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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公布 2017 年全国农机合作社 
示范社名单 

 

12 月 20日，《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7年全国农机

合作社示范社名单的通知》（农办机„2017‟19号）提出，

确定北京市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 261个合作社为全国

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同时要求，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推进

农机服务领域从粮油棉糖作物向特色作物、养殖业生产配套

拓展，服务环节从耕种收为主向专业化植保、秸秆处理、产

地烘干等农业生产全过程延伸，鼓励农机合作社开展“一站

式”综合农事服务。“十三五”期间（2016-2017 年）农业

部已公布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共 464家，其中 2017 年 261

家，2016年 203家。 

鉴于该名单是经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认可的、优秀的农

机合作社，建议将该名单以适当方式发给各省级农担公司，

供业务拓展和洽谈合作时使用。（报告执笔人：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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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7 年全国农机合作社

示范社名单的通知 

附件 2：农业部关于公布 2016 年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

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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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7 年全国农机 
合作社示范社名单的通知 

农办机〔2017〕1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机（农业、农牧）局

（厅、委、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创建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是推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引领打造农机合作社升级版、加快提升农机社会化服

务质量水平的重要举措。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7

年农机合作社示范创建活动的通知》（农办机﹝2017﹞8 号），

在各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推荐基础上，经审核与公示，现确

定北京市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 261个合作社为全国农

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详见附件）。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 1号文件和

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

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精神，推进农机服务领域

从粮油棉糖作物向特色作物、养殖业生产配套拓展，服务环

节从耕种收为主向专业化植保、秸秆处理、产地烘干等农业

生产全过程延伸，鼓励农机合作社开展“一站式”综合农事

服务。继续强化对示范社的政策扶持，加大合作社带头人培

养力度，发挥示范社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引导支持示范社加

大配套机具和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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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机合作社建设提档升级，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促

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2017年） 

 

                         农业部办公厅 

                      2017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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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2017 年） 

北京市 

北京市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 

天津合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静海县富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 

馆陶县邦施瑞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魏县金麦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任县大马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宁晋县宁雷通农机专业合作社 

宁晋县及时雨农机专业合作社 

定兴县昌利农机专业合作社 

玉田县会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武邑县顺天农机专业合作社 

衡水永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涞水县园硕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灵寿县伟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 

壶关县建忠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大同市南郊区鑫燏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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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市新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翼城县里砦镇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阴县泰和农机专业合作社 

阳曲县亿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繁峙县玄睿农机专业合作社 

新绛县国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晋城市天天鲜农机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自治区 

鄂温克旗锡尼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扎赉特旗建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科左中旗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宁城县于起农机专业合作社 

察右后旗胜利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伊金霍洛旗隆扬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乌拉特后旗新农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阿拉善右旗富农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 

海城市富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沈阳市喜耕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品农机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阳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众鑫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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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市大河南镇新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凌源市红得顺农机专业合作社 

兴城市红崖子广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建平县马场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调兵山市吉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开原市国新农机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 

榆树市天雨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榆树市保寿镇民悦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榆树市明洋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农安县顺民心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安县鑫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九台区兴隆镇志千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九台区纪家镇凤财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九台区刘贺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汪清县红日农机专业合作社 

前郭县万青农机专业合作社 

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农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东丰县一六八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榆树市和才农机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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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呼兰区大用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园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双城市大宏农机专业合作社                                

五常市杜家王家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五常市金禾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克山县新隆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克山县新兴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克东县安全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讷河市旺民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裕县长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锦市福祥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锦市兴禾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林甸县合胜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绥滨县昊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虎林市文胜现代农机合作社 

青冈县和众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孙吴县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 

逊克县丰禾现代农机合作社 

逊克县农工现代农机合作社 

嫩江县龙祥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克东县玉岗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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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惠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上海宏烨农机专业合作社 

江苏省 

南京市六合区立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农机专业合作社 

宜兴市富根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邳州市夫凡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溧阳市社渚芳伢农机专业合作社 

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沙湖农机专业合作社 

苏州市相城区金香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如东临海农机专业合作社 

海门市施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连云港农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洪泽县三河镇祥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淮安市淮阴区惠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建湖县正齐农机专业合作社 

仪征市壮禾农机专业合作社 

扬州市峰瑞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镇江新区富农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兴化市周奋乡恒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沭阳县青伊湖农场云飞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宝应县东荡农机跨区作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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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县银集镇万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 

建德市大同镇助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瑞安市塘下兴隆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桐乡市石门镇兴农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州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  

诸暨市苍湖农机专业合作社 

东阳市恒新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台州市椒江惠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 

合肥市益康农机专业合作社 

濉溪县富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谯城区微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蒙城县黄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砀山县丰产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宿州市埇桥区淮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怀远县诺言农机专业合作社 

颍上县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凤台县怀彪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天长市松鹤农机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叶集区天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无为县亚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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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泉井农机专业合作社 

东至县大联圩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桐城市荣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黟县吉阳农机专业合作社 

宿松县华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福建省 

长乐美生农机专业合作社 

石狮市协盈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连城县隆城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南平市建阳区莒口为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江西省 

永修县宏康水稻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进贤县宏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瑞昌市龙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宁都县洛口镇众诚农机专业合作社 

奉新县隆斌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泰和县嘉农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余干县信江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 

章丘市百赢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桓台县利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滕州市鑫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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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文通农机专业合作社 

莱州市朱旺维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寿光市新时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兴农农机技术推广专业合作社 

嘉祥县光明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泰安市传忠农机专业合作社 

威海市文登区泽峰农机专业合作社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宏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莱芜市莱城区洪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郯城县纪昌农业机械化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兰陵县鸿源种植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乐陵市瑞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聊城市博凯农机专业合作社 

无棣牧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合社 

巨野县朝阳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莱州市新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 

通许县钰鑫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汤阴县安恒农机专业合作社 

唐河县青泉农机专业合作社 

濮阳县中农科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漯河市召陵区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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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诚信农机专业合作社 

汝阳县聚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许昌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新密市刘寨镇兴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博爱县长继农机专业合作社 

泌阳县宏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长垣县仁慈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巩义市祥和农机专业合作社 

镇平县粮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济源市思礼镇高庄农机专业合作社 

郏县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 

潢川县耕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 

京山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武汉跃达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专业合作社 

监利县兴华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襄州区张家集镇绿神农机专业合作社 

咸宁市咸安区福裕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宜昌普溪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英山县福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武汉市黄陂区凤凰诚成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陆市梓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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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县龙港镇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 

衡阳县梅花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衡东县万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醴陵市浦缘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赫山区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强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临湘市兆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汉寿县金穗农机专业合作社 

常德市昌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永州市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靖州四乡龙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涟源市农富农机专业合作社 

长沙县同展农机专业合作社    

南县应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广东省 

廉江市良垌兴旺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茂名市茂南区志远农机专业合作社 

连州市连正农机专业合作社 

英德市东华兴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蕉岭县晟福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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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武鸣区起凤农机专业合作社 

武宣县博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 

钟山县公安镇永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贺州市昊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象州县中平镇中平农机专业合作社 

百色市右江区龙景景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贺州市八步区穗丰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 

重庆市潼南区大同农机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荣昌区鑫稼源农业服务股份合作社 

四川省 

成都市温江区开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成都市新都区宏亮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广汉市隆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绵阳市安州区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江油市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苍溪县金永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仪陇县帅爽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宣汉县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 



 16 

绥阳县小辉农机专业合作社 

威宁县燎原农机专业合作社 

三穗县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云南省 

泸西县红土地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禄丰农兴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牟定县隆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昭通市昭阳区增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罗平县阿岗镇农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陕西省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农机专业合作社 

铜川市耀州区新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恒丰昌农业耕播专业合作社 

渭南市华州区万丰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勉县中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延安市黄龙县三岔乡喜乐村兴农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

作社 

佳县谢家沟农机专业合作社 

武功县中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西藏自治区 

林周县卡优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曲水县才纳乡罗亚农机机械租赁维修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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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东县江北农机经销专业合作社     

拉孜县曲玛乡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 

山丹县祁连山牧草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民勤县金穗农机专业合作社 

临洮县得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酒泉鑫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青海省 

青海湖景区江西沟农机专业合作社 

大通县兴和农机化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 

宁夏回族自治区 

灵武市同德机械化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宁夏丰瑞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平罗县天合农机专业合作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库车金土地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奇台县兴农润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塔城市乾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民笑笑农牧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吉木萨尔县庆丰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巩留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蕴县喀拉布勒根乡美丽田野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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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县坎苏乡东方红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阿图什市上阿图什天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连市 

瓦房店仁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合社 

宁波市 

余姚市马渚庆德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慈溪市迎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青岛市 

青岛保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青岛积粮居农机专业合作社 

青岛西寨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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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业部关于公布 2016 年全国农机 
合作社示范社名单的通知 

农办机〔2016〕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机（农业、农牧）局

（厅、委、办），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在全国创建农机合作社示范社，是推动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引领打造农机合作社升级版，加快提升农机社会化

服务质量水平的重要举措。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开

展农机合作社示范创建活动的通知》（农办机﹝2016﹞5 号），

在各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推荐基础上，经审核与公示，现确

定北京兴农天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等 203个合作社为全国

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详见附件）。 

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建设总体上实行部省共建、分级

负责、动态管理的机制。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强化对示范

社的政策扶持，加大合作社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养力度，加

强合作社发展典型经验宣传，有效发挥示范社样板带动作

用，引导支持示范社加大配套机具和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服

务能力，打造服务品牌，推动农机合作社整体建设和农机社

会化服务跃上新台阶。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实行动态

管理、及时调整，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要组织示范社定期报

送年度生产经营状况，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应采取重点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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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加强对示范社的监测管理，每年年底前将示范社监测

报告报送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附件：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2016年） 

农业部办公厅 

2016 年 10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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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名单（2016 年） 

北京市 

北京兴农天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北京河南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 

天津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天津市同益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 

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赵县光辉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赵县北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赵县济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沧县鑫翰农机专业合作社 

深州市宏图农机专业合作社  

馆陶县三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  

闻喜县翔垣畅农机专业合作社 

翼城县民乐农机专业合作社   

定襄县建新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同市南郊区普天友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怀仁县文亮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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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龙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襄垣县超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泽州县巨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襄垣县鼎鑫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内蒙古自治区 

扎兰屯市浩饶山镇金穗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扎赉特旗杏花景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通辽市科尔沁区春睿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阿鲁科尔沁旗鼎盛农牧业机械合作社 

正镶白旗冠星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兴和县宜园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鄂托克前旗赖森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  

康平县汇老农人农机专业合作社 

喀左县鼎晟农机专业合作社 

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铁岭县新台子镇西三家子村万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大洼县长财农机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大四家子镇祥瑞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开原市金沟子镇峰威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盛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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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台区四台村庆山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农安县众一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德惠市大杨子农机专业合作社  

榆树市环城乡鸿良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洮南市万宝镇鹏程农机专业合作社 

双辽市双山镇秀水村佰文农机专业合作社 

东辽县云顶镇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梅河口市古城九星有机水稻农机化生产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省 

巴彦县五岳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东官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五常市峰岭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哈尔滨市呼兰区金山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克山县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裕县塔哈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拜泉县自治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锦市漂筏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虎林市太平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绥滨县建边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双鸭山市永胜农机合作社 

绥棱县兴农现代农机合作社 

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4 

孙吴县桦林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逊克县团结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上海市  

上海嘉定民欣农机专业合作社 

上海耀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江苏省 

南京市六合区河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江阴市林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沛县大屯镇宋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溧阳市海斌农机专业合作社 

常州市金坛唐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张家港市塘桥镇金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太仓市东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如东金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东海县丰惠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淮安市淮安区根本农机专业合作社 

盐城市盐都区加兵农机专业合作社 

宝应县范水庆丰收割机跨区作业专业合作社 

句容市纪兵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兴化市戴南常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泗阳县家耀农机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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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快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瑞安市穗博农机专业合作社 

温岭市宏旺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永康市彬豪农机专业合作社 

江山市巾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 

亳州市谯城区贵勤农机专业合作社 

阜阳市颍泉区红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怀远县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凤阳县鑫宇农机专业合作社 

芜湖县惠农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太湖县奇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萧县向前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铜陵市欣隆农机专业合作社 

宣城市意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濉溪县田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池州市鑫田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肥东县建良仓农机专业合作社 

福建省  

长汀县清荣农机专业合作社  

尤溪县耀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江西省 



 26 

崇仁县丰粮农机专业合作社   

新干县青铜农机专业合作社 

赣州丰泰农机专业合作社 

高安市久洋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贵溪市利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区丰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淄博临淄富群农机专业合作社 

枣庄市市中区富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利津县春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莱州市丰阳农机专业合作社 

高密市宏基农机专业合作社 

济宁市兖州区诚利农机专业合作社 

肥城市地龙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文登区界石镇顺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五莲县日金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莒南县昊睿农机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齐河绿士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 

冠县庆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无棣县景国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成武县和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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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聚喜来农机专业合作社 

永城市阳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济源市新大地农机合作社 

项城市国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邓州市占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固始县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台前县吴坝乡新科农机专业合作社 

开封市祥符区大丰收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焦作市田友农机合作联社 

临颍县少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新野县关场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宜阳县富民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淮滨县三空桥乡阳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汤阴县国臣农机专业合作社 

辉县市加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 

监利县尚正农机专业合作社 

湖北荆门五三顺达农机专业合作社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祥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武穴市余川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安陆市创新农机专业合作社 

潜江市关口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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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市九鼎农机专业合作社  

枝江市守华农机专业合作社 

大冶市刘仁八镇东佳农机专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崇阳县为民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 

长沙市望城区龙虎农业机械服务合作社 

湖南省茶陵县严塘海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湘潭安农新农机专业合作社 

衡阳县仕杰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洞口县金地农机专业合作社    

汨罗市鼎升农机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农机专业合作社 

慈利县实干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桃源县食健堂农机专业合作社 

涟源市硕泰农机专业合作社 

临武县武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永顺县瑞丰祥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   

广东省 

汕头市潮阳区顺杰农机种养专业合作社 

惠东县中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海丰县长威农机专业合作社 

电白县美加好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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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自治区  

贵港市港北区延塘农机专业合作社 

桂平市石龙镇新村永和农机专业合作社 

宾阳县大桥红红火火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柳江县铁牛农机专业合作社   

来宾市兴宾区腾煜农机专业合作社     

蒙山县庆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海南省 

儋州金色阳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琼中思河钢磊农机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  

重庆陶义农业机械股份合作社 

垫江县明亮农机专业合作社 

四川省  

西充县勇飞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崇州市耘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绵阳市安州区永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眉山市德心农机专业合作社 

遂宁市安居区兴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苍溪县鑫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  

遵义市播州区润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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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禾睦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云南省 

沾益县菱角乡汇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隆阳区农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新平东圣农机专业合作社 

石林志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陕西省   

临潼区联盟农机专业合作社 

岐山县联盟秸秆加工专业合作社 

乾县五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富平县富秦星农机专业合作社 

南郑县裕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榆林市榆阳区奥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 

甘肃黄羊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盛兴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青海省 

湟中鲍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互助县高远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宁夏自治区 

盐池县富地农机专业合作社 

贺兰县洪庆钊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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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治区   

昌吉市农之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沙湾县柳毛湾镇鑫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新源县兴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沙湾县宏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吉木萨尔县二工天和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伽师县铁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沙雅县富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库尔勒大宏图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大连市 

普兰店市亿丰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宁波市 

余姚市上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象山县联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青岛市 

青岛宝红农机专业合作社  

青岛志涛农机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农垦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胜利好山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