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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文件 
 

 

 

川饲协〔2021〕7 号 

 

关于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换届暨第七届理事会

理事以上单位推荐的通知 

 

各位会员、市（州）饲料工业协会、有关单位： 

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第六届会员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召开，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成员（附件 1）。

根据《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章程》相关规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

任期届满，将实施换届。经研究拟定于 11 月中旬召开第七次会

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 

为保证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在开始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及

以上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的推荐工作。

请有意向担任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及以上单位的会员认真查看《理

事及以上单位、拟任人推荐范围和程序》（附件 2）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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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申请表》（附件 3）并

于 9 月 10 日前报送至协会秘书处，逾期视作弃权处理。 

请各会员单位、市（州）饲料工业协会、有关单位充分重视

并积极配合，做好本单位理事及以上候选人的推荐工作。 

联系人：吴  岚  晁娅梅 

电  话：028-85480432；13666266062；15983750280 

 

附  件： 

1、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及会员单位名单 

2、理事及以上单位、拟任人推荐范围和程序 

3、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申请表 

 

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 

2021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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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及会员单位名单                    

(按企业所属市州排名，排名不分先后) 

姓名 单位职务 协会职务 

陈代文 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 会长 

贾友刚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饲料事业部总裁 副会长 

严  虎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副会长 

杜江平 四川特驱农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副会长 

白宇飞 成都正大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会长 

邝声耀 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会长 

胡  勇 华侨凤凰集团副总经理兼农牧板块总经理 副会长 

岳良泉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副会长 

蒋  骥 成都蜀星饲料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 副会长 

伍建强 成都三旺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会长 

余大军 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副会长 

李小兵 成都大帝汉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会长 

陈文明 成都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会长 

王恩涛 四川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副会长 

杨  阳 四川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会长 

黄祖尧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副会长 

邓先锋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运营总裁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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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昌 四川吉隆达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会长 

柏  凡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原站长，研究员 副会长 

李  云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站长 秘书长 

邹成义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饲料所所长 副秘书长 

李书伟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动物营养所所长 副秘书长 

余  冰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所长 副秘书长 

赵剑萍 思勰（成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秘书长 

张克英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教授 常务理事 

周小秋 四川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常务理事 

王之盛 四川农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教授 常务理事 

郭春华 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常务理事 

周立新 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常务理事 

潘品金 成都力信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常务理事 

杨帮华 成都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陆智斌 礼蓝（四川）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叶成远 成都科飞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佘  旭 成都旭卫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范光明 四川光明众望畜牧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郭忠平 成都天森饲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狄  川 成都川工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徐启民 四川生力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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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易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西南大区总经理 常务理事 

范立平 四川省民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何德洲 四川斯特佳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王  强 
帝斯曼维生素（四川）有限公司帝斯曼动物营养与
保健中国区副总裁 常务理事 

丁  红 成都朴瑞威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彭忠利 四川新通达生物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常务理事 

叶志松 眉山市饲料质量安全监测站站长 常务理事 

宋永渝 彭山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吴云鹤 眉山市华港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乔志军 四川恒丰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叶本林 四川省眉山万家好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毛富全 四川彭山正邦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张远军 四川隆源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鲜  斌 四川新农科技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丁惠玲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内务总经理 常务理事 

杨全德 绵阳市畜牧站站长 常务理事 

赵云强 四川金太阳畜牧饲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常务理事 

杨  滔 绵阳禾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常务理事 

冯  飞 绵阳市冯氏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李俊虎 四川新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王  旭 德阳市饲料监察管理站站长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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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兴 德阳市饲料工业协会秘书长 常务理事 

王利伟 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理事 

徐学文 德阳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任  鹏 四川正鹏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廖永彬 四川绵竹市盘龙矿物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梁云仓 四川长鸣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郭  亮 四川恒通动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肖  蔹 南充市饲料站站长 常务理事 

李  元 南充光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张明国 西昌华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理事 

张善宽 四川新军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吴方杰 四川省旺门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杨成勇 广元市饲料管理站站长 常务理事 

姜二林 青川县青云上锰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常务理事 

陈有才 自贡市畜牧饲草站副站长 常务理事 

李柏君 四川金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陈震宇 宜宾市畜牧水产局饲料工业科科长 常务理事 

罗  巍 乐山市饲草饲料工作站站长 常务理事 

童其权 四川省齐全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常务理事 

冯建国 四川渴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梁  剑 泸州市农业局畜牧站站长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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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万 泸州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务理事 

沈  杰 巴中市畜牧工作站（巴中市饲料饲草工作站）站长 常务理事 

喻川文 
四川省巴中市向往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 常务理事 

张德军 四川省汉源化工总厂董事长 常务理事 

何  军 四川农业大学猪营养研究室主任、教授 理事 

高庆军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业务科科长 理事 

冯  娅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检测一室主任 理事 

林顺全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检测二室主任 理事 

赵立军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风险评估科科长 理事 

廖  峰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技术开发科科长 理事 

刘进远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饲料所副所长 理事 

杨加豹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理事 

余  丹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理事 

屈  东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理事 

陈  瑾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饲料所行政助理 理事 

张锦秀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动物营养所副所长 理事 

汤文杰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动物营养所所长助理 理事 

张  定 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 理事 

马廷新 
成都华西希望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内务副
总 理事 

段  庆 四川特驱科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罗国强 四川华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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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常 成都力源天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祝志祥 成都同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桂德新 成都德新饲料油脂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江腾涛 成都旺江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严根文 四川省川龙动科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唐武能 成都美溢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李  蓉 四川康贝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张洪秋 四川普爱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王凤平 成都全威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卢加文 四川威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  露 
成都东方希望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西南筹建总经
理 理事 

郭  峰 成都康菲大地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谭光坤 四川尚元惠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王  岚 成都格蓝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安永斌 成都宏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孙  鹏 成都倍特期货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理事 

骆国文 成都岛津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陈  文 眉山市东坡区饲料工业办公室主任 理事 

于井奇 眉山蒙川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李建儒 四川省虹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陈显华 眉山市金陆捌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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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全生 四川金字塔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冯伟平 四川眉山鑫国全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夏安华 眉山市蜀夏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余淋澄 四川金仁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理事 

华仁帝 四川大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彭国富 四川力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周平安 四川眉山大众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周贵才 仁寿县牧瑞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何云长 眉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厂长 理事 

黄  谦 绵阳市畜牧站副站长 理事 

徐道友 绵阳市欧克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李  勇 绵阳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赵义正 绵阳市沪川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叶明光 绵阳市葳尼达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理事 

陈国栋 绵阳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李  兵 四川瑞玖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胡明东 四川省江油市蜀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理事 

伍国柱 正大预混料（广汉）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彭  军 川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洪兴 四川中江县凯达科技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廖云元 四川绵竹三佳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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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宗甫 德阳市琅峰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吴建明 四川省内江万千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刘华康 内江市康龙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汪载翔 四川普嘉特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杨  勇 四川农丰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郭文竹 四川中农致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刘建国 南充巨星通旺农牧有限公司经理 理事 

潘自力 四川品信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牟  林 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西昌希望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袁光富 西昌钱途动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谢小霞 西昌万千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雪宏 西昌千杰饲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高  雄 西昌宏鑫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陈开林 会东县恒威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理事 

刘远江 达州市蜀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胡  平 四川富昌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蒋信华 达州市启昌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陈小辉 四川都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杨惠蓉 资阳市金旺达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刘晓东 广元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王甫修 广元壮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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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泉 广元蜀星饲料矿物元素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映德 苍溪县蜀川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理事 

吕  佳 自贡市农牧业局饲料兽药科畜牧师 理事 

胡本聪 自贡市得力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刘代金 四川省自贡倍乐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邹光林 自贡华侨凤凰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廖先勇 自贡恒峰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谢佳伦 自贡正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理事 

李  伟 四川康特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赵贤君 自贡恒博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周富杰 四川安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冯堂超 宜宾市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主任 理事 

唐孝兵 宜宾雅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李彦军 宜宾市飞燕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理事 

黄永昌 四川乐山神龙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季春明 乐山鑫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秦高阳 乐山市继东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  礼 乐山市七普饲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理事 

马周华 广安市佳好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理事 

高  波 广安万千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段吉良 四川省遂宁市通霸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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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贤 四川省大英县农大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黄祯泽 遂宁市先锋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王高明 四川省缔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王凤华 四川国泰动物保健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陈绍康 四川省共创动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  全 遂宁市全顺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杨宏伟 四川太平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张  华 遂宁市中通实业集团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周俊华 射洪云上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理事 

刘清明 四川民建饲料有限公司大英分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兴良 泸州正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李  密 泸州凯科饲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理事 

张国锦 泸州荣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四川爱丽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市三力实用科技开发研究所 会员单位 

 四川乾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邦基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三友特种添加商品研究所 会员单位 

 四川省精华饲料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营业部 会员单位 

 四川集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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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众检四方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成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威迪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逸桥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施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臻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多宝利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简阳市佳旺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成都隆科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省五友农牧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嘉吉饲料（成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省眉山瑞东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眉山市永丰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康宏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眉山奔腾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富森为民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家家乐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眉山市东坡区博特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天红牧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汉诺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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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海（广汉）粮油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省鸿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润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德阳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自贡联合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自贡肥神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自贡广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博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省荣县九阳红饲料厂 会员单位 

 昊华鸿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乐山恒峰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美嘉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乐山市佰尔特生物工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会员单位 

 四川永久畜牧药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达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英格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内江诺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路德生物环保技术（古蔺）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合江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罗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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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家园动物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天王饲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仪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四川成邦药业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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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理事及以上单位、拟任人推荐范围和程序 

一、推荐范围 

1、协会正式会员，按时缴纳会费，热心行业和协会相关工

作，在行业内或本区域内具有较强的实力或影响力，积极支持和

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2、企业法人、董事长或总经理等负责人。 

3、本辖区饲料工业协会、饲料监督及检验机构负责人、骨

干。 

4、本辖区高校、科研院所畜牧饲料方面的专家学者。 

请各会员单位、市（州）饲料协会、相关单位根据协会第六

届理事会理事及以上单位成员名单（见附件 1），结合本单位饲

料生产发展和工作需要进行推荐。 

二、推荐程序 

1、填写《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申请表》，负

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将扫描文件以 PDF文档格式发送至协会

指定邮箱 39338760@qq.com。协会将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按

照企业实力和代表性以及对协会工作的参与度和支持度的原则，

进行综合研究，确定本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及以上单位和拟任人

的建议名单，名单将会在协会官网、QQ群进行公示，7 个工作日

公示期无异议后，提交会员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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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后，按规定缴纳相应级别会费，完成

换届程序。会费标准和缴纳方式将按照第六届会员大会审议通过

的《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会费管理办法》执行。 

3、第七届理事会拟定会员会费标准为：会员单位 1000 元/

年，理事单位 2000 元/年，常务理事单位 4000元/年，副会长单

位 80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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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申请表 
市（州）: 

单位全称 （公章）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2020年产值  2020 年产量  

职工人数  管理人员人数  技术人员人数  

原级别 会员单位□    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副会长单位□ 

申请级别 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副会长单位□ 

单位简介 

（公司现状、

主要产品等） 

 

拟任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职务  联系电话  

政治面貌  社会兼职  

联系人  手机  座机  

微信号  

个人简介 

（工作简历、

获奖情况等）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注：若候选人为事业单位人员，“单位意见”栏由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的部门推荐和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