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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林 业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公告

2004年第6号

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告

    根据《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企业进行清理整顿

和开展标记试点工作的通知》（林护发[2003]3号），现将第四批试点使用“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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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3日 (星期五) 今日天气情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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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用标识”的企业及其产品公告如下： 

    一、自2005年1月1日起，新增部分象牙、蟒皮二胡生产、销售企业，其生产、销售的象牙制品、蟒

皮二胡实行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制度（以下简称专用标识制度），标记范围如下： 

    （一）以下所列企业生产销售的象牙制品 

编号 省份 生产企业 加工地点 

1 北京 北京正栋腾飞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2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双金工艺品雕刻厂 衡水市桃城区东郎子桥村 

3 福建 福州富艺工艺精制品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三叉街湖畔路1号 

    （二）以下所列单位现有的象牙制品 

编号 省份 经营单位 销售地点 

1 天津 天津一商发展有限公司友谊商厦 天津河西区友谊路21号 

2 天津一商友谊名都店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黄海路19号 

3 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双金工艺品雕刻厂 本部 

4 江苏 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31号工艺美术大楼 

5 南京工艺雕刻厂 南京市中山南路243号 

6 南京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旅游商场 南京市汉中路2号509-511室 

7 南京圣亚地工贸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新街口南京金鹰购物中心6楼 

8 福建 福建省闽侯港联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路03A 

9 福州震港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震港雕刻工艺店 

10 福州富艺工艺精制品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三叉街湖畔路1号 

11 山东 青岛工艺美术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12 广东 广州市大新象牙工艺厂 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13 北京古玩城猛犸工艺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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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市皇家友谊商店 

15 上海市古风今韵猛犸艺术 

16 上海新豫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17 青岛市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 

18 广州市芳村区花城博雅工艺厂门市部 

19 广州市南方大厦有限公司 

20 广州轻工疗养院商场 

    （三）以下所列企业生产销售的蟒皮二胡 

编号 省份 生产企业名称 

1 天津 天津市民族乐器厂二分厂 

2 天津市孔雀民族管弦乐器厂 

3 天津市河北区鑫森民族乐器厂 

4 天津市民族乐器厂津民分厂 

5 天津市民族乐器厂 

6 河北 饶阳乐之洋琴业有限公司 

7 江苏 苏州相城区江南民族乐器厂 

8 扬州雅韵琴筝有限公司 

9 江阴市东方乐器有限公司 

10 江苏省无锡市田园民族乐器厂 

11 江苏省江阴市灵音民族乐器有限公司 

12 徐州大风乐器有限公司 

13 无锡新区梅村林生乐器加工场 

14 江苏无锡市锡艺乐器厂 

15 江阴市周庄镇长寿乐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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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苏州市金阊区吴门乐器社 

17 苏州市平江区天华乐器厂 

18 安徽 安徽省繁昌县明坤乐器厂 

19 广东 广州市芳村区朗鸣乐器工艺厂 

20 广州市越秀区八音乐器厂 

21 广州悦声乐器厂 

    

    （四）以下所列工作室生产销售的蟒皮二胡 

编号 省份 生产企业名称 

1 北京 北京吕建华民族乐器行 

2 北京国金旭贵民族乐器加工部 

3 北京市兴艺乐器厂 

4 北京京韩乐器有限公司 

5 北京天华之韵乐器厂 

6 北京成韵乐器坊 

7 北京市董玉光乐器社 

8 北京市汇声乐器厂 

9 北京王铁树乐器工作室 

10 北京通州区大杜社乐海乐器配件加工厂 

11 北京北满乐器行 

12 天津 天津市民族乐器厂三分厂 

13 天津市民族乐器厂林虹乐器行 

14 天津市河北区通达电声乐器厂 

15 河北 饶阳珠峰民族乐器厂 



16 肃宁县精华民族乐器厂 

17 河北金音民族乐器厂 

18 肃宁县老田民族乐器厂 

19 饶阳祥云民族乐器厂 

20 肃宁县华晨民族乐器厂 

21 肃宁县占茹乐器厂 

22 肃宁县振兴民族乐器厂 

23 肃宁县运智民族乐器厂 

24 献县山秋荟萃乐器工艺厂 

25 饶阳恒星民族乐器厂 

26 辽宁 新民市杰奇乐器厂 

27 江苏 苏州市宏成琴行 

28 苏州市名海乐器制作社 

29 苏州市周万春乐器行 

30 江苏无锡二泉乐器厂 

31 宏扬乐器加工场 

32 苏州大师制作室 

33 许小海二胡研制室 

34 浙江 杭州余杭区中泰灵声乐器厂 

35 山东 山东省鲁南光明乐器厂 

36 山东福臣民族乐器厂 

    

    二、自2005年1月1日起，开始对生产销售和个人合法持有的野生动物标本实行专用标识制度，标记

范围如下： 



11/23/12 �����

6/9www.forestry.gov.cn/portal/main/govfile/13/govfile_1082.html

    （一）以下所列企业生产销售的所有野生动物标本 

编号 省份 企业名称 

1 黑龙江 黑龙江省龙瀛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2 浙江 温州市鹿城工艺生物标本厂 

3 台州黄岩教学标本模型厂 

4 宁波市鄞州五乡三星教具工艺品厂 

5 安徽 宁国市工艺标本厂 

6 巢湖市夏峰工艺标本厂 

7 福建 福州恒达教育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8 福州市台江区义洲教具厂 

9 福建省建瓯市工艺教学标本厂 

10 福建省标本公司 

11 福建省南平市东方教学用品厂 

12 厦门市商潮生物标本研究所 

13 建瓯市放生池生物标本厂 

14 湖南 长沙三珍动物艺术标本有限公司 

15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香江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 

   （二）个人合法持有的野生动物标本 

     

    三、自2005年1月1日起，凡生产日期在2005年1月1日以后的下列企业生产的下列产品须全部实行专

用标识制度，标记范围如下： 

编号 省份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1 辽宁 鞍山市千山区千山镇鑫园鹿场 鑫茸园鹿酒、梅花鹿保健品系列 

2 铁岭绿洲参茸加工有限公司 翠港牌鹿茸片、翠港牌中华醇鹿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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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丰县隆丰野鹿王酒厂 野鹿王酒 

4 辽宁省宏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油粉胶囊、清青软胶囊、哈士蟆油 

5 辽宁省铁岭市御林酒厂 鹿茸酒、鹿鞭酒 

6 黑龙江 黑龙江省龙瀛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鲜、冷冻暹罗鳄肉系列产品 

7 安徽 安徽五星养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养生鹿酒 

8 山东 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 “葵花”牌山东特质三鞭酒 

9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阳春”牌滋补酒 

10 河南 三九企业集团兰考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三九”牌鹿龟酒 

11 湖南 永州柳子异蛇产业有限公司 蛇酒系列产品、蛇保健品系列 

12 湖北 宜昌德威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斑龙鹿茸保健酒 

13 广东 广东省番禺区香江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 速冻鳄鱼肉系列产品、鳄鱼肉干、鳄鱼皮具 

14 广东茶山福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蛇酒系列产品 

15 广东省顺德酒厂有限公司 红荔蛤蚧酒 

16 湛江金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鹿酒系列产品、梅花鹿系列产品 

17 广西 广西雄森酒业有限公司 “雄森牌”补骨酒、护骨木瓜酒、熊胆酒、蛤蚧酒、三蛇酒 

18 海南 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新大田牌鹿茸酒、新大田牌鹿胶 

19 海南海角二仙酒业有限公司 海角牌鹿龟酒 

     

    四、自2005年1月1日起，下列企业出售的人工驯养繁殖的下列活体野生动物须全部实行专用标识制

度，标记范围如下： 

编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活体野生动物名称 

1 黑龙江 黑龙江省龙瀛进出口有限公司 暹罗鳄 

2 安徽 安徽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 扬子鳄 

3 广西 广西雄森灵长类实验动物养殖开发有限公司 猕猴、食蟹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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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附：“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图样 

  

                                                                     二○○四年十二月十六

日

┊ 意见建议 ┊ 邮件服务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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