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农民合

作社市级示范社和市级示范性家庭农牧场申报工作的通知》

（东农发〔2022〕220 号）文件要求，12 月 9 日经 2022 年

市级示范社与市级家庭农牧场评定工作组对申报材料进行

了审核、评分、评议。现将海东市乐都区昌顺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 143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拟评定为 2022 年市级示范社，

海东市乐都区洪贤家庭农牧场等 100 家家庭农牧场拟评定

为市级示范性家庭农牧场，现将以上名单予以公示，任何

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反映公示对

象存在的问题。如有问题或意见，请在公示期内向海东市

农业农村局实名反映。

公示期：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8 日。

监督电话：0972－8613934

联系单位：海东市农业农村局（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

湟源路 82 号）

附件：2022 年拟评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示范社和

市级示范性家庭农牧场公示名单

海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12 月 12 日

附：

海东市 2022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市级示范社公示名单

序号 合作社名称 理事长



1 海东市乐都区昌顺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国善

2 海东市乐都区吉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国平

3 海东市乐都区连发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吴树花

4 海东市乐都区海善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童海山

5 海东市乐都区八架山马铃薯良种种植专业合作社 陈勇

6 海东市乐都区贤能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余国录

7 海东市乐都区蟠桃汇桃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余敬江

8 海东市乐都区忠才珍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祁有才

9 海东市乐都区兴昌野生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兴昌

10 海东市乐都区顺江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铭善

11 海东市乐都区江浩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江

12 海东市乐都区鼎裕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许存库

13 海东市乐都区德昌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余德昌

14 海东市乐都区万红养羊专业合作社 贺曾祥

15 海东市乐都区大湾塘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焦世全

16 海东市乐都区老农养羊专业合作社 马富良

17 海东市乐都区恒红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俞彪

18 海东市乐都区普兰央宗养殖专业合作社 陈金良

19 海东市乐都区河松沟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徐尚乐

20 海东市乐都区鑫发园蔬菜种专业合作社 李吉财

21 海东市乐都区有栋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许国栋

22 海东市乐都区瑞强种植专业合作社 巴尖措



23 海东市乐都区鼎林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阿朝林

24 海东市乐都区万祥洋芋专业合作社 贺生祥

25 海东市乐都区共联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陈蕾

26 海东市乐都区莉君油菜籽种植专业合作社 陈莉君

27 海东市乐都区森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陈正顺

28 海东市乐都区财桂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蒲正财

29 海东市乐都区军杰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军善

30 海东市乐都区中岭乡国福洋芋种销专业合作社 杨国学

31 海东市平安区惠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银得

32 海东市平安区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黄端智

33 海东市平安区巨新富硒养殖专业合作社 孙成全

34 海东市平安区华翔养殖专业合作社 金灿安

35 海东市平安区政瑞种植专业合作社 贺延生

36 海东市平安区稳泰种植专业合作社 辛明元

37 海东市平安区兴贵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严兆贵

38 海东市平安区年晟种植专业合作社 贾忠海

39 海东市平安区昌盛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昌盛

40 海东市平安区育英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育英

41 海东市平安区阿伊山养殖专业合作社 仓旦珍

42 海东市平安区盛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魏 君

43 海东市平安区吉军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魏吉军

44 海东市平安区贵盛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柏胜



45 海东市平安区兴措种植专业合作社 严卓玛措

46 民和县有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有发

47 民和存斌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德福

48 民和友心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春和

49 民和新力种植专业合作社 冉文彪

50 民和泽益养殖专业合作社 三英兄

51 民和事成种植专业合作社 陈存来

52 民和耀翱养殖专业合作社 张永辉

53 民和登力养殖专业合作社 赵新福

54 民和丰鹏养殖专业合作社 张海鹏

55 民和县元福种植专业合作社 韩永鹏

56 民和建桂种植专业合作社 严桂花

57 民和益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俊德

58 民和县岘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万华

59 民和春荣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福存

60 民和晨光养殖专业合作社 蒲和有

61 民和欣博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孝福

62 民和浩吉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浩吉

63 民和县辉强种植专业合作社 白自强

64 民和柠浩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麦吉

65 民和县众联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国才

66 民和县世璞养殖专业合作社 孙发明



67 民和瑞兴养殖专业合作社 王昌瑞

68 民和兰斌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文斌

69 民和化先种植专业合作社 赵发明

70 民和旺丰合种植专业合作社 陶小祯

71 民和荃茂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元存

72 民和珍祥种植专业合作社 行立成

73 民和麦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袁巧英

74 民和虹梅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宗国

75 民和庄邻养殖专业合作社 余大志

76 民和七小福养殖专业合作社 铁春英

77 民和大玖山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文俊

78 民和县英奎香椿种植专业合作社 赵贵发

79 民和下山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正选

80 民和万良养殖专业合作社 冶有四夫

81 民和县宏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英雄

82 民和卡酷种植专业合作社 周维英

83 民和嘉川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嘉宾

84 民和成财养殖专业合作社 杜点彪

85 互助县青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马统录

86 互助县盈收葱花土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马统邦

87 互助县世林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白文德

88 互助县甲丙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王先财



89 互助县有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侯有明

90 互助县晓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张小顺

91 互助有鑫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有春

92 化隆县宗拉让穆养殖专业合作社 尕旦

93 化隆县康弛种植专业合作社 多杰当智

94 化隆县福真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魏福真

95 化隆县喇明种植专业合作社 喇国明

96 化隆县有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何有财

97 化隆县聚丰牛羊育肥农民专业合作社 马赛也地

98 化隆县舍尔言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进明

99 化隆县国生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国生

100 化隆县真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周永成

101 化隆县福刚养殖专业合作社 周福刚

102 化隆县安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古拜

103 化隆县延顺养殖专业合作社 赵顺林

104 化隆县瑞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马白开

105 化隆县亚克西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韩明军

106 化隆县甘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韩木海买

107 化隆县进财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绽进财

108 化隆县化湟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金龙

109 化隆县措吉种植专业合作社 角叶

110 化隆鹏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德胜



111 化隆北山养殖专业合作社 韩沙力海

112 化隆县海林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海林

113 循化县羌泽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加措太

114 循化县李芳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芳

115 循化县秀丰蚕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闹吾仁青

116 循化县学均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张学均

117 循化县鑫运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韩哈三

118 循化县格尔苗木培育专业合作社 下吾才让

119 循化县永安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韩阿乙草

120 循化县热合曼养蜂专业合作社 韩拉合麻尼

121 循化县晓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晓兰

122 循化县乡巴佬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大杰

123 循化县千香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扎西措

124 循化县仁吾豆类种植专业合作社 力加扎西

125 循化县易航养殖专业合作社 韩亥姐

126 循化县伊驼种植专业合作社 何阿乙扫

127 循化县雨田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闫利明

128 循化县永良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韩哈入那

129 循化县罗桑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罗桑

130 循化县蓝谨养殖专业合作社 才让东知

131 循化县拉斯蒂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尕藏尖参

132 循化县雄沙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交巴杰



133 循化县田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田林虎

134 循化县胜达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马彪

135 循化县梦驼铃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文忠

136 循化县彬德养殖专业合作社 鲁奴日

137 循化县凯囊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加东智

138 循化县铁公李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李加东知

139 循化县青藏瑙布种植专业合作社 公保才旦

140 循化县古城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韩永福

141 循化县伊多美农牧开发专业合作社 韩吾四麻尼

142 循化县县安瑞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舍乙四

143 循化县林麝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军

海东市 2022 年市级示范性家庭农牧场名单

编号 家庭农（牧）场名称 经营者姓名

1 海东市乐都区洪贤家庭农场 赵洪贤

2 海东市绿生湾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 贺言祥

3 海东市乐都区生义种植家庭农场 张生义

4 海东市乐都区成英种植家庭农场 边成英

5 海东龙沛马铃薯种植家庭农场 韩继龙

6 乐都区春兴家庭农场 石英平

7 海东市乐都区尚润养牛家庭牧场 郭德霞



8 乐都区世存家庭牧场 郭春存

9 海东市乐都区万英养羊家庭牧场 李万英

10 海东市巧珍养羊家庭牧场 刘巧珍

11 海东平安鑫虎养殖家庭牧场 马金虎

12 海东市平安区企美家庭牧场 杨启梅

13 海东市平安区绿康家庭牧场 巴长财

14 海东市平安区生忠养殖场 李生忠

15 海东市平安村玲霞养殖场 孙 伟

16 岗坚巴家庭牧场 田南杰

17 平安先成养殖家庭牧场 张先成

18 旭龙家庭牧场 李旭龙

19 海东市平安区仲庄家庭农牧场 田六斤

20 海东市平安区昌录家庭牧场 祁昌录

21 海东市平安区浩然家庭牧场 马尕木子

22 海东市平安区雪峰养殖家庭牧场 马学顺

23 海东市平安区多杰家庭牧场 牛才让杰

24 青海建福种植家庭农场 王建福

25 海东慧兰牛羊养殖家庭农场 董慧兰

26 海东市平安区宝年家庭农牧场 贺宝年

27 海东市平安区王昌全家庭养殖场 王昌全

28 海东市平安区天雷养殖场 牟措欠才让

29 民和县古鄯镇云英家庭牧场 杨秀英

30 民和县梦涵家庭牧场 杨继军

31 民和县海山家庭小农场 李海山

32 民和县向前农场 毛向前

33 民和县长发家庭小农场 李长发



34 民和县双丰生态农牧种植农场 白万雄

35 民和县明生家庭牧场 李明生

36 民和县泽霖家庭牧场 宋朝明

37 民和县支良家庭牧场 闫支良

38 民和县良好家庭牧场 辛积良

39 民和县云源家庭牧场 马成云

40 民和县建民家庭牧场 李建民

41 民和县春连家庭牧场 郭春连

42 民和县桂香家庭牧场 张桂香

43 民和县成福家庭牧场 贺成福

44 民和成贵家庭农场 杨成贵

45 民和旭涛家庭牧场 赵兰芳

46 民和县福存家庭牧场 周福存

47 民和县学范家庭牧场 张学范

48 民和县兰芳家庭牧场 甘兰芳

49 互助昌隆家庭农场 魏长荣

50 互助县常兴家庭牧场 徐长梅

51 互助峰晴种植家庭农场 郑得善

52 互助义良种植家庭农场 周义良

53 互助县仁欠旦柱家庭农场 藏仁欠旦柱

54 互助县寿贵家庭牧场 张富贵

55 互助长公种植家庭农场 王生祥

56 互助县正奎家庭农场 武正奎

57 互助县海桂家庭牧场 刘永庆

58 互助守军种植家庭农场 文守军

59 互助山里头种植农场 伊登宇

60 互助县德梅家庭农场 杨有德

61 化隆县雄先乡朵雪家庭农牧场 尤拉才让

62 化隆县吉贤家庭牧场 马吉贤



63 化隆县文同家庭农场 李文明

64 化隆县群科镇玉龙家庭农牧场 谭由四夫

65 化隆县谢家滩乡兴鑫家庭牧场 赵国忠

66 化隆县谢家滩乡当志太家庭牧场 当志太

67 化隆县德福家庭农牧场 韩德福

68 化隆县扎巴镇上扎巴马军家庭农牧场 马军

69 化隆县雪什藏学平家庭农牧场 李学平

70 化隆县马克索家庭农牧场 韩尕奴海

71 化隆县甘都镇海明家庭牧场 冶海明

72 化隆县二塘乡兴云家庭牧场 聂永胜

73 化隆乡二塘乡贵元家庭牧场 杨贵元

74 化隆县成贵家庭农牧场 马毛沙

75 化隆县昂思多镇吾则塘家庭农牧场 完么龙周

76
化隆扎巴镇冷扎村尕仍多杰家庭

农牧场
尕仍多杰

77 化隆县朗华家庭农牧场 马福贵

78 化隆县二塘阳光家庭牧场 杨泉生

79 化隆县马国义家庭牧场 马国义

80 化隆县甘都马成林家庭牧场 马成林

81 化隆荣和家庭农牧场 马乙吉日

82 循化县尕贡家庭牧场 多吉仁青

83 循化县梦奇养殖家庭牧场 韩乙草

84 循化县桑毛养殖家庭牧场 桑毛草

85 循化县俊贤养殖家庭牧场 韩生全

86 循化县韵磊养殖家庭牧场 韩乙四夫

87 循化县加日种植家庭牧场 索南加

88 循化县博大养殖家庭牧场 高才力木



89 循化县辽湾养殖家庭牧场 马建忠

90 循化县看卓种植家庭农场 看卓杰

91 循化县嘎玛仓养殖家庭牧场 才让东知

92 循化县乙着草养殖家庭牧场 曲周

93 循化县致富种植家庭农场 桑吉克

94 循化县哇龙仁增养殖家庭牧场 下吾仁增

95 循化县捷磊养殖家庭牧场 韩忠辉

96 循化县洛悦养殖家庭牧场 旦正

97 循化县志成养殖家庭牧场 韩乙地日

98 循化县海子日养殖家庭牧场 韩五买日

99 循化县吉英养殖家庭牧场 陈麻尼

100 循化县金涛养殖家庭牧场 马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