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商务局关于 2020 年湖北省推动农商互联

完善农产品供应链项目拟推荐名单的公示 

   

根据《省商务厅关于 2020 年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湖北省商务厅 湖北省财政厅关于推动

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的实施意见》（鄂商务发〔2019〕82

号）、《市商务局关于转发省商务厅关于 2020 年推动农商互联完

善农产品供应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截至 10 月 16 日，

我局收到各区推荐上报 21 家企业合计 22 个项目。经收件公示、

评审、局领导集体决策、第三方审核等程序，拟向省商务厅申报

21 家企业合计 22 个项目（见附件），其中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

产品供应链项目 11 个 ，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市场保供项目 11 个。

按照《武汉市商务局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现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0 年 10 月 29 日-2020 年 11 月 4 日（5 个

工作日）。  

  如对公示项目有异议，请在公示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或实名向

我局流通体系建设处反映，提出异议的单位与个人应对异议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负责，对匿名或无具体事实根据的异议，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流通体系建设处   受理电话：027-82796682 



通讯地址：江岸区黎黄陂路 27-29 号 3201 室 

 

附件：1.武汉市商务局关于 2020 年湖北省推动农商互联完善

农产品供应链项目拟推荐名单 

2.武汉市商务局关于 2020 年湖北省推动农商互联完善

农产品供应链（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市场保供项目）

拟推荐名单 

 

 

武汉市商务局 

2020 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1 

武汉市商务局关于 2020 年湖北省推动农商互联完善 

农产品供应链项目拟推荐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万元 

序号 申报企业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具体支持内容 

 

投资金额 

 

申请金额 

1 
武汉汇春名优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 

武汉汇春名优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产地集配中心、冷

库、产地仓建设项目 
（一）农产品

产后商品化

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1.产地集配中心、冷库、产地仓等

设施 
615 300 

2 
湖北都市福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都市福地农产品产后商品

化处理项目 

2.企业购买与配备产后清洗、加工、

预冷、烘干、质检、分级、包装、

冷藏等商品化处理设备                                   

719.02 300 

3 
增益冷链（武汉）有

限公司 

增益冷链（武汉）推动农

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项目 

（二）农产品

冷链物流体

系建设项目 

2.具有集中采购和跨区域配送能力

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集散中心                                                           
477.98 300 

4 
湖北东方神农生态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神农冷链物流体系建

设项目 

2.具有集中采购和跨区域配送能力

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集散中心  
719.67 359.83 

5 
全日（武汉）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全日供应链农产品冷链物

流体系建设项目 

3.配备预冷、低温分拣加工、冷藏

运输、温度监控等冷链设施设备，

建立全冷链物流体系             

363.74 363.74 



6 
武汉鑫葡果品有限公

司 

武汉鑫葡果品有限公司农

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

目 

3.配备预冷、低温分拣加工、冷藏

运输、温度监控等冷链设施设备，

建立全程冷链物流体系         

3700.4 500 

7 
武汉大润发江汉超市

发展有限公司 
新零售线上线下改造 

（三）农产品

供应链末端

惠民工程建

设项目 

1.建设或改造农贸市场、菜市场、

社区菜店等农产品零售市场                           
336.25 100 

8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中百超市邻里生鲜绿标店

（华农一店、南湖花园店）

改造 

1.建设或改造农贸市场、菜市场、

社区菜店等农产品零售市场   
248.68 100 

9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

司 
社区菜店建设项目 

1.建设或改造农贸市场、菜市场、

社区菜店等农产品零售市场   
212.67 100 

10 
武汉淘大集农产品配

送有限公司 

武汉淘大集农产品供应链

末端惠民工程建设项目 

2.采取联合采购、统仓统配等模式

的农产品流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项目                       

130.93 65.47 

11 
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生猪品牌肉标准化建设及

品牌打造 
（四）农产品标准化和品牌化项目                                                                                     241.32 100 

合计 7765.66 2589.04 

（注：小数点后保留 2位） 



附件 2 

武汉市商务局关于 2020 年湖北省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市场保供项目）拟推荐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类别 

 

申报企业 保供内容介绍 
支出金额 

（审计金额） 

1 

疫情防控期间农产

品市场保供项目 

湖北菱湖尚品洪山菜苔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疫情期间农产品交易额达到 1809万元，公司服务消费者的

满意度及订单满足率达到 100%。 
62.504841 

2 武汉斗笠哥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累计向武汉市 4万余户家庭供应米、菜、肉蛋水果等 300

多吨，保障特困居民 800多户，捐赠物资 7.2 吨。 
66.890131 

3 
武汉精耕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组织车辆 11台，员工 62名，给超过 400个小区配送蔬菜

1024.6992 吨。直接采购企业和贫困农户因疫情原因滞销的

蔬菜 420 余吨。 

277.0375 

4 武汉山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自管储备农产品 1.5万吨，满足市民需求。供应沃尔玛（26

家）、盒马鲜生（18家）、百胜餐饮（123 家）、农村电

商（市区三环内 500家社区）等物资 2万吨。 

210.5 

5 武汉山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发挥物流调配优势，为疫情防控一线提供运力保障。为沃

尔玛超市承担各类生活物资及市场供应运输任务，共计 1.5

万方、4400 吨、966车次。 

116.68 



6 
全日（武汉）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全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食材供给，采购猪肉进行社区团购，

累计配送 41个小区；期间利用冷链物流体系为有关单位配

送近 200 吨捐赠物资、150余吨储备肉等。 

287.27 

7 湖北汇东农产品有限公司 

累计向武商、中百、中商、永旺、沃尔玛等商超供货 5000

多吨，向各大超市、社区配送定量定价蔬菜包，累计销售

本地滞销蔬菜 1000多吨。 

101.810415 

8 武汉润通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 550 名一线员工持续为各大商超、线上商城及医院后

勤隔离点供应猪、牛、禽类等肉类物资 2000 余吨，保证封

城期间鲜肉产品的供应。 

309.792568 

9 武汉嘉祺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承担市场保供任务的“绿帝”牌农产品及海天调味料，乌

江榨菜等民生物资。全力供给各大型商超（中百，中商，

武商，沃尔玛等）。 

156.623125 

10 武汉良之隆食材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与市场保供工作，开展食材捐赠活动、

医护、病患膳食供应、社区及零售居民食材配送保障。 
292.629539 

11 
湖北天汇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向武汉市民捐赠各类活鱼 15吨，保证鲜鱼供应量约 200万

斤，直供广州花鲢和鳊鱼约 75万斤，以低价销售配送武汉

市 600余社区，配送成鱼 16万余斤。 

110.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