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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2021 年饲料行业新产品新技术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饲料行业现代化、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推动饲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响应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要求，经过企

业自主申报、媒体走访、专家认定、山东畜牧兽医学会批准等环节评选出“2021 年

度绿色高效饲料产品”、“2021 年度节能减排饲料产品”、“2021 年度创新型饲料

原料”、“2021 年度创新型饲料添加剂”四类新产品和“2021 年度“两低一高”饲

料配方新技术”、“2021 年度现代化饲料工艺设备新技术”两类新技术，现予以公

告。

附件：2021 年度饲料行业新产品新技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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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度饲料行业新产品新技术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2021 年度绿色高效饲料产品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鱼渔欢”系列生物环保水产饲料

山东布恩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布恩肉鸡配合饲料

环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山三优套餐（优乐奶+优乐贝+优乐康）

济南益佳饲料有限公司 高丰 360（蛋鸡产蛋期绿色高效预混料）

山东和美华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小麦型蛋鸡预混合饲料

滨州海鼎饲料有限公司 奶多多（哺乳母猪全价配合饲料）

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和美肉鸡配合饲料

潍坊天合饲料有限公司 “夕阳红”系列蛋鸡预混合饲料

济南资源饲料有限公司 118 仔猪浓缩饲料

青岛普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兴蛋鸡预混合饲料

山东利和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肉牛育肥期精料补充料

山东宜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转运应激料 730（肉牛精料补充料）

山东中谷饲料有限公司 金维能（蛋鸡强化多维）

山东富华伟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保育佳 4060（保育乳猪浓缩饲料）

山东鲁维素饲料有限公司 鲁维素系列维生素预混合饲料

青岛中晨康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倍尔奶（泌乳母猪浓缩饲料）

山东美事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肥牛得乐（肉牛精料补充料）

山东恒祥普惠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初抗（仔猪代乳料）

山东希牛农牧饲料发展有限公司 金粉+粒（乳猪配合饲料）

青岛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猪保保(仔猪配合饲料)

广东诸阁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乃利康（哺乳母猪复合预混合饲料）



格特生物制药（天津）有限公司 速补金维（纳米级复合维生素液体预混料）

2021 年度节能减排饲料产品

邦基（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G106（妊娠母猪配合饲料）

山东省大发饲料有限公司 NSP 多酶宝功能系列预混料

潍坊中基饲料有限公司 JB108（5%肉猪复合预混合饲料）

山东菁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菁华壮 601（猪用配合饲料-粉料）

南宁市泽威尔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寡二糖禽乐乐（0.1%蛋鸡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山东润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润牧多维（维生素复合预混合饲料）

山东安为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惠（微量元素复合预混合饲料）

山东久久和牧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猪金锭（小麦型 8%仔猪预混饲料）

山东天源饲料有限公司 天源肉鸡配合饲料

2021 年度创新型饲料原料

山东天普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草酵康(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黄芪粉碎物（发酵型）)

山东菁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酵肽 1号（发酵豆粕）

青岛普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芪酵康（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黄芪粉碎物（发酵型））

山东华萌中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华萌肉多多（天然植物饲料原料橘皮粗提物）

山东惠尔佳生物有限公司 椰子油粉（饲料原料脂肪粉）

山东昊日农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益惠宝（微生物发酵饲料原料）

山东省明发同茂饲料有限公司 大豆白渣（饲料原料大豆渣）

山东亚太海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品畅宜生（饲料原料腐植酸钠）

北京澳瑞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壳美（天然植物饲料原料五味子粗提物）

山东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粉（饲料原料菊苣根粉）

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益元康益生菌培养物(饲料原料酵母培养物)



济南悠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酵养（天然植物饲料原料茯苓粗提物）

山东纳多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保中宝（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黄芪粗提物（鸽子专用））

2021 年度创新型饲料添加剂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4（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微生物）

中基高科（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基肽康 Plus（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

四川爱客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脂美（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液态酸化剂）

青岛润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单宁宝（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40%单宁酸（包被型））

安牧然国际公司 加利百灵 Z（脱霉剂）

青海昱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钾乐镁(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硫酸钾镁缓释盐)

山东海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5-羟基维生素 D3（饲料添加剂 25-羟基胆钙化醇）

亿如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艾克·宝甜（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甜味剂）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纤低聚木糖 35A+（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低聚木糖）

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新玉米伴侣（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复合酶）

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 D,L- 蛋氨酸（饲料添加剂蛋氨酸）

山东碧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2激活（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植物乳杆菌）

山东和众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曲霉（饲料添加剂黑曲霉）

山东盛拓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乳猪酶（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复合酶）

山东阜力康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包衣蛋氨酸（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包被型）

四川新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母力加®（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4，7-二羟基异黄酮）

山东英联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马利杜嘉迪（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酿酒酵母）

圣道生物技术（山东）有限公司 炎宁（混合饲料添加剂微生物）

山东康益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衣肽（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地衣芽胞杆菌）

鲁维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L-抗坏血酸（饲料添加剂维生素 C）



山东大益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肠源活力素（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枯草芽孢杆菌）

潍坊柯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力能（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乳化剂）

山东天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音橙（饲料添加剂天然叶黄素）

山东华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优兰宝（混添天然类固醇萨洒皂角苷（源自丝兰））

青岛凯立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过瘤胃烟酸（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烟酸（包被型））

山东华宝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绿威宝（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液态牛磺酸（水产专用））

山东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贮宝（青贮接种剂）

济南罗亚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植物有机酸（混合型饲料添加剂苯甲酸）

山东芯科佰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益加（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丁酸梭菌和芽孢杆菌）

山东广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酶利净（混合型饲料添加剂葡萄糖氧化酶）

山东鑫旺工业有限公司 美加力（混合型饲料添加剂过瘤胃脂肪酸钙）

“两低一高”饲料配方新技术

山东布恩饲料集团有限公司 两低一高型肉鸡配合饲料配方技术

山东安池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营养抗病型生猪饲料配方技术

潍坊中基饲料有限公司 小麦型多产一号配方技术

山东菁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蛋多宝（4%高档产蛋鸡预混饲料配方技术）

滨州海鼎饲料有限公司 海鼎纯植物蛋白保育前期料生产配方技术

山东省大发饲料有限公司 多一筐蛋预混料配方技术

青岛润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收敛为主导的无抗饲添配方技术

山东丰沃新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纤维与脂肪酸优化在母猪上的应用

山东质德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8870 套餐模式（乳猪断奶后七周营养模式）

山东爱佳饲料有限公司 权麦（爱佳全小麦型复合预混合饲料）

山东鸿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2%蛋鸡肉鸡复合预混合饲料

现代牧业（商河）饲料有限公司 奶牛精料补充料断奶前配方技术



青岛中农华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液体维生素预混料与天然植物粗提液复合配方

山东志方牧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全麦金蛋（全小麦型蛋鸡产蛋期预混料配方技术）

山东和众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豆酶解蛋白发酵生产技术

四川吉隆达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艾西加（0.1%肉禽微量元素预混料有机碘+纳米硒）

临沂正能量生物有限公司 新型仔猪配合代乳料生产技术

圣道生物技术（山东）有限公司 应激宁（微生物和植物粗提物抗应激组合）

山东省饲料工业有限公司 两低一高饲料原料综合运用技术

现代化饲料工艺设备新技术

丰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 吉隆达智能化微量元素全套生产工程

江苏良友正大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传淇生物 100 吨玉米深加工生产线

溧阳裕达机械有限公司 SZLH578 制粒机

常州远见机械有限公司 海童饲料高端特种水产饲料工程

山东双鹤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宠物用猫砂生产成套设备

莱阳普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双胞胎等饲料标签打印平台新技术

无锡中牧机械有限公司 正能量生物创新型预混合饲料机组

山东正新饲料设备有限公司 双邦农牧全屏自动化控制发酵料饲料机组

活力饲料无烟泄爆装置技术改造新技术

济南精益达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肉羊规模化育肥与优质肥羔羊生产技术搅拌站系统

泰安市新农方舟饲料有限公司 聚酯网袋法快速测定饲料中 CF、NDF、ADF 和 ADL

平原三兴饲料厂 中粮集团、香驰集团饲料自动装车系统新技术

山东耐博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新希望六和饲料设备新型环保润滑剂节能技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