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及职务

汪国森 赤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贠旭江 全国畜牧总站副站长

赵永华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

李希荣 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

何新天 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党支部书记

王建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畜牧处处长

白音 内蒙古农牧厅畜牧局局长

王建江 内蒙古农牧厅农村牧区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

郭跃 内蒙古农牧厅农机局副局长

吴江涛 内蒙古农牧厅农垦局副局长

薛德凯 赤峰市农牧局局长

刘彬 全国畜牧总站草业处

殷成文 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强德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

首届（2019）中国草牧业发展论坛
参会领导及嘉宾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卢欣石 国家草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会长

许尚忠 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会长

杜立新 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会长

杨福合 中国畜牧业协会鹿业分会会长

陈钢粮 中国畜牧业协会骆驼分会会长

刘敏 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会副会长

张明 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

张英俊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草学会秘书长、
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主持教授

王振华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宏伟 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副会长、内蒙古草业协会会长

阎英凯 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副秘书长

李志强 国家草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

西蒙 科乐收农业机械贸易（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方少 北京大鹰美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公司总经理

韩新华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娟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总监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安徽 冉强 安徽精良同硕塑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18121817308 安徽安庆怀宁县怀宁县高河镇月山大道6号

安徽 丁玉飞 安徽森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365696333 安徽六安金安区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经济开发区

安徽 刘波 蚌埠玛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8621784394 安徽蚌埠固镇县安徽蚌埠固镇县连站开发区纬四路

安徽 徐智明 秋实草业有限公司 总农艺师 15178320555 安徽蚌埠五河县朱顶镇

安徽 夏然 秋实草业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13932392765 安徽蚌埠五河县朱顶镇

安徽 张宇龙 秋实草业有限公司 技术员 18655296110 安徽蚌埠五河县朱顶镇

北京 陈谷 百绿国际草业（北京）有限公司 总顾问 13901182641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5071室

北京 刘鹏 百绿国际草业（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501189335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5071室

北京 刘宗现 百绿国际草业（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910792450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5071室

北京 王雪冰 百绿国际草业（北京）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13611259402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5071室

北京 王鹏 北京安乐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8563983175 北京朝阳区光华路9号光华路soho2a1008

北京 高超 北京安乐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3811034788 北京朝阳区光华路9号光华路soho2a1008

北京 杨杰帅 北京澳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5028349431 北京朝阳区望京西园222号楼B-2201号

北京 侯治涛 北京澳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17501092306 北京朝阳区望京西园222号楼B-2201号

参会人员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北京 王立伟 北京佰青源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566047132
北京密云县大城子镇政府东侧海惠诚综合楼101室-
87

北京 祝俊伟 北京大爱农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601193534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2号楼

北京 殷小川 北京大爱农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监 13510126445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2号楼

北京 邓亚林 北京大爱农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管 18900510933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2号楼

北京 祝斌 北京大爱农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管 18301057176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2号楼

北京 朱启军 北京大爱农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 18900518711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2号楼

北京 殷宸 北京大爱农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 13083081520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甲12号2号楼

北京 李宏 北京大鹰美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部经理 18310324717 北京通州区新华西街北京one写字楼1401

北京 温瑞强 北京国科诚泰农牧设备有限公司 13911436423 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企发大厦F座一层

北京 谷伟兵 北京和牧同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501352485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6006

北京 郑文军 北京和牧同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17777836390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6006

北京 罗小容 北京和牧同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18612139059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6006

北京 于红霞 北京和牧同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15330056305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号
楼6006

北京 刘焕龙 北京健德隆科技有限公司 13810646719 北京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3-5008

北京 王慧敏 北京农博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经理 18511480424 万寿路西街2号2号楼4层北侧579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北京 张波 北京农博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划 13811792984 万寿路西街2号2号楼4层北侧579

北京 王旭 北京农博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销售 18511480495 万寿路西街2号2号楼4层北侧579

北京 杨草 北京农博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销售 13811792984 万寿路西街2号2号楼4层北侧579

北京 王骘钧 北京农博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总监 18310900091 万寿路西街2号2号楼4层北侧579

北京 张巧 北京农博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8511480493 万寿路西街2号2号楼4层北侧579

北京 张笑宇 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13848885823
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南阳路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
司

北京 鲍文艺 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15804763119
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南阳路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
司

北京 刘玉水 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13733246166
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南阳路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
司

北京 张新鹏 北京阳光绿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701080678
北京市清华东路2号中国农大东校区科贸楼
B210/212

北京 杨晓文 北京阳光绿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13911611849
北京市清华东路2号中国农大东校区科贸楼
B210/212

北京 何军 北京阳光绿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8618134878
北京市清华东路2号中国农大东校区科贸楼
B210/212

北京 张丽娜 北京阳光绿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910812493
北京市清华东路2号中国农大东校区科贸楼
B210/212

北京 黄德英 北京泽牧久远生物科技研究院 策划总监 13693647718 北京通州区九棵树东路386号(京贸新干线)C区606B

北京 张晓磊 北京正道种业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13811689107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4
号院7号楼101室

北京 马永生 北京正道种业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13997079535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4
号院7号楼101室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北京 李鸿强 北京正道种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701362059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4
号院7号楼101室

北京 齐丽娜 北京正道种业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13701362719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4
号院7号楼101室

北京 张静妮 克劳沃（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与技术
总监

15201436580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竺园路12号院泰达科技园34号
楼

北京 王圣乾 克劳沃（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18600763437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竺园路12号院泰达科技园34号
楼

北京 张辉 克劳沃（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公司总
经理

13801271030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竺园路12号院泰达科技园34号
楼

北京 王跃栋 克劳沃（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15901000040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竺园路12号院泰达科技园34号
楼

北京 朱立鑫 乐味（北京）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15201016620 北京朝阳区东坝乡东晓景产业园205号E区1065

北京 赵印 中国畜牧业协会
羊业分会主
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许鹏程 中国畜牧业协会 宣传策划部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颉国忠 中国畜牧业协会
兔业分会主
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赵航 中国畜牧业协会
牛业分会主
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程玛丽 中国畜牧业协会
牛业分会副
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王春洪 中国畜牧业协会
驴业分会主
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付龙霞 中国畜牧业协会
鹿业、骆驼
分会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杨平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展部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北京 齐迹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展部副主
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王叶辉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展部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杨凤杰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展部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刘晓彬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展部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李冬津 中国畜牧业协会 会员部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艾琳 中国畜牧业协会
国际合作部
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张海南 中国畜牧业协会
草业分会副
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赵景源 中国畜牧业协会 财务部主任
010-
88388699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306

北京 唐三元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15801437798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

北京 张海泉 13801280214 北京顺义区马坡镇坤安路2号院32-4

重庆 秦亚良 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811108893 重庆丰都县高家镇新区(食品工业园区)

重庆 赵川皓 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15210262798 重庆丰都县高家镇新区(食品工业园区)

重庆 尹权为 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科长 15923025979 重庆渝北区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86号

重庆 李发玉 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 13983006590 重庆渝北区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86号

福建 张朴 康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秘书
长

15155197028 福建福州平潭县平潭综合实验区高新产业中心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福建 熊焕强 康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007551066 福建福州平潭县平潭综合实验区高新产业中心

甘肃 董光武 定西市畜牧兽医局 副局长 15348027316 甘肃定西安定区定西市畜牧兽医局

甘肃 郭长辉 甘肃省草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 18394035058 甘肃兰州城关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西路85号

甘肃 孙好国 甘肃中盛华美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696360599 甘肃庆阳西峰区工业园区

甘肃 任新华 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部经理 13893788831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解放路325号

甘肃 马胜虎
玉门市小金湾农民联合绿化苗木农民
专业合作社

销售员 13893748480 甘肃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

甘肃 马胜龙
玉门市小金湾农民联合绿化苗木农民
专业合作社

18293765000 甘肃酒泉玉门市小金湾乡

广西 黄世洋 广西大学 13878187787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00号

广西 曾俊 广西大学 13788709842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00号

广西 杨炳壮 广西水牛研究所 研究员 13607717670 广西南宁兴宁区邕武路24-1号

广西 黄加祥 广西水牛研究所 15807711618 广西南宁兴宁区邕武路24-1号

广西 张勇 广西鑫盛源畜牧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878155612 广西南宁兴宁区鲤湾路5号

广西 黄一龙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 助理 13557588338 广西南宁邕武路24号

广西 曾繁泉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 科员 13471010613 广西南宁邕武路24号

广西 赖大伟 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 18577110477 广西南宁邕武路24号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广西 张秀琪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联和种养专业合作
社

副经理 13481796668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联和种养专业合作社

广西 张秀玉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联和种养专业合作
社

技术员 13737218668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联和种养专业合作社

广西 陈兴乾 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地监理中心 主任 13878695278 广西南宁鲤湾路5-1号

广西 谢金玉 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地监理中心 联系人 科长 13087718758 广西南宁鲤湾路5-1号

广西 张伟 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地监理中心 高级畜牧师 13387716268 广西南宁鲤湾路5-1号

广西 陈玉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地监理中心 副科长 13507711533 广西南宁鲤湾路5-1号

河北 薛智 衡水市冀州区超强养殖场 15203288860 河北衡水冀州市冀州镇彭村

河北 陈苏 衡水志豪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18311453796 河北衡水武邑县韩庄镇李吕池村(西北)

河北 冯志达 新奥兰生物科技（石家庄）有限公司 13382356698 河北石家庄赵县新寨店工业园区

河北 李喆 新奥兰生物科技（石家庄）有限公司 18911195259 河北石家庄赵县新寨店工业园区

河北 赵孝武 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13313331687 河北秦皇岛海港区建设大街东段

河北 曹建余 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13223331668 河北秦皇岛海港区建设大街东段

河南 李双军 河南德邻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3781156296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太行大道与通惠河路交叉
口向东200米路南

黑龙江 汪跃强 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家禽事业部
副部长

13394517701 黑龙江哈尔滨香坊区哈平路277号

吉林 于春海 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人大副主任 13843860001 吉林辽源东丰县东丰镇东风路2700号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吉林 宋世贵 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科长 15043768577 吉林辽源东丰县东丰镇东风路2700号

吉林 郭辉 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18004377999 吉林辽源东丰县东丰镇东风路2700号

吉林 杜建民 吉林东西辽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243445678 吉林省双辽市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江苏 束海平 江苏乾宝牧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 15061167299 江苏盐城亭湖区盐东镇生建村五组(19)

江苏 蒋柏林 江苏乾宝牧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 18921899301 江苏盐城亭湖区盐东镇生建村五组(19)

江苏 王桂江 江苏乾宝牧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17751557385 江苏盐城亭湖区盐东镇生建村五组(19)

江苏 汪冰清 江苏省农机信息中心 副主任 江苏南京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苏 高露璐 江苏省农机信息中心 江苏南京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苏 秦莎莎 江苏省农机信息中心 江苏南京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苏 李海涛 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科技示范中心 副主任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苏 周明立 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科技示范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苏 卢月 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科技示范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苏 王婉宁 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科技示范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路97号

江西 丁建南 江西省科学院 研究员 13970959413 江西南昌高新区昌东大道7777号

江西 寇江涛 宜春学院 13993198086 江西宜春袁州区学府路576号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辽宁 曹洪章 辽宁圣迹山畜牧有限公司 业务员 13802443456 辽宁沈阳法库县叶茂台镇叶茂台村

辽宁 刘敏 辽宁圣迹山畜牧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998363333 辽宁沈阳法库县叶茂台镇叶茂台村

辽宁 杜东 沈阳市农祥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5942366219 辽宁沈阳辽中县高铁站附近

内蒙古 王宝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办 主任 15604760188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内蒙古 裴焕斌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办 副旗长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内蒙古 曹福刚 敖汉旗东大品证牧业有限公司 兽医 15248640002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萨力巴乡敖汉旗东大品证牧业有
限公司

内蒙古 刘明革 敖汉旗东大品证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780701059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萨力巴乡敖汉旗东大品证牧业有
限公司

内蒙古 张拓 碧桂园牧业（内蒙古）有限公司 18024553664
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瑞丰汽贸物流
园区K6#-117

内蒙古 吕永利 赤峰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秘书长 13604762102 内蒙古赤峰松山区123

内蒙古 王利美 赤峰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副秘书长 13789665580 内蒙古赤峰松山区123

内蒙古 罗征远 赤峰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发展部部长 13947626669 内蒙古赤峰松山区123

内蒙古 朱泽义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副场长 13947076315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加格达奇路80号

内蒙古 赵向和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畜牧科长 13847061930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加格达奇路80号

内蒙古 包青龙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13634747988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加格达奇路80号

内蒙古 秦文宝 科右中旗塔林夫种养殖业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 18248264626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人险楼北
侧五号门市北方联合牧业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内蒙古 双泉 科右中旗塔林夫种养殖业专业合作社 董事长 13644819870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人险楼北
侧五号门市北方联合牧业

内蒙古 陈朝祥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太极天驴有限公
司

15882757711 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扎嘎斯台镇乌兰绍荣嘎查

内蒙古 叶永红
内蒙古北纬中垦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总经理 15847241548
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210国道5公里处世
纪通院内

内蒙古
阿拉坦
沙

内蒙古财经大学 讲师 13347153821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111

内蒙古 赵树林 内蒙古草业协会 秘书长 15848122297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博尔顿广场B座1302

内蒙古 白晋宇 内蒙古草原御驴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347152224
内蒙古呼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六路宇泰商务广场A座
704

内蒙古 王峰 内蒙古草原御驴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主管 13384711489
内蒙古呼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六路宇泰商务广场A座
704

内蒙古 伊拉塔 内蒙古草原御驴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18004711183
内蒙古呼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六路宇泰商务广场A座
704

内蒙古 张勇伟 内蒙古草原御驴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场长 15847158227
内蒙古呼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六路宇泰商务广场A座
704

内蒙古 高小权 内蒙古草原御驴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场长 15849199013
内蒙古呼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六路宇泰商务广场A座
704

内蒙古 刘鑫 内蒙古草原御驴科技牧业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 18104860957
内蒙古呼市金桥开发区世纪六路宇泰商务广场A座
704

内蒙古 王晓敏 内蒙古大学 15904871505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24号内蒙古大学南
校区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内蒙古 祝恩勇 内蒙古津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13132176757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羊场镇

内蒙古 刘奕 内蒙古津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18202244082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羊场镇

内蒙古
娜仁图
雅

内蒙古朗润牧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总监 18001160269
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综合办公
楼210号



省市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地址

内蒙古 汤伟 内蒙古朗润牧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裁 18001160269
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综合办公
楼210号

内蒙古 赖英杰
内蒙古蒙草草原生态大数据研究院有
限公司

项目经理 18047157896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金桥开发区宇泰商务广场

内蒙古 王宝林
内蒙古蒙草草原生态大数据研究院有
限公司

副总监 15034933227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金桥开发区宇泰商务广场

内蒙古
道力格
亚

内蒙古蒙草草原生态大数据研究院有
限公司

18686201008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金桥开发区宇泰商务广场

内蒙古 高佳荷 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生 17648210729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昭乌达路306号

内蒙古 代蕊 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生 18747659997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昭乌达路306号

内蒙古 杜丽娟 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生 14747208631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昭乌达路306号

内蒙古 唐芳 内蒙古农业大学 副教授 18247138367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昭乌达路306号

内蒙古 张江 内蒙古伊禾绿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 18147150919 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

内蒙古 刘亚玲
通辽市蒙草沙地治理与林草牧业发展
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15661162049
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区滨河大街东段林业局办公楼1
楼

内蒙古 陈丹 总经理 15248466622 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呼和浩特赛罕区中海外滩

内蒙古 乌拉 17097718866 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呼和浩特赛罕区中海外滩

宁夏 朱海涛 宁夏兔侠传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经理 13995116731 宁夏银川西夏区宁夏中关村创新中心301

宁夏 马元鹏 宁夏兔侠传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995116731 宁夏银川西夏区宁夏中关村创新中心301

宁夏 王红娟 宁夏兔侠传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岀纳 13995116731 宁夏银川西夏区宁夏中关村创新中心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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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刘萍 宁夏兔侠传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577890811 宁夏银川西夏区宁夏中关村创新中心301

宁夏 朱海迪 宁夏兔侠传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3895152944 宁夏银川西夏区宁夏中关村创新中心301

宁夏 王振和 宁夏壹加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687772071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恩河路南壹加壹公司

宁夏 邱龙志 宁夏壹加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13316699949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恩河路南壹加壹公司

青海 陈浩宇 青海天之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8623108011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经四路22号二楼208室

山东 王俊海 聊城市畜牧站 研究员 13506350863
山东省聊城市昌润北路中段（市高速交警大队对
过）

山东 高晓红 聊城市畜牧站 13563570600
山东省聊城市昌润北路中段（市高速交警大队对
过）

山东 肖延光 聊城市畜牧站 13346355788
山东省聊城市昌润北路中段（市高速交警大队对
过）

山东 王素红 聊城市畜牧站 18363505896
山东省聊城市昌润北路中段（市高速交警大队对
过）

山东 赵国慧 聊城市畜牧站 13706358678
山东省聊城市昌润北路中段（市高速交警大队对
过）

山东 张洪学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653152277 山东济南历城区工业北路243号

山东 高淑萍 青岛鹿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505421958
山东青岛市北区山东路168号时代国际广场413-421
室

山东 孙钦栋 青岛鹿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8563933950
山东青岛市北区山东路168号时代国际广场413-421
室

山东 阎英凯 青岛兔爱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13608986927 山东青岛崂山区崂山路87号乙4号楼2单元502

山东 孙文竹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销管总监 13756982342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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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王春雨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品管经理 18843401122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

山东 高占双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服务部
部长

17743005123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

山东 王爱华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8353601888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

山东 田玉杰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18243107666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

山东 韩新华 山东邦基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18866638880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

山东 董雅娟 山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561688666 山东淄博高青县唐坊镇仉家村东南

山东 田永存 山东金秋草制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8690169191
山东青岛崂山区香港东路227-1号恒基新天地11号
楼二单元102

山东 章岚 山东金秋草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905324329
山东青岛崂山区香港东路227-1号恒基新天地11号
楼二单元102

山东 曹亮 山东金秋草制品有限公司 18660237307
山东青岛崂山区香港东路227-1号恒基新天地11号
楼二单元102

山东 杨广富 山东省阳信广富畜产品有限公司 13188915166 山东滨州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三路西段路北

山东 张娟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15092846797 山东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小新兴村西(新蒙馆路北侧)

山东 李玲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18366613699 山东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小新兴村西(新蒙馆路北侧)

山东 张翔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19853851666 山东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小新兴村西(新蒙馆路北侧)

山东 王子卓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19806288222 山东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小新兴村西(新蒙馆路北侧)

山东 臧志强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19806288111 山东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小新兴村西(新蒙馆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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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王健 泰安意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15853865099 山东泰安新泰市谷里镇小新兴村西(新蒙馆路北侧)

山东 杨振刚 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326295858 山东滨州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三路277号

山西 刘菲 怀仁县金沙滩羔羊肉业有限公司
政府畜牧局
科长

15110808778 山西朔州怀仁县仁和南路食品工业园区

山西 袁文龙 怀仁县金沙滩羔羊肉业有限公司
政府畜牧局
副局

18403407555 山西朔州怀仁县仁和南路食品工业园区

山西 张朝华 怀仁县金沙滩羔羊肉业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13311128889 山西朔州怀仁县仁和南路食品工业园区

山西 陈斌斌 怀仁县金沙滩羔羊肉业有限公司 销售部 18003498165 山西朔州怀仁县仁和南路食品工业园区

山西 刘建文 怀仁县金沙滩羔羊肉业有限公司 供销部经理 13994304655 山西朔州怀仁县仁和南路食品工业园区

山西 邸文奇 岚县畜牧兽医局 站长 15835197415 山西吕梁岚县东村镇东村向阳路

山西 王文青 岚县畜牧兽医局 经理 13293888858 山西吕梁岚县东村镇东村向阳路

山西 李艳彪 岚县畜牧兽医局 技术员 13935869523 山西吕梁岚县东村镇东村向阳路

山西 高小军 岚县畜牧兽医局 13753823062 山西吕梁岚县东村镇东村向阳路

山西 张俊明 山西晋神五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603536088 山西省神池县东湖乡五七干校

山西 王军伟 山西晋神五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13333410410 山西省神池县东湖乡五七干校

山西 曹亮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3803453993 山西太原平阳南路150号

山西 任克良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副所长 13703587119 山西太原平阳南路1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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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毛杨毅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13603510638 山西太原平阳南路150号

山西 李燕平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13935115315 山西太原平阳南路150号

四川 任小春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实习员 15881821240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健民路188号

四川 甘伟 达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15892960741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健民路188号

四川 陈彬龙 凉山彝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讲师 15283524069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袁马路62号凉山州畜科所

四川 杨世忠 凉山彝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高级畜牧师 13882451565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袁马路62号凉山州畜科所

四川 陈益 凉山彝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办公室副主
任

13458780539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袁马路62号凉山州畜科所

四川 郭亮 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708252934 四川内江经济开发区安吉街898号

四川 唐林 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541621867 四川内江经济开发区安吉街898号

西藏 文林 当雄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8288483990 西藏拉萨当雄县当曲河东路171号

西藏 刘海聪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 15089009948 西藏拉萨城关区拉萨市城关区金株中路金泥巷5号

西藏
多吉顿
珠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草业科学研究
所

主任 13908983221 西藏拉萨城关区拉萨市农科路农业科技创新园

西藏
尼玛仁
青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草业科学研究
所

经理 18089941777 西藏拉萨城关区拉萨市农科路农业科技创新园

云南 张春雷 大康农业
肉牛技术总
监

18516777785 云南德宏瑞丽市龙申大酒店

云南 刘金明 大康农业 18945678063 云南德宏瑞丽市龙申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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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黄鑫 云南马龙双友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987452399 云南曲靖马龙县马鸣乡万亩草山

云南 颜子渊 云南马龙双友牧业有限公司 18387456668 云南曲靖马龙县马鸣乡万亩草山

浙江 王林荣 湖州市畜牧兽医局 副局长 13587205012 浙江湖州吴兴区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

浙江 蒋建宇 湖州市畜牧兽医局 13857251873 浙江湖州吴兴区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

浙江 吴豪 湖州市南浔区畜牧兽医局 局长 13738209351 浙江湖州南浔区南林中路999号农水大楼211室

浙江 费良明 湖州市南浔区畜牧兽医局 13567983517 浙江湖州南浔区南林中路999号农水大楼211室

浙江 韩强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13705829256 浙江湖州长兴县金陵中路531号

浙江 褚玲娜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 15356820367 浙江湖州长兴县金陵中路531号

浙江 夏晓东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3605838275 浙江省海宁市钱江西路178号钱江大厦19楼1905

浙江 司文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3515839169 浙江省海宁市钱江西路178号钱江大厦19楼1905

浙江 丁文琴 浙江长兴一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 15957351042 浙江湖州长兴县林城镇北汤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