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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1 山东鲁粮集团有限公司 省直

2 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省直

3 山东聊城鲁西国家粮食储备库 省直

4 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 省直

5 鲁粮集团山东鲁南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6 鲁粮集团山东齐河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7 鲁粮集团山东军粮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8 鲁粮集团平原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9 鲁粮集团山东鲁北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10 鲁粮集团淄博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11 鲁粮集团山东购销储运有限公司 省直

12 山东植谷粮油储备利津有限公司 省直

13 山东良友储备粮承储有限公司宁阳直属库 省直

14 山东良友储备粮承储有限公司临邑直属库 省直

15 山东省石臼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省直

16 潍坊同路食品有限公司 省直

17 济南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济南市

18 济南第二粮库有限公司 济南市

19 济南第三粮库有限公司 济南市

20 济南北山粮库有限公司 济南市

山东省2022—2023年享受商品储备业务税收政策
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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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21 济南莱芜粮食储备中心有限公司 济南市

22 济南民天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市

23 济南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济南市

24 山东济南历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济南市

25 济南市章丘区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济南市

26 山东章丘国家粮食储备库 济南市

27 山东长清国家粮食储备库 济南市

28 山东商河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南市

29 山东济阳国家粮食储备库 济南市

30 济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济南市

31 平阴县地方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济南市

32 莱芜市长龙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

33 青岛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青岛市

34 青岛第二粮库有限公司 青岛市

35 青岛国信粮食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市

36 青岛国信粮油有限公司 青岛市

37 青岛营海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青岛市

38 青岛长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

39 青岛市崂山区军队粮油供应站 青岛市

40 青岛市城阳区粮食收储中心 青岛市

41 青岛西海岸新区粮食收储中心 青岛市

42 青岛西海岸新区军粮供应站 青岛市

43 青岛西海岸新区粮食储备库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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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44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粮食管理所 青岛市

45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粮食管理所 青岛市

46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粮食管理所 青岛市

47 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粮食管理所 青岛市

48 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粮食管理所 青岛市

49 青岛即墨市粮食储备库 青岛市

50 即墨市军队粮油供应站 青岛市

51 青岛金胶州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青岛市

52 青岛金胶州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青岛市

53 青岛维良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54 青岛市崂山区粮油总公司 青岛市

55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

56 青岛鼎煜农业有限公司 青岛市

57 青岛鑫盛联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58 平度市粮食储备库 青岛市

59 青岛平度军粮供应站 青岛市

60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

61 青岛天祥食品集团金喜燕制粉有限公司 青岛市

62 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63 莱西市粮食储运站 青岛市

64 青岛莱西军粮供应站 青岛市

65 青岛莱西市金谷粮油有限公司 青岛市

66 青岛新万福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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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67 山东淄博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淄博市

68 淄博张店丰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淄博市

69 淄博市粮油收储库有限公司 淄博市

70 淄博市临淄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 淄博市

71 山东淄博东郊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淄博市

72 淄博市周村区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淄博市

73 淄博市周村区粮食局军粮供应站 淄博市

74 山东淄博周村国家粮食储备库 淄博市

75 淄博市淄川粮油储备库 淄博市

76 淄博高新区粮食收储管理有限公司 淄博市

77 桓台县稷丰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淄博市

78 沂源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 淄博市

79 高青盛和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淄博市

80 淄博鲁星面粉有限公司 淄博市

81 滕州市嘉禾粮油有限公司 枣庄市

82 山东鲁滕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枣庄市

83 枣庄市市中区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枣庄市

84 枣庄峄粮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枣庄市

85 枣庄市薛城区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枣庄市

86 枣庄市薛城永丰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枣庄市

87 山东运发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市

88 枣庄市国丰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枣庄市

89 山东国新粮油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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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90 山东国新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枣庄市

91 山东国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枣庄市

92 东营市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 东营市

93 山东半球面粉有限公司 东营市

94 山东半球面粉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 东营市

95 山东元灏面粉有限公司 东营市

96 东营市垦利区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 东营市

97 广饶县广粮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 东营市

98 利津县粮食储备库 东营市

99 烟台市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烟台市

100 山东烟台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烟台市

101 烟台通元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烟台市

102 烟台市牟平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烟台市

103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烟台市

104 烟台市莱山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烟台市

105 烟台市康谷缘经贸有限公司 烟台市

106 龙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烟台市

107 莱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

108 莱阳市军粮供应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市

109 莱州市地方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0 烟台蓬粮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1 烟台百瑞佳面粉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2 栖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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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113 海阳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4 长岛稷丰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5 长岛穗丰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6 烟台台华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7 新烟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8 莱州宏源面粉有限公司 烟台市

119 烟台龙源油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市

120 招远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烟台市

121 烟台市蓬莱区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烟台市

122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

123 山东潍坊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潍坊市

124 潍坊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潍坊市

125 山东潍坊擂鼓山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潍坊市

126 潍坊市寒亭区粮食收储中心 潍坊市

127 潍坊市坊子区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潍坊市

128 临朐县沂丰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潍坊市

129 昌乐县宝都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潍坊市

130 青州市金长城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潍坊市

131 青州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潍坊市

132 华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

133 诸城市粮油储运有限公司 潍坊市

134 诸城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潍坊市

135 安丘市地方粮油储备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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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136 山东高密国家粮食储备库 潍坊市

137 高密市地方粮食储备库 潍坊市

138 高密市军粮供应站 潍坊市

139 昌邑市金谷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市

140 寿光市圣都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潍坊市

141 寿光市地方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潍坊市

142 临朐广华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潍坊市

143 济宁市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济宁市

144 济宁市第一粮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45 济宁市第一粮库有限公司嘉祥公司 济宁市

146 济宁市军粮供应中心站有限公司 济宁市

147 济宁市第二粮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48 济宁江北现代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济宁市

149 济宁市金源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0 济宁市任城区粮食收储中心 济宁市

151 济宁市任城区富民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2 济宁市兖州区地方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3 曲阜市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4 泗水县地方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5 邹城市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6 微山县国家粮食储备库 济宁市

157 鱼台县金裕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济宁市

158 鱼台县民天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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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159 金乡县德盛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0 嘉祥县金穗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1 嘉祥县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2 汶上县天仓粮食收储管理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3 汶上县民泰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4 梁山县粮食物流中心 济宁市

165 山东省梁山县粮食储备库 济宁市

166 山东金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7 曲阜市恒达食品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8 曲阜市圣利食品有限公司 济宁市

169 泰安市长城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泰安市

170 泰安众旺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市

171 泰安市东岳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泰安市

172 宁阳晴好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市

173 泰安市国友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泰安市

174 山东泰山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市

175 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粮库有限责任公司 泰安市

176 东平县国有粮食购销公司 泰安市

177 肥城市兴粮购销有限公司 泰安市

178 山东泰安汇丰粮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泰安市

179 新泰市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泰安市

180 山东新泰瑞华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泰安市

181 宁阳县裕兴粮食储备库 泰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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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182 威海粮油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市

183 威海市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威海市

184 威海市地方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威海市

185 威海市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 威海市

186 威海市三威面粉有限公司 威海市

187 荣成市食先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市

188 山东家家悦物流有限公司 威海市

189 山东荣光实业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0 威海市良佳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1 威海市文登区昌洋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2 荣成市荣粮实业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3 荣成市粮食中心储备库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4 荣成市粮食购销中心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5 荣成市军粮供应站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6 乳山市金谷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威海市

197 乳山市粮食收储中心 威海市

198 乳山市军粮供应站 威海市

199 日照市康信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市

200 日照市凌云冷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日照市

201 日照市东港区粮食收储服务站 日照市

202 日照市东港区粮食储备库 日照市

203 日照市安岚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日照市

204 莒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日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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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205 莒县粮食储备库 日照市

206 五莲县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日照市

207 日照经济开发区粮食收储中心 日照市

208 日照市地方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日照市

209 莒南县粮食收储中心 临沂市

210 临沭县粮油购销经营中心 临沂市

211 临沂市罗庄区地方粮食储备库 临沂市

212 平邑县地方粮食储备管理中心 临沂市

213 郯城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临沂市

214 沂水县金谷储备粮有限公司 临沂市

215 蒙阴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临沂市

216 临沂市河东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临沂市

217 兰陵县瑞仓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临沂市

218 沂南县地方粮食储备库 临沂市

219 费县颐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临沂市

220 临沂市兰山区粮食收储公司 临沂市

221 山东汇融肉制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

222 临沂市地方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临沂市

223 临沂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临沂市

224 山东德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德州市

225 德州市财金粮食有限公司 德州市

226 德州市财金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德州市

227 德州市第五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德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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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228 德州鹏达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德州市

229 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0 武城县丹顶鹤面粉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1 乐陵市欣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2 禹城市益民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3 禹城市禹飞面粉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4 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5 临邑县民天粮食储备库 德州市

236 宁津县粮油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 德州市

237 平原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库有限公司 德州市

238 齐河县粮油总公司 德州市

239 武城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德州市

240 夏津县地方储备粮管理中心 德州市

241 庆云县丰裕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德州市

242 陵县粮油总公司 德州市

243 山东聊粮粮食和物资储备有限公司 聊城市

244 聊城维尔康食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

245 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

246 山东东昌府国家粮食储备库 聊城市

247 聊城市鲁昌面粉有限公司 聊城市

248 山东宏泰面业有限公司 聊城市

249 临清黎黍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聊城市

250 阳谷县粮食收储公司 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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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251 山东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 聊城市

252 山东茌平国家粮食储备库 聊城市

253 山东东阿国家粮食储备库 聊城市

254 高唐县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聊城市

255 山东和兴面粉有限公司 聊城市

256 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市

257 滨州滨城地方粮食储备库 滨州市

258 山东滨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滨州市

259 山东省惠民县孙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滨州市

260 无棣县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市

261 滨州市沾化区储备粮管理中心 滨州市

262 邹平县粮食储备库 滨州市

263 邹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滨州市

264 阳信县粮食和物资储备服务中心 滨州市

265 菏泽华瑞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菏泽市

266 菏泽华瑞粮食储备有限公司一分库 菏泽市

267 菏泽华瑞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成武天宫庙粮库 菏泽市

268 菏泽华瑞粮食储备有限公司鄄城大埝粮库 菏泽市

269 菏泽市粮油购销储运有限公司 菏泽市

270 菏泽市粮油购销储运有限公司曹县邵庄分库 菏泽市

271 菏泽市粮油购销储运有限公司曹县孔庄分库 菏泽市

272 菏泽市粮油购销储运有限公司二分库 菏泽市

273 菏泽市粮油中转储备库有限公司 菏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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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

274 菏泽市粮油中转储备库有限公司仿山分库 菏泽市

275 菏泽市粮油中转储备库有限公司吕陵分库 菏泽市

276 菏泽市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菏泽市

277 菏泽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菏泽市

278 菏泽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吴店仓库 菏泽市

279 菏泽硕丰粮油收储有限公司 菏泽市

280 菏泽华瑞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菏泽市

281 山东定陶国家粮食储备库 菏泽市

282 定陶县粮食储备管理中心 菏泽市

283 曹县地方粮食储备库 菏泽市

284 东明昌宏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菏泽市

285 山东省巨野粮食储备库 菏泽市

286 山东菏泽东郊国家粮食储备库 菏泽市

287 菏泽市牡丹粮食储备库 菏泽市

288 山东鄄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菏泽市

289 鄄城禾丰地方储备粮有限公司 菏泽市

290 郓城县华尔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菏泽市

291 山东省成武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菏泽市

292 单县政策性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菏泽市

注：同时承担省级和市、县（市区）储备任务的企业，列入省直“所属”名单，不
再于相关市的名单中重复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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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7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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