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名单

序号 省份 国家级净化场名称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地址

1

北京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北京六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后陆马村

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北京中育种猪有限责任

公司原种猪场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阳公路西侧

3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北京中农榜样蛋鸡育种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东王化营村北

4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北京市华都峪口家禽育

种有限公司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茶棚沟 1号

5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

公司奶牛中心种公牛站
北京市延庆区延农北路 2号

6
天津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有

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学郝铺村

7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 天津大港油田团泊洼生活基地

8 河北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祖代种鸡场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龙虎乡南郭口村

9 山西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山西省畜牧遗传育种中

心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徐沟镇丰润村南

10 内蒙古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内蒙古亿维白绒山羊有

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313省道

西 50米

11 内蒙古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赤峰市罕山白绒山羊种

羊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巴林桥林场



12 吉林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吉林省德信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草原路 24号

13

上海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东滩国家生猪核心育种

场

上海市浦东新区通源东路 85弄 218号

14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上海希迪乳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军港公路 800号

15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有限

公司公牛站
上海市奉贤区四海路 476号

16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上海永辉羊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安新路 968号

17 江苏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江苏立华育种有限公司

（花山场）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东窑村

18 安徽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安徽省安泰种猪育种有

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包公镇高亮林场

19

福建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洋边村

20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福建省永诚华多种猪有

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东瀚镇陈庄村 127-3

21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福清市丰泽农牧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清市阳下镇作坊村 34-2

2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国家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

净化场

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省顺昌县埔上镇河墩村上河墩中弄 25
号

23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南平市一春种猪育种有

限公司（来舟核心种猪

场）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来舟镇游地村

24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华桥乡增坊村



有限公司火龙祖代场

25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南平市绿盛牧业有限公

司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徐洋村新桥头

33号

26

江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井冈山市傲新华富育种

有限公司原种猪场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拿山镇小通村

27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江西绿环种猪育种有限

公司观上原种场（樟树市

双胞胎猪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观上镇横里村陈家

28
山东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

限公司（祖代肉种鸡十八

场）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官道镇红旗牧场村

29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

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平安南路小范村南奥

克斯种公牛站

30

河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河南省谊发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寺镇前岗村

31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河南新大义马养殖有限

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义马市新区办事处石门村

3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河南省诸美集团正阳原

种猪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阳县吕河乡南 4公里（黄山村）

33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河南牧原种猪育种（内

乡）7场 河南省内乡县马山口镇马坪村

34 国家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

净化场

河南精旺猪种改良有限

公司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寺镇张寨村

35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鲁山瑞亚牧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鲁山县辛集乡清水营村

36 湖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武汉天种畜牧有限责任

公司会龙山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榨镇会龙山村



37 湖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桂阳原种猪场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樟市镇梅塘村

38

广东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广东广宁广三保畜牧有

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宾亨镇妙村

39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广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

公司水台原种场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水台镇长江村

40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广东温氏南方家禽育种

有限公司蚕田场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水台镇六乡管理区

41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

有限公司育种场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红路 27号

42

广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

有限公司良圻原种猪场

（第四原种猪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州市六景镇良圻

农场

43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广西扬翔农牧有限责任

公司（扬翔原种猪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龙马

村

44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广西梧州市新利畜牧有

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新利村

45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广西鸿光农牧有限公司

育种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容州镇峤北村

木坪林场

46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广西祝氏农牧有限责任

公司育种繁育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石寨镇大荣村

反石队

47 重庆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沙坝国家生

猪核心育种场

重庆市黔江区沙坝镇脉东居委二组 1号

48
四川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绵阳明兴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花园镇八字老村

49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江油新希望海波尔种猪

育种有限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西屏镇边界沟林场



第一批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名单

50 陕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
陕西省安康市秦阳晨原

种猪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北办李家嘴村

51 青海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青海省种羊繁育推广服

务中心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三角城种羊场

52
宁夏

国家级禽白血病净化场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黄羊滩（闽宁）生态

养殖基地（祖代养殖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黄羊

滩

53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滩

羊选育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惠安堡镇苏

家井

54
新疆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国家级牛结核病净化场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育种

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阿什里乡努尔加

村以南

55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巴里坤健坤牧业有限公

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县花园乡

花庄子村八队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生产单元地址

1

山东

夏津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

2 山东曹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

3 青岛正大猪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和胶州市

4 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

5 吉林 吉林中新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



6 吉林精气神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7 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

8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

9

广东

龙川东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和东源县

10 广东广宁广三保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

11 广州力智农业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12
贵州

贵州御咖牧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13 贵州日泉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

14

江西

赣州大大牧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和信丰县

15 全南现代牧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

16 井冈山市傲新华富育种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和井冈山市

17 井冈山市新盛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鹏盛养殖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

18 上海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

19

广西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金光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

20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良圻原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

21 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覃塘区和江

南工业园区

22
浙江

嘉兴青莲黑猪原种场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23 浙江美保龙种猪育种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24

河北

邯郸美神养猪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

25 馆陶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26 唐山新好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



27

福建

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28 福建省永诚华多种猪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

29 南平市一春种猪育种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30
甘肃

甘肃凉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31 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景泰分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32

河南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内乡县）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

33 河南省诸美种猪育种集团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

34 河南省黄泛区鑫欣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南省周口市经济开发区和川汇区

35 河南省谊发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

36
黑龙江

绥化御咖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

37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

38 重庆 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重庆市黔江区

39

云南

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普乐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

40 曲靖市沾益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菱角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

41 云南福悦发畜禽养殖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

42 山西 山西南山百世食安农牧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

43
湖南

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汨罗分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

44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45

辽宁

辽宁阜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

46 辽宁伟嘉农牧生态食品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

47 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和昌图县

48 安徽 安徽颍上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



第二批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名单

49 安徽安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

50
湖北

湖北钟祥牧原养殖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

51 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高庄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和高新区

52
四川

四川正大畜牧有限公司（雷公山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

53 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

54
江苏

泗洪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

55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

56 江苏正大苏垦猪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

57

陕西

陕西顺鑫种猪选育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

58 陕西省安康市秦阳晨原种猪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和高新区

59 大荔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

60 青海 青海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61
内蒙古

内蒙古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6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生产单元地址

1
山东

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

2 平度华育养猪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



3 青岛华育养殖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

4
广西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新兴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

5 贺州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和平桂区

6

山西

山西繁峙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

7 闻喜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和夏县

8 山西永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

9

福建

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

10 福建天种森辉种猪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

11 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

12

贵州

惠水德康农牧有限公司新民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

13 贵州智源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

14 松桃德康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

15
云南

弥勒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

16 祥云大有林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

17

广东

广东谷越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18 广州市天生卫康食品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19 河源兴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20 紫金东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21 广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

22 广东湛江正大猪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

23 广东湛江雷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



24 广东广垦广前种猪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

25

新疆

吉木萨尔大北农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

26 新疆羌都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若羌县

27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乌什县和西工业

区

28

新疆

生产

建设

兵团

新疆泰昆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新疆五家渠市蔡家湖镇 103团

29

河北

新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

30 广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

31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

32 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

33

吉林

吉林大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

34 大安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

35 大安市金隆丰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

36 乾安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

37 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

38
甘肃

甘肃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甘肃省兰州新区中川园区

39 甘肃美神育种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40
四川

自贡德康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41 绵阳明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42

陕西

宝鸡正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

43 宝鸡扶风阳晨牧业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44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

45 白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46

辽宁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

47 辽宁黑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

48 辽宁台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

49

内蒙

古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50 内蒙古敖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

51 乌兰察布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和察右前旗

52 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53 湖北 湖北省正嘉原种猪场有限公司鄂州原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城疫无疫小区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生产单元地址

1
山东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肉鸡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区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

2
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肉鸡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区和无新城疫小

区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和阳谷县

3 福建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肉鸡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生物安全隔离

区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

4 河南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肉鸭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区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5
宁夏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分公司蛋鸡

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区和无新城疫小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

6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闽宁养殖基地蛋鸡

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区和无新城疫小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



布鲁氏菌病无疫小区名单

牛结核病无疫小区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生产单元地址

1 河北 衡水志豪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羊非免疫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

2
山东

临清润林牧业有限公司羊非免疫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

3 东营神州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奶牛免疫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4 福建 南平市福延牧业有限公司奶牛非免疫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5 内蒙

古

东乌珠穆沁旗东兴畜牧综合开发基地乌珠穆沁羊原种场羊非免疫

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6 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羊非免疫无布鲁氏菌病小区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生产单元地址

1 山东 东营神州澳亚现代牧场有限公司奶牛无牛结核病小区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名单（无疫区）

序号 无疫区名称 地理位置

1

免疫无口蹄疫区

海南省

2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

3 胶东半岛

4 吉林省

5 山东省

6
免疫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

胶东半岛

7 山东省

8
无规定马属动物疫病区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9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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