骨、大骨、脊骨）500g、1kg、5kg

肉类-特色10家19个产品
1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精德食品有限公司 红柳香辣羊肉串180g
2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无定河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无定河山羊肉5kg
3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无定河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无定河牛肉10kg
4 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绿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绿美西草地百草羊肉1kg、2kg
5 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绿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绿美西草地百草牛肉1kg、2kg
6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小肥羊食品有限公司 冷鲜羔羊后腿肉1kg
7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小肥羊食品有限公司 清炖羊排1.2kg
8 赤峰市 巴林左旗实在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牛肉蘑菇辣酱200g*4
9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草原蒙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羔羊真空后腿包2.5kg



10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草原蒙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羔羊精选卷2.5kg
11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草原蒙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羔羊十二肋法排2.5kg
12 赤峰市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契丹小镇黄牛精肉1kg
13 赤峰市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契丹小镇羔羊把肉1kg
14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马志全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手撕牛肉250g
15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马志全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羊杂200g、258g
16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草原伊峰肉业有限公司 原切散养黄牛肉1kg
17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草原伊峰肉业有限公司 原切黄牛牛腩1kg
18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卓滋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熏鸡（招牌、椒麻、风干）900g
19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卓滋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招牌熏兔800g

绒毛类（2家企业5个产品）
绒毛类-名优特1家3个产品
1 包头市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 元领变化组织女套衫260g
2 包头市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 翻领绱袖女大衣400g
3 包头市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 轻起毛印花披肩200g

绒毛类-特色1家2个产品
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大盛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羊绒围巾218g
2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大盛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羊绒衫206g

粮油类（16家企业42个产品）
粮油类-名优特5家13个产品
1 兴安盟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极北香稻4号大米2.5kg
2 兴安盟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极北香稻5号大米2.5kg、5kg
3 兴安盟 龙鼎（内蒙古）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齐兴白清香稻2.5kg、5kg
4 包头市 包头市金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高油酸葵花籽油2.5L
5 包头市 包头市金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珍香小榨葵花仁油5L

6 包头市 包头市金鹿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轻悦葵花籽油5L

7 包头市 包头宏基面粉有限公司 雪花粉2.5kg、5kg、10kg

8 包头市 包头宏基面粉有限公司 麦芯粉5kg、10kg
9 包头市 包头宏基面粉有限公司 雪花饺子粉 2.5kg、5kg、10kg
10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燕谷坊全谷物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发芽燕麦片480g
1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燕谷坊全谷物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燕麦胚芽米500g
12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三主粮天然燕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主粮燕麦米500g
13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三主粮天然燕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即食燕麦片500g

粮油类-优质3家12个产品
1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蒙古米（糜米）480g
2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小米（谷米）480g
3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绿豆480g
4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黄豆480g
5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玉米渣480g
6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黑豆480g
7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兆丰石碾雪花粉1kg
8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兆丰石碾全麦粉1kg
9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兆丰石碾面粉1kg
10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朔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草原农夫匠心雪花硬麦粉2kg、5kg、10kg、25kg
11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朔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草原农夫晶粒硬麦粉2kg、5kg、10kg、25kg
12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朔河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草原农夫石磨硬麦粉1kg、2kg

粮油类-特色9家17个产品
1 赤峰市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契丹小镇毛毛谷小米450g*5
2 赤峰市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契丹小镇国宴香大米 5kg
3 赤峰市 内蒙古大辽王府粮贸有限公司 “蒙”字标赤峰小米500g
4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特制糖友米480g*5
5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特制糖友面1200g*2
6 兴安盟 内蒙古蒙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蒙望大米系列（蒙望大米、私人订制大米、阿吉奈大米）5kg
7 兴安盟 内蒙古蒙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蒙望鲜大米2.5kg、5kg、10kg
8 兴安盟 内蒙古蒙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态大米系列（鱼田大米、鸭田大米、蟹田大米）5kg
9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精德食品有限公司 乳裹诱惑草莓酸奶大汤圆320g
10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塔来乌素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炒米500g
11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塔来乌素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什拉米250g
12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真空甜糯玉米200g
13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真空水果玉米200g
14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真空水果玉米粒280g
15 赤峰市 巴林左旗实在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豆包800g
16 赤峰市 巴林左旗实在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石磨面粉1kg
17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面面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雪花粉 2.5kg、25kg

马铃薯类（2家企业2个产品）
马铃薯类-名优特1家1个产品
1 乌兰察布市 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 马铃薯种薯25kg

马铃薯类-优质1家1产品
1 赤峰市 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铃薯雪花全粉25kg

饮品酒类（7家企业15个产品）
饮品酒类-名优特2家4产品
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机沙棘果汁饮料300ml



2 阿拉善盟 内蒙古金沙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沙恩六支木盒750ml
3 阿拉善盟 内蒙古金沙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漠号角750ml
4 阿拉善盟 内蒙古金沙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漠飞翼750ml

饮品酒类-优质3家5个产品
1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高原露杏福一生果汁饮料310ml
2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高原露无蔗糖杏仁露240ml
3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 高原露原味杏仁露248ml
4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三主粮天然燕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燕麦精酿啤酒330ml
5 乌海市 内蒙古吉奥尼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奥尼经典乌海葡萄之乡干红葡萄酒750ml

饮品酒类-特色2家6个产品
1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王道酒业有限公司 盈天下酒53%vol福盈500ml
2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王道酒业有限公司 盈天下酒43%vol福盈（红色、蓝色）500ml
3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王道酒业有限公司 盈天下酒45%vol喜盈500ml
4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蒙特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季海棠360ml
5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蒙特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红秀300ml
6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蒙特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醉海棠200ml

特种类（6家企业22个产品）
特种类-名优特4家18个产品
1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沙棘人参原浆450ml
2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沙棘枸杞复合原浆450ml
3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鸿雁手提礼盒220g*6
4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水手提礼盒208g*6
5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鸿雁原味大粒68g
6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奔奔豆礼盒160g*12
7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奔奔豆218g
8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套集锦礼盒1458g
9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枸杞50g
10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枸杞王（枸杞子）258g
11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水原味大粒108g
12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瓜子（原味南瓜子）128g
13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瓜子（黑瓜子）128g
14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 三胖蛋尚宴组合338g
15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 三胖蛋高端原味瓜子108g
16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 三胖蛋经典原味瓜子218g
17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卜蜂畜牧业有限公司 正大富硒营养鸡蛋15枚
18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卜蜂畜牧业有限公司 正大叶黄素鸡蛋15枚

特种类-优质1家1个产品
1 乌海市 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 云飞葡萄3kg

特种类-特色1家3个产品
1 赤峰市 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砂糖400g
2 赤峰市 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绵白糖400g、500g
3 赤峰市 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佰惠生绵白糖50kg、400g、450g

饲草料类（2家企业3个产品）
饲草料类-名优特1家2个产品
1 包头市 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羔羊精料补充料50kg
2 包头市 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育肥羊精料补充料50kg

饲草料类-特色1家1个产品
1 呼伦贝尔市 鄂温克旗阳波畜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天地河”草颗粒25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