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市食品生产企业公示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1

西藏特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915400007419066008

达娃顿珠

2

西藏新孜元药业有限公司

91540091MA6T19K87D

陈洪晟

3

西藏圣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54012674191934AC

管新飞

4

拉萨清晨渔歌商贸有限公司 91540125MA6T1BBW13

黄清澄

5

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公司 74191064-2

管新飞

6

西藏汇泉实业有限公司

格桑顿珠

7

西藏宏发盛桃食品股份有限
91540000686847141J
公司

尼玛

8

西藏福帝食品有限公司

苏清华

9
10

91540000MA6T19YHXF

91540000585796736E

西藏青稞物语生物科技有限
91540125686839387P
公司
西藏阳光庄园农牧资源开发
915401267419250864
有限公司

泽茸措
马吉锋

11

西藏梅邦虫草制品有限公司 21966186-6

晶辉

12

西藏奇圣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74190360-2

罗吾拥扎

13
14

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西藏吉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雄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西藏天和生态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91540126741915494X
915401263213881492

扎平
王利民

91540122321330051A

洛珠

68681972-2

卞春晓

15
16

生产地址

注册地址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乃琼
镇岗德林8组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维色路A区A2-8西藏新原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一楼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
日月湖水景花园183号
达孜县工业园区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智昭
产业园区
西藏拉萨市达孜工业园
区（德庆中路与南山路
交汇处）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
镇旭日度假村内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羊达
工业园区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乃琼镇岗
德林8组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维色
路A区A2-8西藏新原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一楼一号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日月
湖水景花园183号
达孜县工业园区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智昭产业
园区
西藏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
（德庆中路与南山路交汇
处）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旭
日度假村内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羊达工业
园区

达孜县工业园区

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博达路
拉萨经济开发区博达路A
区A1-7号
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西藏自治区当雄县现代
牧业示范园区
拉萨市曲水县聂当工业
区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
路
拉萨经济开发区博达路A区
A1-7号
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当曲河东
路南面131号
拉萨市曲水县聂当工业区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SC10254012500419
SC11354010100466
SC10154012600408
SC12254012500449
SC11554012600241
SC10654010200458
SC10654012600476
SC12454010100421
SC10854012500496
SC10354012600482
SC11354010100101
SC10454010100210
SC10154012600607
SC10354012600538
SC11154012200542
SC10154012400202

拉萨市食品生产企业公示信息
序号
17
18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西藏天湖虫草制品开发有限
91540091686845824W
公司
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
915400006868018133
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生产地址

注册地址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丁岚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
琼岗路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
路

SC11354010100013

罗布次仁

拉萨市金珠西路189号

拉萨市金珠西路189号

SC11554010100187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蔡公
堂乡白定村净土产业园
拉萨市纳金乡嘎巴村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夺底
路夺底乡维巴村4组2-3
曲水县聂当乡工业园区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木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州路5号西藏五彩金幡
实业有限公司9号楼1楼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林琼岗路11号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
桑路
曲水县聂当乡
拉萨市蔡公堂村三组教
导大队打靶场上方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蔡公堂乡
白定村净土产业园区
拉萨市纳金乡嘎巴村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夺底路夺
底乡维巴村4组2-3号
曲水县聂当乡工业园区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木村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
路5号西藏五彩金幡实业有限
公司9号楼1楼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
岗路11号

19

西藏圣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91540191MA6T1FTY30

唐树林

20

拉萨天信缘食品有限公司

91540100585771846N

吴三全

21

西藏红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91540191MA6T1F9Y6Q

益西

22
23

拉萨更桑商贸有限公司
915401246868072707
西藏雅江泉饮料开发有限公 91540000MA6T10X69F

更木青
祝万华

24

西藏圣叶吉康藏茶有限公司 91540091064662281P

邓家忠

25

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
915400917835306560
公司

程若琼

26

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

91540091686824011E

叶慧青

27

西藏圣鸿食品有限公司

915401246868250811

边朝鹏

28

拉萨圣吉雪乳业有限公司

91540100783527756U

刘建磊

29

西藏藏稞食品有限公司

91540126585752872T

郭文宏

30

西藏藏草宜生生物科技开发
06466109-4
有限公司

邓家忠

31

西藏圣缘食品有限公司

32139360-X

李国林

32

西藏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78354608-4

苏园明

33

拉萨鼎业制粉有限公司

78353288-9

贺斌科

达孜县粮食局院内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格桑路A1-11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南嘎
村3组
拉萨市农科路6号
拉萨市纳金路（市粮油
工业总公司内）

SC11654010200559
SC12354010100592
SC11554010100613
SC10754012400625
SC10654012500377
SC11454010100586
SC10154010100394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SC10654010100641

曲水县聂当乡
拉萨市蔡公堂村三组教导大
队打靶场上方
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德庆路16
号粮食局院内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
路A1-11

SC11054012400653
SC10554010100048
SC10154012600060
SC10654010100070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南嘎村3组 SC10654012500086
拉萨市农科路6号
拉萨市纳金路（市粮油工业
总公司内）

SC10654010100096
SC10154010200115

拉萨市食品生产企业公示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地址

39
40

西藏天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
91540091741948878T
公司
西藏朗措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06465291-3
西藏佰翔天厨食品有限公司 91540000585786968B

41

西藏罗布穷孜工贸有限公司 68683727-7

米玛

42

西藏白玛甘泉水业股份有限
915400915857978945
公司

雷霞

43

西藏俊巴渔业有限公司

91540000064690418G

杜春雨

44

西藏纳木措实业有限公司

68682379-9

江村

45

西藏彦庆食品有限公司

91540091MA6T17YN3F

顾学彦

46

宗庆后
央金

拉萨市林周县唐古乡

48

西藏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9154000068680765XP
西藏圣央水资源开发有限公
68683687-2
司
拉萨卓依玛绿色食品有限公 91540100783508176K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
乡色玛村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
工业中心6栋二层（德庆
乃琼镇园区南路5号）
拉萨市娘热路24号粮油
工业总公司院内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拉
贡路2号
当雄县公塘乡拉根四组
拉萨贡嘎机场
拉萨市当热东路以南藏
热北路以西
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拉乡
色麦村
拉萨市曲水县绿色产业
园区
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B
区柳东路西侧拉萨曼华
商贸有限公司1号厂房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何怡武

49

西藏墨尔多酒业有限公司

刘兴华

50
51
52

拉萨圣雪山泉水有限责任公 915401007835285995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91540000741911266X
拉萨雅布蜂业有限公司
91540100686826869K

拉萨市金珠西路157号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
琼岗路28号
拉萨市纳金乡嘎吧村
拉萨市色拉路36号
拉萨市金珠西路农科院

34
35

西藏雄巴拉曲天然矿泉水开
94540000783542761K
发有限公司
西藏千圣藏医药科技有限公 915400006868291461

法定代表人
土邓西珠
蒋毅

36

西藏吉祥粮农业发展股份有
915400910646934597
限公司

张义康

37

西藏圣奇保健品有限公司

刘奇彬

38

47

78533419-8

91540091686821697M

李啸天
江白
钟小清

付万里
索朗次仁
陈奂奕

注册地址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乡色
玛村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
东一路13号办公楼四楼
拉萨市娘热路24号粮油工业
总公司院内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拉贡路2
号
当雄县公塘乡拉根四组
拉萨市柳梧新区
拉萨市当热东路以南藏热北
路以西
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拉乡色麦
村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SC10654012500125
SC10354012600136
SC10154010100142
SC10354010200162
SC11354010200178
SC10454012200239
SC10454010100033
SC10654010200193
SC10654012400253

拉萨市曲水县绿色产业园区

SC12254012400315

拉萨市当热西路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柳
东路西侧拉萨曼华商贸有限
公司1号厂房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拉萨市当热东路纳金路北1组
192号
拉萨市金珠西路157号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
路28号
拉萨市纳金乡嘎吧村
拉萨市色拉路36号
拉萨市金珠西路农科院内

SC10654012200332
SC12454010100350
SC10654010100367
SC10654012100345
SC10654010200329
SC11554010100630
SC10654010100684
SC11554010100672
SC12654010100028

拉萨市食品生产企业公示信息
序号
53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西藏雪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91540000741922600T
墨竹工卡直孔噶瑕农蓄产业
91540127MA6T119D6C
工贸有限公司

曾中强

55

拉萨阿弟仔食品有限公司

兰石平

56

曲水净土玫瑰产业开发有限
91540124MA6T1HG085
公司

54

57
58
59
60
61
62

西藏日光城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
西藏普仓莲吉土特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
曲水荣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拉萨市吉祥啤酒有限公司
西藏华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中
药饮片厂
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齐生伟

91540125321322916T

格桑多吉

91540124064698807T

李晓平

91540100783544871X

祝万华

78350653-3

曹兆禄

达孜县工业园区

达孜县工业园区

SC11354012600053

91540123MA6T16L93P

布穷

拉萨市尼木县推广站

西藏尼木县

SC10154012300759

915401006868025683

林勋

拉萨市阳光花园E座809号

SC10654012600773

64

西藏真牛牦牛乳业有限公司 91540091585786343H

66
67
68
69

索朗加措

熊劲

吴南辉

91540100MA6T1CFY6B

杨应文

91540124MA6T1K6J8D

耿兆季

91540122741934986X
91540100710918510J

姜晓虹
武杰

9154000078352386XP

赵辉

拉萨市达孜县新仓村新
仓沟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
达路A区A1-7号
西藏拉萨城关区娘热乡
二组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聂当
乡德吉村。
当雄县公塘乡冲嘎村
拉萨市城关区生物科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维
色路9号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乡
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宗雪
村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
区和平路嘎山角B区9区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9154000074194907XU

91540125353844209Q

拉萨品藏饮品有限公司

拉萨市宴湘斋食品开发有限
公司
西藏金哈达寿康实业有限公
司
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
西藏大昭圣泉实业有限公司
西藏月王药诊生态藏药科技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乡
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
宗雪村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
德庆区和平路嘎山角B区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才纳
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B
区1栋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格桑路15-2号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
德庆区德庆乡其美龙村
曲水县人民路雅江工业
园区307号
堆龙德庆县桑木村

63

65

生产地址

SC10654010100692
SC10154012700708
SC12454012500437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B区1栋

SC12454012400717

拉萨市钠金路一巷46号

SC11454010100721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
区德庆乡其美龙村
曲水县人民路雅江工业园区
307号
堆龙德庆县桑木村

SC10254012500744
SC11554012400262
SC11554012500388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路A
SC10754010100785
区A1-7号
西藏拉萨城关区娘热乡二组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德
吉村。
当雄县公塘乡冲嘎村
拉萨市城关区生物科技园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维色路9
号

SC11154010100731
SC11554012400797
SC10654012200806
SC10654010200819
SC10154010100222

拉萨市食品生产企业公示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吕坤秋

林周县鹏博健康产业园

林周县鹏博健康产业园

SC12354012100905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
乡巴热村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
园区南路5号工业中心4
号楼二层
拉萨市经济开发区博达
路18号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
园区南路5号工业中心3
号楼3层2号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园
区南路5号工业中心1号
楼1层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
桑路15号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
琼岗路6号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巴
热村

SC10754012500927

91540091MA6T33842F

李海明

71
72

西藏圣地天然矿泉水有限公 915400007109068787
西藏阿妈羌玛酒业有限公司 915400007419089725

欧阳旭
陈东

73

西藏诺布食品有限公司

李信华

75
76

拉萨沃玛泉天然水开发有限
91540125MA6T1CWC4K
公司
西藏秋林工贸有限公司
915401217835281346
林周县绿林农产品综合开发
915401216868258901
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吕坤秋

西藏聚宏食品有限公司

74

注册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
园区南路5号工业中心三
号楼二层
拉萨市慈松塘中路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
白定村智昭产业园F-18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
羊达乡帮普村
林周县鹏博健康产业园

70

91540091MA6T3K419Y

生产地址

索朗次仁

77

堆龙古荣巴热糌粑有限公司 91540125741918011W

德庆卓嘎

78

西藏雅措天承酒业有限公司 91540194MA6T1AMM7X

浦沈权

79

西藏放牧人农牧科技开发有
915401253976878743
限责任公司

麻真明

80

西藏天源湖酒业有限公司

91540124MA6T3G5L8K

胡家东

81

西藏云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91540124MA6T1AQ295

高子云

82

西藏多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91540091MA6T2XD08E

万兵

83

西藏彩轮藏药有限公司

91540091L040297356

张平

84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
915400917835344626
有限公司

高帆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园区
SC10854010100831
南路5号工业中心三号楼二层
拉萨市慈松塘中路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白定
村智昭产业园F-18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
乡帮普村
林周县鹏博健康产业园

SC10654010100844
SC11554012600854
SC11054010200822
SC10654012500891
SC1145401210091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园区
SC11554010100865
南路5号工业中心4号楼二层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产
SC10454010100871
业园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园区
南路5号工业中心3号楼3层2 SC11554010100937
号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
SC10654012400956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南
路5号工业中心1号楼1层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15号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
路6号

SC10654010100973
SC11354010100984
SC11454010100990

拉萨市食品生产企业公示信息
序号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西藏屋脊之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540100741907603X
西藏藏本香实业有限公司
西藏高原之宝牦牛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西藏天佑德青稞酒业有限责
任公司
西藏圣天源农畜产品有限公
西藏牦牛王生态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
西藏康园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木全

91540193MA6T5NR81U

龚小红

915400917109114314

王世全

91540091585768946U
360121197902170510

王兆三
袁勤明

91540000783525507T
91540000219662041R

梁渭鸿
王桂花

拉萨布瑞藏蜜蜂业有限公司 91540100783502129C
西藏恒源酒业有限公司
71090772-3
西藏文鑫实业有限公司
91540191MA6T1TY138

卢东升
黄金华
谢德洋

西藏福海醇酒业有限公司
91540000064668720C
西藏珠峰实业有限公司
3310231989****3418
西藏金穗源农牧科技开发有
915400000646854594
限公司
西藏岗措土特产有限公司
915400007835083013
西藏藏地吉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15401250646639892

李福华
娄善兴

西藏伦卡实业有限公司

曾华生

堆龙古荣朗孜糌粑有限公司

91540192MA6T4YQG5E
915401257419344681

娄世赞
毛成果
李生龙

达娃次仁

生产地址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业中心标准厂房3号楼4

注册地址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中
心标准厂房3号楼4层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SC12754012600947
SC10754012501016

拉萨经济开发区A区林琼岗路东一路6号
拉萨经济开发区A区林琼岗路东一路6号
SC1055401010052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广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1
州路1号
号
SC11554010100275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SC10454012600291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羊达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羊达乡工
乡工业园区
业园区
SC10454010300964
拉萨市纳金路俄杰塘
拉萨市纳金路俄杰塘
SC10554010100667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白
堂白定科技园
定科技园
SC12654010200301
西藏拉萨曲水县工业园 西藏拉萨曲水县工业园区
SC11554012400287
SC10454010200501
拉萨市林聚路2号
拉萨市林聚路2号
拉萨市曲水县县城工业
园区
拉萨市曲水县县城工业园区 SC11554012400519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SC10454012600568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
SC12654012600574
拉萨曲水县聂当乡工业 拉萨曲水聂当乡工业园
SC10454012400763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嘎冲村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嘎冲村
SC10554012500888
西藏拉萨市国家级经济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慈松塘路
开发区孵化园区
教师新村7栋6号
SC12654010101004
SC10754010301028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朗孜村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朗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