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建联〔2020〕11 号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根据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结

合我会会员企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在会员中开展消费扶贫活

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会员企业要高度重视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树立建筑行业的良

好社会形象。 

二、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照《烟台市第一批扶贫产品名

录》（见附件）采购需要的产品，并将消费扶贫情况报至我会。

（建议采购绿豆，为施工工地熬制绿豆汤） 

三、为鼓励企业消费扶贫，我会党支部将按照每 200 斤

绿豆配发保温桶一个，同时参与的企业将作为我会非工程类

评优树先的条件和依据。 



四、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亚蕊 

联系电话：0535-6905983 

 

附件：《烟台市第一批扶贫产品名录》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2020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烟台市第一批扶贫产品名录 
 序号 县 生产单位 所属品类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1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红灯大樱桃 王弟 15053579357 

2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美早大樱桃 王弟 15053579357 

3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先锋大樱桃 王弟 15053579357 

4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拉宾斯大樱桃 王弟 15053579357 

5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萨米脱大樱桃 王弟 15053579357 

6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黑珍珠大樱桃 王弟 15053579357 

7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樱桃苗木 王弟 15053579357 

8 福山区 烟台市甲天下果蔬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草莓 王弟 15053579357 

9 莱阳市 莱阳市羊郡镇桃花源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水果蔬菜 黄桃 黄文杰 13793533355 

10 栖霞市 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水果蔬菜 美早大樱桃 林祥升 13465523777 

11 栖霞市 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水果蔬菜 布鲁克斯大樱桃 林祥升 13465523777 

12 栖霞市 栖霞市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水果蔬菜 美早大樱桃 林培智 15806382578 

13 栖霞市 栖霞市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水果蔬菜 布鲁克斯大樱桃 林培智 15806382578 

14 栖霞市 栖霞市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水果蔬菜 佳红大樱桃 林培智 15806382578 

15 栖霞市 栖霞市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水果蔬菜 瑞德大樱桃 林培智 15806382578 

16 栖霞市 栖霞市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水果蔬菜 密植矮化新品种樱桃苗木 林培智 15806382578 

17 栖霞市 栖霞市逍駕夼果蔬专业合作社 水果蔬菜 红富士苹果 王鹏绩 13964592926 

18 栖霞市 栖霞市逍駕夼果蔬专业合作社 水果蔬菜 美早大樱桃 王鹏绩 13964592926 



19 栖霞市 栖霞市逍駕夼果蔬专业合作社 水果蔬菜 拉宾斯大樱桃 王鹏绩 13964592926 

20 栖霞市 齐鲁泉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苹果红富士 于  涛 15905317777 

21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红薯烟薯 25 潘德辉 13370927106 

22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红薯红瑶 潘德辉 13370927106 

23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红薯苗烟薯 25 潘德辉 13370927106 

24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红薯苗红瑶 潘德辉 13370927106 

25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苹果红富士 潘德辉 13370927106 

26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葡萄阳光玫瑰 潘德辉 13370927106 

27 栖霞市 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蔬菜 葡萄红宝石 潘德辉 13370927106 

28 龙口市 龙口市博睿智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粮油副食 长把梨膏 王玉贞 18036445791 

29 龙口市 龙口市朱家大院种植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王艳烤署 朱之新 13181521117 

30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香薰鸡 苗光明 5828599 

31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海鲜鸡 苗光明 5828599 

32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咸香鸡 苗光明 5828599 

33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蜜汁鸡 苗光明 5828599 

34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烤鸡腿 苗光明 5828599 

35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五香鸡爪 苗光明 5828599 

36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五香鸡排 苗光明 5828599 

37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双黄大卤蛋 苗光明 5828599 

38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五香排爪 苗光明 5828599 

39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黄小米 翟学君 18615058168 

40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绿豆 翟学君 18615058168 

41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黑豆 翟学君 18615058168 

42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黑小豆 翟学君 18615058168 

43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黑小麦片 翟学君 18615058168 



44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玉米碴 翟学君 18615058168 

45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绿小米 翟学君 18615058168 

46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高粱米 翟学君 18615058168 

47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黑芝麻 翟学君 18615058168 

48 莱州市 莱州泉盛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粮油副食 红豆 翟学君 18615058168 

49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小麦粉(特制一等） 李卫 13780936038 

50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原味小麦粉 李卫 13780936038 

51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麦芯粉 李卫 13780936038 

52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雪花王 李卫 13780936038 

53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特精小麦粉 李卫 13780936038 

54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糕点用小麦粉 李卫 13780936038 

55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小麦胚粉 李卫 13780936038 

56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麦芯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57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原味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58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金丝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59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龙须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0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劲道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1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鸡蛋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2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南瓜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3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胡萝卜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4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荞麦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5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山药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6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香菇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7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猴菇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8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手打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69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清水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70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杂粮挂面 李卫 13780936038 

71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刀削面 李卫 13780936038 

72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花边面 李卫 13780936038 

73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火锅面 李卫 13780936038 

74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荞麦面片 李卫 13780936038 

75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南瓜面片 李卫 13780936038 

76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紫薯面片 李卫 13780936038 

77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菠菜面片 李卫 13780936038 

78 莱州市 山东百瑞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鲜鸡蛋面片 李卫 13780936038 

79 昆嵛区 烟台市昆嵛正源食品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烟薯 25生地瓜 王波 15949881388 

80 昆嵛区 烟台市昆嵛正源食品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拾薯记冰烤地瓜 王波 15949881388 

81 昆嵛区 烟台市昆嵛正源食品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拾薯记地瓜干 王波 15949881388 

82 昆嵛区 烟台市昆嵛正源食品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芝士番薯 王波 15949881388 

83 昆嵛区 烟台市昆嵛正源食品有限公司 粮油副食 苹果干 王波 15949881388 

84 昆嵛区 烟台市君沅茶场专业合作社 酒水茶饮 昆嵛雪青绿茶 刘世海 
400-879-1399 

13605359823 

85 昆嵛区 烟台市君沅茶场专业合作社 酒水茶饮 昆嵛雪螺绿茶 刘世海 
400-879-1399 

13605359823 

86 昆嵛区 烟台市君沅茶场专业合作社 酒水茶饮 昆嵛绿绿茶 刘世海 
400-879-1399 

13605359823 

87 昆嵛区 烟台市君沅茶场专业合作社 酒水茶饮 昆嵛金眉红茶 刘世海 
400-879-1399 

13605359823 

88 昆嵛区 烟台市君沅茶场专业合作社 酒水茶饮 昆嵛彩韵红茶 刘世海 
400-879-1399 

手机 13605359823 



89 昆嵛区 烟台市君沅茶场专业合作社 酒水茶饮 昆嵛红红茶 刘世海 
400-879-1399 

13605359823 

90 龙口市 烟台市琛聚德水业有限公司 酒水茶饮 古莱山泉桶装水 王玉贞 18036445791 

91 龙口市 烟台市琛聚德水业有限公司 酒水茶饮 古莱山泉瓶装水 王玉贞 18036445791 

92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腿肉 苗光明 5828599 

93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胸肉 苗光明 5828599 

94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翅中 苗光明 5828599 

95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翅根 苗光明 5828599 

96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全腿 苗光明 5828599 

97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琵琶腿 苗光明 5828599 

98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鸡爪 苗光明 5828599 

99 蓬莱市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蛋奶 双黄蛋 苗光明 5828599 

100 蓬莱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有机肥料 苗光明 5828599 

101 蓬莱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有机水溶肥 苗光明 5828599 

102 蓬莱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含氨基酸水溶肥 苗光明 5828599 

103 蓬莱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含腐殖酸水溶肥 苗光明 5828599 

104 蓬莱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肥料增效剂 苗光明 5828599 

105 蓬莱市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植花卉 药肥增效剂 苗光明 5828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