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质量安全省级工作机构名录
序号 省份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1 北京

北京市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

建设办公室（北京市农产品安全

办）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6

号106室
100029

2 北京
北京市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事务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8

号西楼613房间
100029

3 天津
天津市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

管理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健

强里37号
300201

4 天津 天津市无公害水产品管理办公室 天津市河西区温州道1号 300202

5 天津
天津市畜牧兽医局质量监管处（

无公害畜产品管理办公室）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

园区梅苑路1号海泰信息

广场A座

300384

6 河北 河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长江大道19号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室1026房间

050035

7 河北 河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

路88号
050000

9 山西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街312

号
30001

10 山西
山西省无公害水产品管理办公室

（水利厅渔业局）

山西省太原市新建路45

号
30002

11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中心（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

呼和浩特市兴安南路170

号
10010

12 辽宁 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
号  省农委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局

110001

13 辽宁
辽宁省畜牧兽医局畜产品安全与

兽药饲料处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

号
110001

14 辽宁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水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处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
号

110001

15 大连
大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大

连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大连市西岗区博爱路40

号
116011

16 大连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场与加工

处

大连市中山区吉庆街100

号
116001

17 吉林 吉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长春市自由大路6152号

，吉林省现代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10楼1012号

130033

18 吉林 吉林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

4510号
130062

19 吉林 吉林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长春市红旗街1821号 130012

20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哈尔滨市珠江路21号2号

楼618室
150006

21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垦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

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13号
150090

22 黑龙江 黑龙江省畜牧总站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243号
150069

23 上海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上海市仙霞西路779号5

号楼西
200335

24 江苏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南京市龙江小区江苏农

林大厦1601
210036

25 江苏

江苏省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认

定管理办公室（海洋与渔业局渔

业处）

江苏省南京市新模范马

路90号
210003

26 浙江 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新华路39

号四楼
310003

27 浙江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20

号
310012

28 宁波
宁波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总站

（宁波市绿色食品办公室）

宁波市海曙区宝善路220

号4楼419
315012

29 宁波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渔业技

术推广站

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587

弄15号3号楼319室
315103

30 安徽 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

安徽省合肥市徽州大道

197号皖西南优质农产品

中心六楼
023001

31 福建 福建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冶

山路24号
350001

32 福建 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

洪路555号
350003

33 厦门 厦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702号
361009

34 厦门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技术

推广站（产地认定管理办公室）
厦门市会展南二路389号 361008

35 江西 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文教路359
号江西省农业检验检测

综合大楼8楼
330046

36 山东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十

亩园东街7号 250013

37 山东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处

济南市槐村街68号山东

省畜牧兽医局718房间
250022

38 山东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市场与质量

监管处

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48
号704 250002

39 青岛 青岛市农委农产品质量管理处
青岛市燕儿岛路10号凯

悦中心写字楼2809室
266071

40 青岛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管理处
青岛市高雄路18号海洋

大厦17-20
266071

41 青岛
青岛市畜牧兽医局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处

青岛市东海中路2号环海

大厦7楼青岛市畜牧局质

监处

266071

42 河南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27

号
450002

43 河南
河南省畜牧局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处

河南省郑州市经三路91

号河南省畜牧局1004室
450008

44 湖北 湖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519

号19楼
430070

45 湖南 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路9号

（湖南省农委西院204室

）

410006

46 广东
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广

东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广州市先烈东路135号 510500

47 广东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技术推广总站
广州市海珠区南林路20

号28栋1层
510220

48 深圳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畜牧处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市民中心C1075室 518035

49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优质农产品开发

服务中心（广西绿色食品办公室

）

广西南宁市七星路135号
农业厅大院二号楼10层 530022

50 广西
广西养殖业无公害农产品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

广西南宁市青山路8号广

西动物安全保障中心
530021

51 海南
海南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处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
号省政府办公大楼1217

室

570204

52 海南 海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
海南省海口市友谊路21

号
570311

53 重庆 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3

号附1号百业兴大厦20楼
400020

54 四川 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

街4号
610041

55 四川 四川省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

街3号
610041

56 四川 四川省水产局科教处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

三段十三号
610072

57 贵州
贵州省农业委员会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站
贵阳市延安中路62号 550001

58 云南 云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昆明市新闻南路25号 650032

59 西藏
西藏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中心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聚

路29号 850000

60 陕西 陕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路38

号
71004

61 陕西 陕西省渔业局
陕西省西安市尚德路150

号
710004

62 甘肃
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嘉

峪关西路708号农业大厦

12楼
730020

63 青海 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青海省西宁市北斗宫街2

号
810000

64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绿色食品办公室）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

中路159号
750002

65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市钱塘江

路453号种子管理大厦5

楼

830006

66 新疆
新疆无公害畜产品质量安全委员

会管理办公室（畜牧厅科教处）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

路408号畜牧厅科教处
830001

67 新疆

新疆无公害水产品质量安全委员

会职能管理办公室（水产局业务

处）

乌鲁木齐市长江路106号 830006

68 新疆
新疆兵团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绿色食品办公室）

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高

新区高新街48号
83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