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山西明一牧业有限公司

91140100592995573M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9)H01001

芮城县方宏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911408301137214028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7）H11005

山西神聚鱼饵有限公司

91140100330423460L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山西亿科宏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1021MA0GUCNX40

山西力诺天润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2019/7/29

2024/7/2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7/29

有效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2017/9/20

2022/9/19

山西省农业厅

2017/9/20

有效

晋饲添(2017)H01002

(乙酸异丁酯+乙基麦芽酚+甲基环戊烯醇酮 (3-甲基 -2-羟基 -2-环戊烯 1-酮));(山楂酊+乙基麦芽酚+红枣浸膏);(香兰素+乙基香兰素+5-羟乙基 4-甲基噻唑)***

2017/10/19

2022/10/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7/12

有效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7）T10001

饲料添加剂

2017/11/8

2022/10/7

山西省农业厅

2017/11/8

有效

91140827MAOHDNWT7A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H1100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2018/2/6

2023/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8/2/6

有效

芮城天通动保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30792245849N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H11002

甘露寡糖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
苷）液态藤茶黄酮液态溶菌酶甘氨酸铁络（螯）合物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
血酸（维生素C）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杜仲叶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磺酸藤茶黄酮***

2018/4/26

2023/4/25

山西省农业厅

2018/4/26

有效

山西农谷鑫达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

91140726MA0K1T368C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H06001

液态蛋白酶(产自黑曲霉);液态藤茶黄酮;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地衣芽孢
杆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富马酸;液态维
生素A;液态牛磺酸;葡萄糖氧化酶(产自黑曲霉);维生素D3; dl-α-生育酚
乙酸酯;枯草芽孢杆菌;丁酸钠;溶菌酶（源自鸡蛋清）***

2018/8/17

2023/8/16

山西省
农业厅

2018/8/17

有效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140000113638887N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T11001

饲料添加剂（硫酸钠;硫酸镁***）

2018/8/28

2023/8/27

山西省
农业厅

2018/8/28

有效

晋饲添(2018)H11003

低聚壳聚糖；木聚糖酶(产自米曲霉)；藤茶黄酮；苹果酸；液态酿酒酵
母；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dl-α-生育
酚乙酸酯；液态酒石酸；液态碘化钾；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
羊藿苷）；半胱胺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甘露寡糖；发酵乳杆菌；苜蓿提取物；牛磺酸；双乙酸
钠；枯草芽孢杆菌；β-胡萝卜素***

2018/9/20

2023/9/19

山西省
农业厅

2018/9/20

有效

晋饲添(2018)H11004

低聚壳聚糖；木聚糖酶(产自米曲霉)；藤茶黄酮；苹果酸；液态酿酒酵
母；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dl-α-生育
酚乙酸酯；液态酒石酸；液态碘化钾；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
羊藿苷）；半胱胺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甘露寡糖；发酵乳杆菌；苜蓿提取物；牛磺酸；双乙酸
钠；枯草芽孢杆菌；β-胡萝卜素***

2018/10/22

2023/10/21

山西省
农业厅

2018/10/22

有效

企业名称

山西天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众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30MA0GUM9C07

91140821317021280B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许可内容

枯草芽孢杆菌;硝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

备注

生产地址
变更

续展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山西长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424MA0HEYYY68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T08001

山西北正农生物工程 有限公
司

91140424741079721A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企业名称

山西天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农谷鑫达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

山西依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30MA0GUM9C07

91140726MA0K1T368C

91140802MA0K0A5A6N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L-赖氨酸硫酸盐及其发酵副产物（产自谷氨酸棒杆菌、乳糖发酵短杆菌，
L-赖氨酸含量不低于51%）;L-赖氨酸盐酸盐***

2018/11/1

2023/10/31

山西省
农业厅

2018/11/1

有效

晋饲添（2018）T08002

蛋氨酸铜络（螯）合物；甘氨酸铁（螯）络合物；蛋白铜；蛋白铁；蛋白
锌；蛋白锰***

2018/11/30

2023/11/29

山西省农业 农
村厅

2018/11/30

有效

续展

晋饲添(2018)H11003

低聚壳聚糖、木聚糖酶(产自米曲霉)、藤茶黄酮、苹果酸、液态酿酒酵母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dl-α-生育酚
乙酸酯、液态酒石酸、液态碘化钾、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
藿苷）、半胱胺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甘露寡糖、发酵乳杆菌、苜蓿提取物、牛磺酸、双乙酸钠、
枯草芽孢杆菌、β-胡萝卜素***

2018/1/20

2023/1/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8/1/20

有效

增加产品
品种

晋饲添(2018)H06001

葡萄糖氧化酶;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核黄素（维生素B2）;地衣芽孢杆
菌;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双乙酸钠;液态蛋白酶(产自黑曲霉);液态藤茶
黄酮;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
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富马酸;液态维生素A;液态牛磺酸;葡萄糖氧化酶
(产自黑曲霉);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枯草芽孢杆菌;丁酸钠;溶菌
酶（源自鸡蛋清）***

2018/8/17

2023/8/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1/28

有效

晋饲添(2019)H11001

大蒜素、牛至香酚、吡啶甲酸铬、谷氨酰胺、牛磺酸、富马酸亚铁、硫酸
铜、硫酸锌、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
乙酸酯、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液态乳酸+液态
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硫酸铜、液态葡萄糖酸钙***

2019/3/13

2024/3/1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3/13

有效

2019/5/7

2024/5/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5/7

有效

许可内容

山西泰岳华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1121MA0K67F960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9)H05001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维生素E、亚硫酸氢
钠甲萘醌（维生素K3）、糖精钠、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
母、丙酸钙、糖萜素、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藤茶黄酮
、β-胡萝卜素、甘氨酸铁络（螯）合物、木聚糖酶、氯化铵、大蒜素、低
聚木糖（木寡糖）、地顶孢霉培养物、丁酸梭菌、4-氨基丁酸 (γ-氨基丁
酸 )、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糖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
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藤茶黄酮、乳酸+柠檬酸、
液态牛磺酸、葡萄糖酸钙、粪肠球菌、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凝结芽孢杆
菌、溶菌酶***

山西亿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91140830701108575P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9)T05001

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酿酒酵母***

2019/5/23

2024/5/2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5/23

有效

山西三维欧美科化学有限公
司

911400007259020609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9)T10001

双乙酸钠***

2019/6/4

2024/6/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6/4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山西龙盘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700MA0JUK8F6A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9)T06001

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91140800396698854U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企业名称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

2019/7/12

2024/7/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19/7/12

有效

晋饲添(2020)T11001

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粪肠球菌;植物乳杆菌;短小芽孢
杆菌;凝结芽孢杆菌;淀粉酶(解淀粉芽孢杆菌);α-半乳糖苷酶(黑曲霉);纤
维素酶(黑曲霉);β-葡聚糖酶(黑曲霉);葡萄糖氧化酶(黑曲霉);脂肪酶(黑
曲霉);β-甘露聚糖酶(黑曲霉);果胶酶(黑曲霉);角蛋白酶(地衣芽孢杆
菌);木聚糖酶(黑曲霉)***

2020/1/13

2025/1/1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13

有效

2020/1/19

2025/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19

有效

许可内容

山西九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02MA0GYEG66E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1

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低聚
木糖（木寡糖）;DL-蛋氨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乳酸钙;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柠檬酸+柠檬酸钠;葡萄糖
酸钙;虾青素;红法夫酵母;甘露寡糖;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溶菌酶;天然维生素E;L-肉碱盐酸盐;凝结芽
孢杆菌;嗜酸乳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柠檬酸+柠檬酸钠;
液态虾青素;液态溶菌酶;液态乳酸肠球菌;液态甲酸+乙酸***

山西鑫华泽药业有限公司

91140727592986781E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06001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β-甘露聚糖酶;低聚木糖（木寡糖）;枯草芽孢杆菌;
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柠
檬酸***

2020/4/7

2025/4/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4/7

有效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1140000112220278L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T04001

二氧化硅***

2020/3/25

2025/3/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3/25

有效

临猗县水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GRBEM8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大蒜
素;丁酸梭菌;藤茶黄酮;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藤茶黄酮
***

2020/4/21

2025/4/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4/21

有效

山西天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30MA0KQ6DF91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3

丁酸梭菌;嗜酸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
（维生素C）;凝结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饲用黄曲霉
毒素B1分解酶(产自发光假蜜环菌);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
苷）;维生素A+维生素D3;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

2020/5/11

2025/5/1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5/11

有效

山西华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1140726325788596U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06002

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维
生素D3;L-赖氨酸盐酸盐;甘氨酸铁络（螯）合物;蛋白酶;液态地衣芽孢杆
菌;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藤茶黄酮***

2020/5/19

2025/5/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5/19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2020/6/28

2025/6/2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6/28

有效

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91140800396698854U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4

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蛋白酶+纤维素酶+植酸酶;β-1，3-D-葡聚糖（源
自酿酒酵母）+植酸酶+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
仲黄酮）;枯草芽孢杆菌+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地衣芽孢杆
菌+酿酒酵母;丁酸钠+地衣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
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木聚糖酶+淀粉酶+β-甘露聚糖酶+葡萄糖氧化酶;
木聚糖酶+蛋白酶+β-甘露聚糖酶+淀粉酶;木聚糖酶+β-甘露聚糖酶+葡萄
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淀粉酶;枯草芽孢杆菌+地
衣芽孢杆菌***

山西鑫华泽药业有限公司

91140727592986781E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06003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β-甘露聚糖酶;低聚木糖（木寡糖）;枯草芽孢杆
菌;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
态柠檬酸;碳酸氢钠;L-赖氨酸;***

2020/6/4

2025/6/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6/4

有效

山西迅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427MA0KKD7P94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08001

液态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枯草芽孢杆菌;产朊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德
式乳杆菌乳酸亚种+产朊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

2020/6/10

2025/6/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6/10

有效

2020/8/17

2025/8/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8/17

有效

山西康洁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701103133H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5

胆汁酸;低聚壳聚糖;酿酒酵母;低聚木糖（木寡糖）;L-赖氨酸盐酸盐+维生
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枯草芽孢
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 L-抗坏血酸（维生素
C）+dl-α-生育酚乙酸酯;L-抗坏血酸钠;蛋白酶;淀粉酶+纤维素酶;磷酸二
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大蒜素;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凝结芽孢
杆菌;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
素B2）;肌醇+氯化胆碱;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
多糖、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屎肠球菌;液态丁酸梭菌;
液态虾青素***

山西瑞象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91140100056274262F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01001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植物乳杆菌;酿酒酵母+植物乳杆菌
+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屎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
C）***

2020/9/27

2025/9/2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9/27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6

牛磺酸;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
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硝酸硫胺（维生素B1）+核
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氯化胆碱; 甜菜碱盐酸盐;氯
化钙;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戊糖片球菌;酿酒酵母;茶多酚;柠檬酸;虾青
素;红法夫酵母;三丁酸甘油酯;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桉叶
油(蓝桉油);胆汁酸;液态戊糖片球菌; 液态甲酸+乙酸***

2020/9/17

2025/9/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9/17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7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乳酸钙;地衣芽孢杆菌+
凝结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丁酸梭菌;枯草芽孢
杆菌;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维生素A
乙酸酯+维生素D3;牛磺酸+硝酸硫胺（维生素B1）;柠檬酸+甲酸+乙酸;葡萄
糖氧化酶;葡萄糖酸钙;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素（维生素
B2）;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双乙酸钠;虾青素;大蒜素;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氯化铵;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苹果酸;
植物乳杆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牛磺酸;液态粪肠球菌;液态
双乙酸钠***

2020/9/30

2025/9/2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9/30

有效

山西争跃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欣康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X029405222

91140821MA0K34QM8G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鑫华泽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91140727592986781E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06001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β-甘露聚糖酶;低聚木糖（木寡糖）;枯草芽孢杆
菌;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
态柠檬酸;碳酸氢钠;L-赖氨酸;氯化铵;柠檬酸***

2020/4/17

2025/4/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9/17

有效

增加产品

2020/5/11

2025/5/1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9/27

有效

增加产品

增加产品

山西天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30MA0KQ6DF91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3

丁酸梭菌;嗜酸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
（维生素C）;凝结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饲用黄曲霉
毒素B1分解酶(产自发光假蜜环菌);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
苷）;维生素A+维生素D3;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牛磺酸;氯化铵;大蒜素;牛至香酚;低聚壳聚糖;氨基
酸铁络合物（氨基酸来源于水解植物蛋白）***

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91140800396698854U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T11001

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粪肠球菌;植物乳杆菌;短小芽孢
杆菌;凝结芽孢杆菌;淀粉酶(解淀粉芽孢杆菌);α-半乳糖苷酶(黑曲霉);纤
维素酶(黑曲霉);β-葡聚糖酶(黑曲霉);葡萄糖氧化酶(黑曲霉);脂肪酶(黑
曲霉);β-甘露聚糖酶(黑曲霉);果胶酶(黑曲霉);角蛋白酶(地衣芽孢杆
菌);木聚糖酶(黑曲霉);丁酸梭菌;蛋白酶***

2020/1/13

2025/1/1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9/27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8

牛磺酸;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
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核黄素（维生素B2）;氯化
胆碱;甜菜碱盐酸盐;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丁酸梭菌;
虾青素;胆汁酸;酿酒酵母+大蒜素;柠檬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
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虾青素;液态酿酒酵母+液态大蒜素***

2020/11/9

2025/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1/9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1

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低聚
木糖（木寡糖）;DL-蛋氨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乳酸钙;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柠檬酸+柠檬酸钠;葡萄糖
酸钙;虾青素;红法夫酵母;甘露寡糖;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溶菌酶;天然维生素E;L-肉碱盐酸盐;凝结芽
孢杆菌;嗜酸乳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柠檬酸+柠檬酸钠;
液态虾青素;液态溶菌酶;液态乳酸肠球菌;液态甲酸+乙酸;胆汁酸;蛋白酶;
脂肪酶;淀粉酶***

2020/1/19

2025/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2/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0)H11005

胆汁酸;低聚壳聚糖;酿酒酵母;低聚木糖（木寡糖）;L-赖氨酸盐酸盐+维生
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枯草芽孢
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 L-抗坏血酸（维生素
C）+dl-α-生育酚乙酸酯;L-抗坏血酸钠;蛋白酶;淀粉酶+纤维素酶;磷酸二
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大蒜素;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凝结芽孢
杆菌;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
素B2）;肌醇+氯化胆碱;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
多糖、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屎肠球菌;液态丁酸梭菌;
液态虾青素;甜菜碱(天然提取);溶菌酶;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
母）;葡萄糖氧化酶;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 ;液态乙酸+柠檬酸***

2020/8/17

2025/8/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2/7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云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九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康洁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MA0L2MN11G

91140802MA0GYEG66E

91140821701103133H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永济市瑞普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山西欣康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迅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天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7281443306

91140821MA0K34QM8G

91140427MA0KKD7P94

91140830MA0KQ6DF91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0)H11009

牛磺酸;硫酸钠;β-胡萝卜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低聚木糖（木寡糖）;枯
草芽孢杆菌;硫酸铜;蛋白酶+淀粉酶;虾青素+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
酸梭菌;磷酸二氢钙;碳酸氢钠;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盐酸硫胺（维生素
B1）+核黄素（维生素B2）;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液态柠檬酸+液态甲
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

2020/12/21

2025/12/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2/21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7

-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乳酸钙;地衣芽孢杆菌+凝
结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
菌;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维生素A乙
酸酯+维生素D3;牛磺酸+硝酸硫胺（维生素B1）;柠檬酸+甲酸+乙酸;葡萄糖
氧化酶;葡萄糖酸钙;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素（维生素
B2）;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双乙酸钠;虾青素;大蒜素;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氯化铵;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苹果酸;
植物乳杆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牛磺酸;液态粪肠球菌;液态
双乙酸钠;粪肠球菌+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枯草芽孢杆菌+木聚糖酶;枯草
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甘氨酸铁络（螯）合物;磷酸
氢二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植酸酶;低聚木糖（木寡糖）;蛋白酶;纤
维素酶;β-胡萝卜素;甘露寡糖;液态虾青素;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

2020/9/30

2025/9/2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0/12/31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0)H08001

液态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枯草芽孢杆菌;产朊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德
式乳杆菌乳酸亚种+产朊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枯草芽孢杆菌;
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嗜酸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
母+粪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液态);酿酒酵母+嗜
酸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酿酒酵母+粪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液
态)***

2020/6/10

2025/6/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4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0)H11003

丁酸梭菌;嗜酸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
（维生素C）;凝结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饲用黄曲霉
毒素B1分解酶(产自发光假蜜环菌);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
苷）;维生素A+维生素D3;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牛磺酸;氯化铵;大蒜素;牛至香酚;低聚壳聚糖;氨基
酸铁络合物（氨基酸来源于水解植物蛋白）;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糖萜
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嗜酸乳杆菌+丁酸梭菌***

2020/5/11

2025/5/1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9

有效

增加产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争跃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润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永济市百灵百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帕尔阳光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山西分公司

山西乾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X029405222

91140800330500315T

91140881MA0K0GNM58

91140821MA0GY2E797

91140821788543843F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0)H11006

牛磺酸;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
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硝酸硫胺（维生素B1）+核
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氯化胆碱; 甜菜碱盐酸盐;氯
化钙;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戊糖片球菌;酿酒酵母;茶多酚;柠檬酸;虾青
素;红法夫酵母;三丁酸甘油酯;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桉叶
油(蓝桉油);胆汁酸;液态戊糖片球菌; 液态甲酸+乙酸;L-肉碱盐酸盐;乳酸
钙;低聚异麦芽糖;甘氨酸铁络（螯）合物;蛋氨酸锰络（螯）合物;蛋白酶+
脂肪酶;葡萄糖氧化酶;苯甲酸;牛至香酚;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苜蓿提取物;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
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

2020/9/17

2025/9/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3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01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2-磷酸酯;亚
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肌醇;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粪
肠球菌+丁酸梭菌;虾青素;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丁酸钠;胆汁酸;葡萄糖氧
化酶;侧孢短芽孢杆菌;大蒜素;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胆汁酸;液态低聚木糖
（木寡糖）;液态牛磺酸;液态氯化胆碱***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3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02

胆汁酸;氯化胆碱;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甜菜碱;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 丁酸梭菌;
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牛磺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柠檬
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
甙);维生素A乙酸酯+盐酸硫胺（维生素B1）***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3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03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葡萄糖
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维生素A+维生素E+核黄素（维生素B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虾青素;胆汁酸;β-胡萝卜素;脂肪酶;
乳酸肠球菌;溶菌酶;酿酒酵母;大蒜素;氯化胆碱+肌醇;硫酸铜+硫酸亚铁;
苜蓿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
C）;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苜蓿提取物;良姜根提取物;黄龙胆根提
取物;苦艾提取物;桉叶油(蓝桉油);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硫酸
铜;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3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04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L-抗坏血酸钙;肌醇+D-生物素;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葡萄糖
酸钙;纤维素酶+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 粪肠球菌+凝结芽
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屎肠球菌;虾青素+红法夫酵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甜菜碱盐酸盐;大蒜素+甜菜碱盐酸
盐;苜蓿提取物+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至香酚;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淫羊藿苷）+维生素E;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粪肠球菌+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
虾青素+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牛磺酸***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3

有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卓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永济市百灵百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346785060B

91140881MA0K0GNM58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05

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柠檬酸;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大蒜素;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虾
青素;葡萄糖酸钙;甜菜碱盐酸盐;乳酸片球菌;双乙酸钠;丙酸钙; 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藤茶黄酮;液态dl-α-生育酚乙酸酯;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
态大蒜素;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牛磺酸;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
态淫羊藿提取物;液态苹果酸;液态海藻酸钠***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02

胆汁酸;氯化胆碱;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甜菜碱;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 丁酸梭菌;
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牛磺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柠檬
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
甙);维生素A乙酸酯+盐酸硫胺（维生素B1）;牛磺酸;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
甜橙皮提取物;杜仲叶提取物;牛至香酚;苦艾提取物;生姜提取物(生姜浸
膏);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牛至香酚;
液态甘草提取物(粉)***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17

有效

增加产品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17

有效

增加产品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山西乾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788543843F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04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L-抗坏血酸钙;肌醇+D-生物素;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葡萄糖
酸钙;纤维素酶+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 粪肠球菌+凝结芽
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屎肠球菌;虾青素+红法夫酵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甜菜碱盐酸盐;大蒜素+甜菜碱盐酸
盐;苜蓿提取物+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至香酚;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淫羊藿苷）+维生素E;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粪肠球菌+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
虾青素+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牛磺酸;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维生素E;
盐酸硫胺+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L-抗坏血酸-6-棕榈酸酯;二甲基嘧啶
醇亚硫酸甲萘醌;氯化胆碱+卵磷脂;L-肉碱盐酸盐;碱式氯化铜+碳酸锌;茶
多酚+半乳甘露寡糖;迷迭香提取物;柠檬酸钙+酒石酸;氯化铵;低聚壳聚糖+
甘露寡糖;溶菌酶;紫苏籽提取物;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甘露寡糖;液态迷迭
香提取物***

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
公司

911408217281656415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06

胆汁酸;甜菜碱盐酸盐;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L-抗坏血
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氯化胆碱;杜仲叶
提取物;沼泽红假单胞菌;姜黄素;糖萜素;乳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乳
酸片球菌;硫酸锌;牛至香酚;淀粉酶;桉叶油;甘草提取物;丁酸梭菌***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夏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运城市鱼方渔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HJRD61K

911408210989793671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07

牛磺酸;溶菌酶;核黄素（维生素B2）;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凝结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
菌;胆汁酸;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淀粉酶+纤维素酶;葡萄糖氧化酶+牛
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维生素A+维生素
D3+氰钴胺（维生素B12）;氯化胆碱+肌醇;虾青素;牛至香酚+粪肠球菌;半
乳甘露寡糖;淫羊藿提取物;大蒜素;沼泽红假单胞菌+低聚壳聚糖;液态牛磺
酸;液态溶菌酶;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盐酸硫胺（维生
素B1）+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08

甜菜碱;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枯草芽孢杆菌;核黄素（维生素B2）;L-抗坏血酸（维生素C）;侧孢短芽孢
杆菌;氯化胆碱;胆汁酸;硫酸镁+柠檬酸亚铁+硫酸锌;甘露寡糖;葡萄糖氧化
酶;蛋白酶+脂肪酶;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
低聚木糖;丁酸梭菌;甜菜碱盐酸盐;氯化铵;溶菌酶;虾青素+β-胡萝卜素;
牛至香酚;大蒜素;凝结芽孢杆菌;杜仲叶提取物;淫羊藿提取物;紫苏籽提取
物; 液态两歧双歧杆菌+液态粪肠球菌;液态屎肠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胆
汁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牛磺酸;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虾青素;液
态酿酒酵母+液态低聚木糖;液态苜蓿提取物;液态杜仲叶提取物***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运城春蕾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X02940661Q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09

牛磺酸;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紫苏籽提
取物;杜仲叶提取物;嗜酸乳杆菌;葡萄糖酸钙;粪肠球菌;大蒜素;核黄素
（维生素B2）;维生素A+维生素D3;L-抗坏血酸（维生素C）+ dl-α-生育酚
乙酸酯;胆汁酸;虾青素;产朊假丝酵母;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茶多酚;维生素E;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糖
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虾青素;液态硫酸
铜***

运城康源兽药有限公司

91140821729670594L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0

dl-α-生育酚乙酸酯;L-抗坏血酸（维生素C）;胆汁酸;丁酸梭菌;氯化胆碱;
氯化钙;硫酸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红法夫酵母;酿酒酵母;低聚木糖
（木寡糖）;杜仲叶提取物;甲酸钙;碳酸氢钠;桉叶油(蓝桉油);液态大蒜素;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甲酸***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山西渔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02MA0KDMEY39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1

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
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柠檬酸;虾青
素;胆汁酸;硫酸锌;硫酸铜+硫酸亚铁;乳酸片球菌;苯甲酸钠;葡萄糖酸
钙;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液态牛磺酸;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
柠檬酸;液态丁酸梭菌***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1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甜菜碱盐酸盐;枯草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胆汁酸;嗜酸乳杆菌;葡萄糖酸钙;葡萄糖
氧化酶;β-葡聚糖酶;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
哆醇（维生素B6）;藤茶黄酮;虾青素;大蒜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桉叶油(蓝桉油);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枯草芽孢
杆菌;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栀子花浸膏***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运城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79421654XY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山西奇帆渔药有限公司临晋
分公司

91140821MA0LEA536Y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3

大蒜素;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牛磺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氯化胆碱+胆汁酸;低聚木糖+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
+蛋白酶;枯草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乳酸肠球菌;甜菜碱盐
酸盐;维生素E;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乳酸钙+液态氯化钙;液态胆汁酸;
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
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

山西宇弘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K3G267P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4

纤维素酶;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酿酒酵母;丁酸梭菌;
姜黄素;柠檬酸;苹果酸;甜菜碱盐酸盐;双乙酸钠;胆汁酸;丁酸钠;大蒜素;
淫羊藿提取物;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发酵乳杆菌;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
液态苹果酸;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液态维生素A;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
态葡萄糖酸钙***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山西锋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30MA0GTY8H26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5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枯草芽孢杆菌;酿酒
酵母;甜菜碱盐酸盐;藤茶黄酮;丁酸钠;溶菌酶;葡萄糖氧化酶;发酵乳杆菌;
大蒜素;液态苹果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液态凝结芽孢杆
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16

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维生素A+维生素D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氯化胆碱;磷酸二氢钾;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虾青素;
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
糖、杜仲黄酮）;硫酸锌;桉叶油(蓝桉油);胆汁酸;溶菌酶;三丁酸甘油酯;
苯甲酸钠;柠檬酸+甲酸;葡萄糖酸钙;液态氯化胆碱;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
硫酸铜;液态甲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

2021/3/22

2026/3/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22

有效

2021/3/22

2026/3/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22

有效

2021/3/22

2026/3/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22

有效

山西运城益康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73399089X7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运城渔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XUUE27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7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
乳酸钙;大蒜素;胆汁酸+L-赖氨酸+叶酸;低聚壳聚糖;硫酸镁+硫酸锌+碘化
钾+乳酸钙;蛋白酶;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茶多酚;虾青素;乳酸片球菌;
三丁酸甘油酯;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桉叶油(蓝桉油);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牛磺酸;液态柠檬酸;
液态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液态大蒜素;液态粪肠球菌+液态两歧双歧杆菌+
液态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
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
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素;液态碘化
钾;液态硫酸铜+液态硫酸亚铁;液态乳酸钙;液态酿酒酵母***

太原迪新药业有限公司

91140121602137688D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1001

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酿酒酵母;嗜酸乳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液态溶菌酶
（源自鸡蛋清）***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运城春蕾药业有限公司

永济市瑞普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北京帕尔阳光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山西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X02940661Q

911408817281443306

91140821MA0GY2E797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09

牛磺酸;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紫苏籽提
取物;杜仲叶提取物;嗜酸乳杆菌;葡萄糖酸钙;粪肠球菌;大蒜素;核黄素
（维生素B2）;维生素A+维生素D3;L-抗坏血酸（维生素C）+ dl-α-生育酚
乙酸酯;胆汁酸;虾青素;产朊假丝酵母;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茶多酚;维生素E;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糖
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虾青素;液态硫酸
铜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产自发光假蜜环菌);酿
酒酵母;牛至香酚;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苦艾提取物;甘草提取物(粉);天然
叶黄素（源自万寿菊）; 液态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液态大蒜素;液态柠
檬酸;液态苹果酸***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24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0)H11009

牛磺酸;硫酸钠;β-胡萝卜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低聚木糖（木寡糖）;枯草
芽孢杆菌;硫酸铜;蛋白酶+淀粉酶;虾青素+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
菌;磷酸二氢钙;碳酸氢钠;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盐酸硫胺（维生素B1）+
核黄素（维生素B2）;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
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胆汁酸;氯化胆碱;肌醇;溶菌
酶;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
藿苷）;聚异麦芽糖;乳酸片球菌;磷酸二氢钾;可食用脂肪酸单／双甘油酯;
牛至香酚;葡萄糖酸钙; 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
乳酸片球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丁酸梭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
液态硫酸铜***

2020/12/21

2025/12/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24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03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葡萄糖
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维生素A+维生素E+核黄素（维生素B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虾青素;胆汁酸;β-胡萝卜素;脂肪酶;
乳酸肠球菌;溶菌酶;酿酒酵母;大蒜素;氯化胆碱+肌醇;硫酸铜+硫酸亚铁;
苜蓿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
C）;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苜蓿提取物;良姜根提取物;黄龙胆根提
取物;苦艾提取物;桉叶油(蓝桉油);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硫酸
铜;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茶多酚;藤茶黄酮;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钙;液态
低聚壳聚糖;液态藤茶黄酮;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液态酿酒酵母***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3/24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九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润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渔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02MA0GYEG66E

91140800330500315T

91140802MA0KDMEY39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0)H11001

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低聚
木糖（木寡糖）;DL-蛋氨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乳酸钙;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柠檬酸+柠檬酸钠;葡萄糖
酸钙;虾青素;红法夫酵母;甘露寡糖;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溶菌酶;天然维生素E;L-肉碱盐酸盐;凝结芽
孢杆菌;嗜酸乳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柠檬酸+柠檬酸钠;
液态虾青素;液态溶菌酶;液态乳酸肠球菌;液态甲酸+乙酸;胆汁酸;蛋白酶;
脂肪酶;淀粉酶;胆汁酸+牛磺酸;苜蓿提取物;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
哆醇（维生素B6）+牛磺酸;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柠檬酸+苹果酸;维生素A+维生素D3+葡萄糖酸钙;甘露寡糖+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
素C）+维生素E;丁酸梭菌+凝结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硫酸铜+硫酸亚铁;酿
酒酵母;姜黄素;三丁酸甘油酯;液态柠檬酸+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黄;液态淫
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核黄素（维生素
B2）+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牛磺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牛磺酸;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
浸膏)+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单宁酸***

2020/1/19

2025/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2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01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2-磷酸酯;亚
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肌醇;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粪
肠球菌+丁酸梭菌;虾青素;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丁酸钠;胆汁酸;葡萄糖氧
化酶;侧孢短芽孢杆菌;大蒜素;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胆汁酸;液态低聚木糖
（木寡糖）;液态牛磺酸;液态氯化胆碱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
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硫酸镁+硫酸铜+磷酸二氢钙;柠檬酸+富马酸+
苹果酸;桉叶油(蓝桉油);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苦艾提取物;生姜提取物
(生姜浸膏);甘草提取物(粉);淀粉酶+脂肪酶+纤维素酶;蒲公英根固体提取
物;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E;液态槐树花浸膏;液态栀子花
浸膏;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大蒜素;液态硫酸铜;液态双乙
酸钠***

2021/3/3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2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11

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
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柠檬酸;虾青
素;胆汁酸;硫酸锌;硫酸铜+硫酸亚铁;乳酸片球菌;苯甲酸钠;葡萄糖酸
钙;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液态牛磺酸;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
柠檬酸;液态丁酸梭菌维生素A+维生素D3;甜菜碱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大蒜素;甘露寡糖;碳酸氢钠;溶
菌酶;硫酸铜;液态大蒜素;液态乳酸钙;液态氯化胆碱;液态苯甲酸钠;液态
甘露寡糖;液态维生素A乙酸酯+液态维生素D3***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2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
公司

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
公司

山西舸瑞佰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7281656415

911408217281656415

91140821MA0GRT0F0T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06

胆汁酸;甜菜碱盐酸盐;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L-抗坏血
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氯化胆碱;杜仲叶
提取物;沼泽红假单胞菌;姜黄素;糖萜素;乳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乳
酸片球菌;硫酸锌;牛至香酚;淀粉酶;桉叶油;甘草提取物;丁酸梭菌; 红法
夫酵母;牛磺酸;碳酸氢钠;酿酒酵母;甘露寡糖;三丁酸甘油酯;溶菌酶;虾青
素;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蛋氨酸铜络（螯）合物;液态生姜提
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甲酸;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胆汁酸;液态单宁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乳
酸片球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乳酸钙;液态碘化钾***

2021/3/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06

胆汁酸;甜菜碱盐酸盐;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
（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氯化胆碱;杜仲叶提
取物;沼泽红假单胞菌;姜黄素;糖萜素;乳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乳酸片
球菌;硫酸锌;牛至香酚;淀粉酶;桉叶油;甘草提取物;丁酸梭菌;红法夫酵母;
牛磺酸;碳酸氢钠;酿酒酵母;甘露寡糖;三丁酸甘油酯;溶菌酶;虾青素;液态大
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蛋氨酸铜络（螯）合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
膏);液态甲酸;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
盐;液态牛磺酸;液态胆汁酸;液态单宁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乳酸片球菌;液
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乳酸钙;液态碘化钾***

2021/4/12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18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盐酸硫胺（维生
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L-赖氨酸盐酸盐+
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氯化
钙;硫酸锌;碳酸氢钠;大蒜素;胆汁酸;甘露寡糖;β-1，3-D-葡聚糖（源自
酿酒酵母）;凝结芽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粪肠球
菌;乳酸片球菌;茶多酚;虾青素;桉叶油;姜黄素;杜仲叶提取物;柠檬酸;柠
檬酸钠;液态乙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
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
种;液态紫苏籽提取物; 液态乳酸钙;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谷氨酸***

2021/4/12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2021/4/12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2021/4/12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山西博海盛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0821MA0GU9Q560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19

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大蒜素;胆汁酸;蛋白酶;低聚木糖;丁酸梭菌;短小
芽孢杆菌;肌醇+氯化胆碱;枯草芽孢杆菌;硫酸镁+硫酸亚铁+硫酸锌+硫酸
锰;酿酒酵母;凝结芽孢杆菌;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氧化
酶;溶菌酶;屎肠球菌;屎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虾青素;亚硫
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碳酸氢钠;磷酸二氢钙;L-抗坏
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叶酸;氯化
钙;桉叶油;粪肠球菌***

山西普世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JWGMC03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20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肌醇;溶菌酶;枯草芽孢杆菌;葡
萄糖酸钙;大蒜素;低聚壳聚糖;杜仲叶提取物（杜仲多糖）;甜菜碱盐酸盐;
虾青素;丁酸梭菌;柠檬酸;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惠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金水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京泓康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山西众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MA0GTQJR2P

91140821MA0GWJAQ4N

91140821MA0JY1G8XF

91140821317021280B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21

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氯化胆碱;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
生素B2）;L-抗坏血酸（维生素C）;甜菜碱盐酸盐;溶菌酶;葡萄糖氧化酶;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 葡萄糖酸钙;柠檬酸
钙;柠檬酸;大蒜素;液态大蒜素;低聚壳聚糖;虾青素;磷酸二氢钙;淫羊藿提
取物;杜仲叶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产朊假丝酵母;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

2021/4/12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22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
盐酸盐;硫酸钠;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植酸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
杆菌;杜仲叶提取物;大蒜素;胆汁酸;硫酸锌;虾青素;维生素E+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硫酸铜;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乳酸片球
菌;液态甲酸;液态大蒜素;液态苯甲酸钠;液态柠檬酸;液态丁酸梭菌***

2021/4/12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2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24

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
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葡萄糖
氧化酶;硫酸铜;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丁酸梭菌;大蒜
素;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碘化钾;胆汁酸;苯甲酸钠;红法夫酵母;生姜提取
物(生姜浸膏);酿酒酵母;液态牛磺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乳
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柠檬酸;液态虾青素***

2021/4/19

2026/4/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9

有效

晋饲添(2018)H11004

酿酒酵母、蛋白酶(产自黑曲霉)、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液态沼泽红假
单胞菌、液态侧孢短芽孢杆菌、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凝结芽孢杆菌、
液态虾青素、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淫羊藿苷）、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液态藤茶黄酮、藤茶黄酮、谷氨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
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低聚壳聚糖、大蒜素、虾青素、乳酸、柠檬
酸、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侧孢短芽孢杆
菌、葡萄糖酸钙、核黄素（维生素B2）、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维生素A乙酸酯、叶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

2021/4/20

2023/10/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20

有效

备注

法定代表
人变更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云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首爱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永济市欣达水产制剂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L2MN11G

91140800713662856R

91140881396690780D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0)H11008

牛磺酸;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
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核黄素（维生素B2）;氯
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丁酸梭
菌;虾青素;胆汁酸;酿酒酵母+大蒜素;柠檬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
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虾青素;液态酿酒酵母+液态大蒜素;维生素A乙酸酯+
维生素D3;盐酸硫胺（维生素B1）+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L-肉碱盐酸
盐+半胱胺盐酸盐;肌醇;氧化锌+屎肠球菌;氯化钙;低聚木糖（木寡糖）+
甘露寡糖;甘氨酸铁络（螯）合物;蛋氨酸锰络（螯）合物;纤维素酶+淀粉
酶;蛋白酶+脂肪酶;葡萄糖氧化酶;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地衣芽孢杆菌;凝
结芽孢杆菌;茶多酚;双乙酸钠+地衣芽孢杆菌;苯甲酸;红法夫酵母;沼泽红假
单胞菌;牛至香酚;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硫酸软骨素;杜仲叶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粪肠球菌;苜蓿提取
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dl-α-生育酚乙酸酯;藤茶黄酮;戊糖片球菌;胍基
乙酸+牛磺酸;亮蓝;β-胡萝卜素;磷酸二氢钾;桉叶油(蓝桉油);液态低聚木糖
（木寡糖）+液态甘露寡糖;液态戊糖片球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粪肠球菌;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
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磷酸二氢钾;液态柠檬酸;液态生姜提
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牛磺酸;液态胆汁酸***

2021/4/19

2025/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25

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大蒜素;枯草芽孢杆菌;碳酸氢铵;L-抗坏血酸（维
生素C）;氯化钠+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硫酸铜+硫酸亚铁;柠檬酸;葡萄糖氧
化酶;维生素D3;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胆汁酸;丁酸梭菌;乳酸肠
球菌;甜菜碱盐酸盐;葡萄糖酸钙;甘草提取物(粉);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
亮蓝;虾青素;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dl-α-生育酚乙酸酯;蛋白酶;凝结芽孢
杆菌;谷氨酸钠;红法夫酵母;牛磺酸;肌醇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脂肪酶;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淫羊藿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桉叶油(蓝桉油);液态氯化钙;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
态胆汁酸;液态磷酸二氢钾;液态丁酸梭菌;液态乳酸肠球菌;液态硫酸铜;液
态碘化钾+液态磷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虾青素;液
态牛磺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大蒜素;液态枯草芽
孢杆菌;液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蒲公英根固体
提取物;液态氨水;液态氯化胆碱***

2021/4/19

2026/4/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19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26

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大蒜素;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甜菜碱盐酸盐;葡
萄糖氧化酶;牛磺酸;硫酸钠;碳酸氢钠;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柠檬酸钠;
低聚壳聚糖;磷酸二氢钙;戊糖片球菌;胆汁酸;牛至香酚;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维生素E;氯化胆碱;β-胡萝卜素;粪肠球菌;生姜提取物(生姜
浸膏);虾青素;盐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枯草芽孢
杆菌;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液态氯化胆碱;
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苹果酸***

2021/4/25

2026/4/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4/25

有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恒达蕾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西渔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中盛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晓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00686295017K

91140821MA0GT7PC6B

91140800770108106N

91140821MA0K4EM64K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27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碳酸钠+碳酸氢钠;虾青素;胆汁酸;侧孢短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维生素E;桉叶油(蓝桉油);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
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生姜提
取物(生姜浸膏);甘草提取物(粉);液态胆汁酸;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
菊）;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
E;液态氨水;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硫酸铜;液态双乙酸钠***

2021/5/10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0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28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氯化胆碱;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
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
盐;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碳酸氢钠;葡萄糖酸钙;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红法夫酵母;乳酸片球菌;丁酸梭菌;大蒜素;紫苏籽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牛磺
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

2021/5/10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0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29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
生素K3）;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葡萄糖酸钙;硫酸铜;硫酸锌;地衣芽孢
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碳酸氢钠;乳酸钙;大蒜素;红法夫酵母;丁
酸梭菌;胆汁酸;低聚壳聚糖;亮蓝;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乳酸片球菌;
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液态硫酸铜;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乙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
态姜黄素;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苯甲酸钠***

2021/5/10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0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0

大蒜素;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A;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DL-蛋氨酸;乳酸钙;丁
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虾青素;凝结芽孢杆菌;甘露寡糖;葡
萄糖氧化酶;乳酸片球菌;胆汁酸;双乙酸钠;β-胡萝卜素;桉叶油(蓝桉油);
甲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液态乳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粪肠
球菌;液态酿酒酵母;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乳酸钙;液态dl-α-生育酚
乙酸酯;液态苹果酸;液态磷酸二氢钙***

2021/5/10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0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争跃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德康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永济市绿水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西海克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X029405222

911408811136912584

91140881MA0GRGDT2T

911408217281687978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0)H11006

牛磺酸;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
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硝酸硫胺（维生素B1）+核
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氯化
钙;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戊糖片球菌;酿酒酵母;茶多酚;柠檬酸;虾青
素;红法夫酵母;三丁酸甘油酯;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桉叶
油(蓝桉油);胆汁酸;液态戊糖片球菌;液态甲酸+乙酸;L-肉碱盐酸盐;乳酸
钙;低聚异麦芽糖;甘氨酸铁络（螯）合物;蛋氨酸锰络（螯）合物;蛋白酶+
脂肪酶;葡萄糖氧化酶;苯甲酸;牛至香酚;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苜蓿提取物;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
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大蒜素;
液态大蒜素;液态柠檬酸***

2021/5/17

2025/9/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31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生素C）;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硫
酸亚铁;葡萄糖氧化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酿酒酵
母;dl-α-生育酚乙酸酯;红法夫酵母;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杜仲叶提
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液态紫苏籽提取物;丁酸梭菌;液态丁酸梭菌;胆汁酸;茶
多酚;碳酸氢钠;姜黄素;蛋白酶;柠檬酸钙;蛋氨酸铜络（螯）合物;硫酸锌;乳
酸片球菌;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乳酸钙;液态大蒜素;液
态柠檬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硫酸铜;液态桉叶油***

2021/5/17

2026/5/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7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2

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
碱;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乳酸钙;硫酸亚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硫酸
锌;赖氨酸铜络（螯）合物;茶多酚;葡萄糖氧化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
杆菌;dl-α-生育酚乙酸酯;柠檬酸;柠檬酸钠;碳酸氢钠;丁酸梭菌;红法夫酵
母;大蒜素;胆汁酸;羧甲基纤维素钠;低聚木糖（木寡糖）;姜黄素;杜仲叶提
取物;紫苏籽提取物;L-抗坏血酸（维生素C）;粪肠球菌;虾青素;液体L-赖氨
酸;液态牛磺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乳
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液态糖萜素;液态
柠檬酸;液态苹果酸***

2021/5/17

2026/5/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7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3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生素
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甜菜
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地衣芽孢杆菌;枯
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丁酸梭菌;红法夫酵母;大蒜素;杜仲叶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碳酸氢钠;胆汁酸;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L-赖氨
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氯化胆碱;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乳
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
麻酸、黄酮）;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

2021/5/25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博晟洋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科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运城市澳威兽药有限公司

运城市潇池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33057180XB

91140821MA0L1BRK7N

911408210634205636

91140821MA0GTX616E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34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L-赖氨酸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
生素K3）;盐酸硫胺（维生素B1）;葡萄糖氧化酶;肌醇;酿酒酵母;葡萄糖酸
钙;硫酸镁;硫酸亚铁;硫酸铜;碘化钾;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
菌;磷酸二氢钾;红法夫酵母;甘露寡糖;低聚木糖（木寡糖）;柠檬酸;牛至
香酚;二氧化硅（沉淀并经干燥的硅酸）;dl-α-生育酚乙酸酯;茶多酚;乳
酸片球菌;大蒜素;胆汁酸;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桉
叶油(蓝桉油);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甲酸;液态乳酸钙;液态苹果
酸;液态大蒜素;液态胆汁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
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DL-蛋氨酸***

2021/5/25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5

磷酸二氢钙;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
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红法夫酵母;虾青素;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大蒜素;
胆汁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甘露
寡糖;地衣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粪肠球菌;牛至香酚;姜黄素;葡萄糖酸
钙;硫酸锌;L-赖氨酸盐酸盐;葡萄糖氧化酶;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
C）;天然维生素E;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酿
酒酵母;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
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硫酸铜;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丁酸梭菌***

2021/5/25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6

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
碱;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虾青素;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杜
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桉叶油(蓝桉
油);胆汁酸;溶菌酶;三丁酸甘油酯;柠檬酸钠;葡萄糖酸钙;L-精氨酸;硫酸
亚铁;牛至香酚;甘露寡糖;苜蓿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
酸、亚麻酸、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丁酸梭菌;糖
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
素;液体L-赖氨酸（L-赖氨酸含量不低于50％）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茶多
酚***

2021/5/24

2026/5/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4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7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生素C）;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硫
酸镁;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红法夫酵
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大蒜素;桉
叶油(蓝桉油);胆汁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
液态大蒜素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苹果酸;液态乳酸钙;液态
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虾青素
***

2021/5/25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永济市渔大兽药有限公司

永济市晋龙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华兴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3990819480

9114088171366179XJ

91140800788511331Q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38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
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肌醇;DL-蛋氨
酸;磷酸氢二钠;辣椒红;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
血酸（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
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
液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
艾提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

2021/5/19

2026/5/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9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9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
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肌醇;DL-蛋氨
酸;磷酸氢二钠;辣椒红;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
血酸（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
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
液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
艾提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

2021/5/25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0

甜菜碱盐酸盐;大蒜素;L-赖氨酸;胆汁酸;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粪肠球
菌;溶菌酶;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杜仲叶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碳酸氢钠;甘草提取物(粉);
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地衣芽孢杆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硫酸亚铁;硫酸锌;硫酸铜;葡萄糖氧化
酶;乳酸片球菌;维生素E;低聚木糖（木寡糖）;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苦艾
提取物;桉叶油(蓝桉油);氯化胆碱;液态胆汁酸;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
菌;液态苹果酸;液态DL-蛋氨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赖氨
酸盐酸盐;液态硫酸铜;液态乳酸钙;液态甲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

2021/5/25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昌泰动物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兴龙海朋药业(运城)有限公
司

山西夏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乾泰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725936797L

91140821MA0L192U4L

91140821MA0HJRD61K

91140821788543843F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41

粪肠球菌+牛磺酸;核黄素（维生素B2）;乳酸片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
C）+dl-α-生育酚乙酸酯;氯化胆碱;大蒜素;丁酸梭菌;桉叶油(蓝桉油);β
-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
甜菜碱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甘露寡糖;蛋白酶;柠檬酸;红法夫酵母;肌醇;溶菌酶;硫酸镁+硫酸铜+
磷酸二氢钙;苦艾提取物;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乳酸钙;液态藤茶黄酮;
液态甲酸;液态硫酸铜;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
物;液态苹果酸;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碘化钾;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
膏);液态三丁酸甘油酯;液态栀子花浸膏;液态双乙酸钠;液态葡萄糖酸钙
***

2021/5/24

2026/5/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4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2

大蒜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硫酸锌;
酿酒酵母;胆汁酸;枯草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生姜提取物(生姜
浸膏);牛磺酸;丁酸梭菌;乳酸肠球菌;甜菜碱盐酸盐;维生素D3;蛋白酶;甘草
提取物(粉);柠檬酸;葡萄糖酸钙;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
多糖、杜仲黄酮）;溶菌酶;氯化胆碱;牛至香酚;桉叶油(蓝桉油);维生素E+
盐酸硫胺（维生素B1）+氰钴胺（维生素B12）;硫酸镁+硫酸锌;蛋白酶+
脂肪酶+淀粉酶;苯甲酸钠;液态大蒜素;液态胆汁酸;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溶菌酶;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苹果酸;
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苹果酸+液态乙酸;
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粪
肠球菌;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E;液态乙酸***

2021/5/28

2026/5/2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07

牛磺酸;溶菌酶;核黄素（维生素B2）;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凝结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
菌;胆汁酸;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淀粉酶+纤维素酶;葡萄糖氧化酶+牛
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维生素A+维生素
D3+氰钴胺（维生素B12）;氯化胆碱+肌醇;虾青素;牛至香酚+粪肠球菌;半
乳甘露寡糖;淫羊藿提取物;大蒜素;沼泽红假单胞菌+低聚壳聚糖;液态牛磺
酸;液态溶菌酶;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盐酸硫胺（维生
素B1）+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磷酸二氢钾;乳酸钙;碘化钾+硫酸钠
+硫酸锌;苜蓿提取物;茶多酚;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藤茶黄酮;硫酸
软骨素;酿酒酵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轻质碳酸钙;液态藤茶黄酮;液态大蒜素;液态乳酸钙***

2021/5/25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增加品种

晋饲添(2021)H11004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L-抗坏血酸钙;肌醇+D-生物素;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葡萄糖
酸钙;纤维素酶+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 粪肠球菌+凝结芽
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屎肠球菌;虾青素+红法夫酵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甜菜碱盐酸盐;大蒜素+甜菜碱盐酸
盐;苜蓿提取物+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至香酚;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淫羊藿苷）+维生素E;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粪肠球菌+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
虾青素+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牛磺酸***

2021/5/19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19

有效

企业名称
变更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恒达蕾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太原迪新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海嘉利药业有限公司临
晋分公司

运城鹏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00686295017K

91140121602137688D

91140881715917576N

91140821MA0LHA3Q8N

91140821096896015F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27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碳酸钠+碳酸氢钠;虾青素;胆汁酸;侧孢短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维生素E;桉叶油(蓝桉油);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
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生姜提
取物(生姜浸膏);甘草提取物(粉);液态胆汁酸;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
菊）;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E;
液态氨水;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硫酸铜;液态双乙酸钠;丁酸梭
菌;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丁酸梭菌;粪肠球菌;大蒜素;硫酸镁+磷酸二氢
钙;柠檬酸+苹果酸;蛋白酶; 酿酒酵母;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氯化
胆碱;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黑胡椒油树脂/黑胡椒提取物
***

2021/5/25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增加品种

晋饲添(2021)H01001

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酿酒酵母;嗜酸乳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液态溶菌酶
（源自鸡蛋清）;L-抗坏血酸（维生素C）;藤茶黄酮;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
解酶(产自发光假蜜环菌);果寡糖;丁酸梭菌;胆汁酸;枯草芽孢杆菌+甘氨酸
铁络（螯）合物;维生素A+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氰钴胺（维
生素B12）;柠檬酸+甲酸+富马酸;蛋氨酸铜络（螯）合物;氯化钠;茶多酚;
液态粪肠球菌;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乳酸钙***

2021/5/25

2026/3/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5/25

有效

增加品种

晋饲添(2021)H11045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肌醇;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葡萄糖酸钙;丁酸梭菌;杜仲叶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亮蓝;氯化胆碱;维生素D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维生素E;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姜黄素;葡萄糖氧化酶;柠
檬酸钠;大蒜素;胆汁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乙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
液态牛磺酸;液态甲酸;液态苹果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
-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
梭菌***

2021/6/18

2026/6/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6/1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3

牛磺酸；乳酸片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大蒜素;丁酸梭菌;溶菌酶;磷
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甜菜
碱盐酸盐;甘露寡糖;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红法夫酵母;沼泽红假单胞菌;
柠檬酸;1,8-桉叶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乳酸钙;液态藤茶黄酮;液态甲
酸;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苹果酸;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碘化钾
***

2021/6/16

2026/6/1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6/16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4

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大蒜素;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沼泽红假单胞菌;姜黄素;硫酸锌;酿酒酵
母;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牛磺酸;红法夫
酵母;甜菜碱盐酸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丁酸梭菌;淫羊藿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
酸、黄酮）;木质素磺酸盐;磷酸二氢钙;磷酸二氢钾;L-赖氨酸盐酸盐;L-抗坏
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
B2）+维生素D3;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牛磺酸;液态虾青素;
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乙酸;液态苹果酸;液态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硫酸铜;液态溶菌酶;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大蒜素***

2021/6/16

2026/6/1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6/16

有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永济市鱼代夫水产制剂厂

永济市碧水鱼病技术防治有
限公司

山西金宏达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MA0KF7508E

91140881MA0GT7009J

911408213257619833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46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酸二氢钠;辣椒红;桉叶油
(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
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
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
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
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
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
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提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

2021/7/6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6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7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
碱;葡萄糖酸钠;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
酸二氢钙;辣椒红;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
（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
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 液态苜蓿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
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
提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

2021/7/6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6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8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
盐;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
B6）;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柠檬酸;大蒜素;虾青素;甘露寡糖;蒲公英
根固体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淫
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碳酸氢钠;乳酸片球菌;胆汁酸; 液态丁酸梭菌;液
态硫酸铜;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磷酸;液态蒲公英根固
体提取物;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碘化钾***

2021/7/6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6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永济市黄河鱼病防治中心

临猗县鑫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运城市贝林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山西海康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MA0GTX4X5R

91140821MA0K9JW261

91140802MA0K20PB52

91140821317160141Y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49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
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
酸二氢钠;辣椒红;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
（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
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态
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提
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

2021/7/6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6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0

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
-生育酚乙酸酯;桉叶油(蓝桉油);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蒲公英
根固体提取物;核黄素（维生素B2）;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乳酸钙;杜仲
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粪肠球菌;葡萄糖
酸钙;苯甲酸;柠檬酸;胆汁酸;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虾青
素;丁酸梭菌;酿酒酵母+大蒜素;硫酸铜+硫酸亚铁;液态核黄素（维生素
B2）;液态牛磺酸;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甲酸;液态乙酸;
液态虾青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液态胆汁酸;液态大蒜素;液态甘草提取物(粉)***

2021/7/20

2026/7/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0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1

氯化胆碱;胆汁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枯草芽孢杆菌;大蒜素;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硫酸锌;乳酸片球菌;L-赖氨酸盐酸盐;酿酒酵母;低
聚木糖（木寡糖）;丁酸梭菌;磷酸二氢钾;葡萄糖氧化酶;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柠檬酸;液态苯甲酸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硫酸铜;液态杜仲叶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乳酸钙;液态大蒜
素;液态牛磺酸;液态虾青素;液态碘化钾***

2021/7/20

2026/7/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0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2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DL-蛋氨酸;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
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甜菜碱盐酸盐;甘草提取物(粉);硫酸软骨素;葡萄糖酸钙+硫酸镁+磷
酸二氢钙;乳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酿酒酵母;丁
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溶菌酶;纤维
素酶;桉叶油(蓝桉油);丁酸钠;碳酸氢钠;苹果酸;红法夫酵母;大蒜素;蒲公
英根固体提取物;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黄龙胆根提取物;苦艾提取物;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甘露寡糖;液态4，7-二羟基异黄酮（大
豆黄酮）;姜黄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乳酸片球菌;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苹果酸;液态大蒜素;液态
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2021/7/20

2026/7/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0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山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康洁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裕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南牧农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LH6M21K

91140821701103133H

91140821MA0LD62KX1

91140821MA0K09FPXD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53

牛磺酸;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
萘醌（维生素K3）;dl-α-生育酚乙酸酯;乳酸钙;硫酸锌;硫酸镁;溶菌酶;
葡萄糖氧化酶;木聚糖酶;发酵乳杆菌;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
双乙酸钠;大蒜素;牛至香酚;甘露寡糖;三丁酸甘油酯;藤茶黄酮;淫羊藿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胆汁酸;液态牛磺
酸;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甲酸;液态
虾青素;液态大蒜素;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

2021/7/20

2026/7/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0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5

胆汁酸;低聚壳聚糖;酿酒酵母;低聚木糖（木寡糖）;L-赖氨酸盐酸盐+维生
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枯草芽孢
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枯草芽孢杆菌; L-抗坏血酸（维生素
C）+dl-α-生育酚乙酸酯;L-抗坏血酸钠;蛋白酶;淀粉酶+纤维素酶;磷酸二
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大蒜素;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凝结芽孢
杆菌;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
素B2）;肌醇+氯化胆碱;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
多糖、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屎肠球菌;液态丁酸梭菌;
液态虾青素;甜菜碱(天然提取);溶菌酶;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
母）;葡萄糖氧化酶;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 ;液态乙酸+柠檬酸;碳酸氢钠;
苯甲酸钠;苯甲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牛磺酸;液态胆汁酸;液态牛至
香酚；桉叶油（蓝桉油）***

2021/6/3

2025/8/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6/3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6

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
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乳酸钙;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粪肠球菌;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1,8-桉叶素;蒲公英根固体
提取物;碳酸氢钠;羧甲基纤维素钠;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
亚麻酸、黄酮）;溶菌酶;胆汁酸+牛磺酸;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
葡萄糖酸钙;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苹果酸;液态硫酸
铜;液态1,8-桉叶素;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艾提取物;液态碘化
钾***

2021/7/26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6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5

虾青素;胆汁酸;牛磺酸;溶菌酶;大蒜素;丁酸梭菌;粪肠球菌;紫苏籽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苜
蓿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红
法夫酵母;葡萄糖酸钙;甘露寡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
多糖、杜仲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藤茶黄酮;L-抗
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
生素B2）;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蛋白酶;碱式氯化铜;
柠檬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苹果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
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
麻酸、黄酮）;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
甙);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

2021/7/26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6

有效

备注

增加品种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2021/7/26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7/26

有效

山西华胜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JY94R0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4

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低聚木糖（木寡糖）;亚硫酸氢钠
甲萘醌（维生素K3）;L-赖氨酸;碘化钾;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大蒜
素;碳酸氢钠;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1,8-桉叶素;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
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虾青素;液态牛磺
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胆汁酸;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

运城海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HNJ7N2H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8

牛磺酸;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大蒜素;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虾青素;硫酸锌;碳酸氢钠;氯
化钠;嗜酸乳杆菌;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嗜酸乳杆菌***

2021/8/9

2026/8/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9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7

胆汁酸;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菌;沼泽红假单胞菌;蛋白酶;脂肪酶;磷酸
二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大蒜素;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
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虾青素;杜仲
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
素C）;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溶菌酶;
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柠檬酸;碳酸氢钠;地
衣芽孢杆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沼泽红假单胞
菌;液态乙酸+液态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牛磺酸;肌醇+氯化胆碱;粪肠球
菌;1,8-桉叶素***

2021/8/9

2026/8/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9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8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
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
B6）;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柠檬酸;大蒜素;虾青素;甘露寡糖;蒲公英
根固体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淫
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碳酸氢钠;乳酸片球菌;胆汁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
硫酸铜;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磷酸;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
物;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碘化钾;桉叶油(蓝桉
油);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态天然三萜烯皂角苷（源自可来雅皂角树）+
苜蓿提取物***

2021/8/9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9

有效

山西季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金宏达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BCK72T

911408213257619833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备注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兴龙海朋药业(运城)有限公
司

山西渔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海嘉利药业有限公司临
晋分公司

山西舸瑞佰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L192U4L

91140821MA0GT7PC6B

91140821MA0LHA3Q8N

91140821MA0GRT0F0T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42

大蒜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硫酸锌;
酿酒酵母;胆汁酸;枯草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生姜提取物(生
姜浸膏);牛磺酸;丁酸梭菌;乳酸肠球菌;甜菜碱盐酸盐;维生素D3;蛋白酶;
甘草提取物(粉);柠檬酸;葡萄糖酸钙;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溶菌酶;氯化胆碱;牛至香酚;桉叶油(蓝桉油);维生
素E+盐酸硫胺（维生素B1）+氰钴胺（维生素B12）;硫酸镁+硫酸锌;蛋白酶
+脂肪酶+淀粉酶;苯甲酸钠;液态大蒜素;液态胆汁酸;液态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溶菌酶;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
苹果酸;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苹果酸+液
态乙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液态粪肠球菌;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E;液态乙酸;硫酸铜
+硫酸亚铁;液态氯化钙;液态磷酸二氢钾;液态硫酸铜***

2021/8/9

2026/5/2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28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氯化胆碱;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
（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
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碳酸氢钠;葡萄糖酸钙;葡萄糖氧化酶;枯草
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红法夫酵母;乳酸片球菌;丁酸梭菌;大蒜素;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
牛磺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L-赖氨酸
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
亚麻酸、黄酮）***

2021/8/9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43

牛磺酸；乳酸片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大蒜素;丁酸梭菌;溶菌酶;
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
甜菜碱盐酸盐;甘露寡糖;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红法夫酵母;沼泽红假
单胞菌;柠檬酸;1,8-桉叶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乳酸钙;液态藤茶黄
酮;液态甲酸;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苹果酸;液态地衣芽孢杆菌;
液态碘化钾;核黄素（维生素B2）;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杜仲叶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2021/8/9

2026/6/1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18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盐酸硫胺（维生
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L-赖氨酸盐酸盐+
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氯化
钙;硫酸锌;碳酸氢钠;大蒜素;胆汁酸;甘露寡糖;β-1，3-D-葡聚糖（源自
酿酒酵母）;凝结芽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粪肠球
菌;乳酸片球菌;茶多酚;虾青素;桉叶油;姜黄素;杜仲叶提取物;柠檬酸;柠
檬酸钠;液态乙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
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
种;液态紫苏籽提取物; 液态乳酸钙;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谷氨酸;液态
碘化钾***

2021/8/18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18

有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永济市鱼代夫水产制剂厂

永济市碧水鱼病技术防治有
限公司

永济市黄河鱼病防治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MA0KF7508E

91140881MA0GT7009J

91140881MA0GTX4X5R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46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酸二氢钠;辣椒红;桉叶油
(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
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
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
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
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
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
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提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肌醇;胆汁酸***

2021/8/18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1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7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
碱;葡萄糖酸钠;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
酸二氢钙;辣椒红;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
（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
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态
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提
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肌醇***

2021/8/18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1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9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
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
酸二氢钠;辣椒红;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
（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
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态
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提
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肌醇***

2021/8/18

2026/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18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裕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润昌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创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LD62KX1

91140821MA0KFUE91Q

91140821MA0L45DB4W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56

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
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乳酸钙;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粪肠球菌;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1,8-桉叶素;蒲公英根固
体提取物;碳酸氢钠;羧甲基纤维素钠;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
酸、亚麻酸、黄酮）;溶菌酶;胆汁酸+牛磺酸;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
盐;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苹果
酸;液态硫酸铜;液态1,8-桉叶素;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艾提
取物;液态碘化钾;乳酸片球菌***

2021/8/18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1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1

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红法夫酵母;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
酶;L-赖氨酸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磷酸二氢
钙;二氧化硅（沉淀并经干燥的硅酸）;植物乳杆菌;维生素E;液态牛磺酸;
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姜黄
素;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液态DL-蛋氨酸;
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2021/8/27

2026/8/2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27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0

牛磺酸;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丁酸梭菌;亚硫
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素（维生素
B2）;氯化胆碱;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磷
酸二氢钾;乳酸钙;溶菌酶;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发酵乳杆菌;沼泽红假
单胞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碘化钾;液态柠檬酸;液态大蒜素***

2021/8/23

2026/8/2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23

有效

2021/8/23

2026/8/2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23

有效

2021/8/30

2023/10/3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30

有效

山西鲸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02MA0MUY783D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9

硫酸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硫酸锌;粪肠球菌+牛磺酸;核黄素
（维生素B2）;乳酸片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
氯化胆碱;大蒜素;丁酸梭菌;桉叶油(蓝桉油);磷酸二氢钾;β-1，3-D-葡聚
糖（源自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甜菜碱
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柠檬
酸;虾青素;肌醇;溶菌酶;硫酸镁+磷酸二氢钙;硫酸铜;液态L-赖氨酸盐酸
盐;液态乳酸钙;液态藤茶黄酮;液态甲酸;液态硫酸铜;液态大蒜素;液态丁
酸梭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液态苹果酸;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碘化钾;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

山西长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424MA0HEYYY68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T08001

L-赖氨酸硫酸盐及其发酵副产物（产自谷氨酸棒杆菌、乳糖发酵短杆菌，
L-赖氨酸含量不低于51%）;L-赖氨酸盐酸盐***

备注

变更地址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海嘉利药业有限公司临
晋分公司

运城鹏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运城市贝林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运城渔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LHA3Q8N

91140821096896015F

91140802MA0K20PB52

91140821MA0KXUUE27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43

牛磺酸；乳酸片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大蒜素;丁酸梭菌;溶菌酶;
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胆汁酸;
甜菜碱盐酸盐;甘露寡糖;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红法夫酵母;沼泽红假
单胞菌;柠檬酸;1,8-桉叶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乳酸钙;液态藤茶黄
酮;液态甲酸;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苹果酸;液态地衣芽孢杆菌;
液态碘化钾;核黄素（维生素B2）;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杜仲叶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大蒜素***

2021/8/27

2026/6/1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2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44

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大蒜素;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沼泽红假单胞菌;姜黄素;硫酸锌;酿酒
酵母;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牛磺酸;红
法夫酵母;甜菜碱盐酸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丁酸梭菌;淫羊
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
、亚麻酸、黄酮）;木质素磺酸盐;磷酸二氢钙;磷酸二氢钾;L-赖氨酸盐酸
盐;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
生素B2）+维生素D3;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牛磺酸;液态虾青
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乙酸;液态苹果酸;液态杜仲叶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硫酸铜;液态溶
菌酶;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大蒜素;胆汁酸;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
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1,8-桉叶素;粪肠球菌;葡萄糖氧化酶;
乳酸片球菌;葡萄糖酸钙;碳酸氢钠;脂肪酶;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赖氨酸
盐酸盐;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姜黄素;液态碘化钾;
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2021/8/25

2026/6/1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25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51

氯化胆碱;胆汁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枯草芽孢杆菌;大蒜素;
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硫酸锌;乳酸片球菌;L-赖氨酸盐酸盐;酿酒酵母;低
聚木糖（木寡糖）;丁酸梭菌;磷酸二氢钾;葡萄糖氧化酶;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柠檬酸;液态苯甲酸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硫酸铜;液态杜仲叶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乳酸钙;液态大蒜
素;液态牛磺酸;液态虾青素;液态碘化钾;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
E;核黄素（维生素B2）+维生素D3***

2021/8/25

2026/7/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8/25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17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
乳酸钙;大蒜素;胆汁酸+L-赖氨酸+叶酸;低聚壳聚糖;硫酸镁+硫酸锌+碘化
钾+乳酸钙;蛋白酶;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茶多酚;虾青素;乳酸片球菌;三
丁酸甘油酯;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桉叶油(蓝桉油);紫苏籽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牛磺酸;液态柠檬酸;液
态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液态大蒜素;液态粪肠球菌+液态两歧双歧杆菌+液
态德式乳杆菌乳酸亚种;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
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淫羊
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素;液态碘化钾;
液态硫酸铜+液态硫酸亚铁;液态乳酸钙;液态酿酒酵母;L-抗坏血酸（维生
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天然维生素E+L-赖氨酸盐酸盐;液
态牛磺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
天然维生素E;液态亮蓝***

2021/9/7

2026/3/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7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1/9/7

2025/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7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九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02MA0GYEG66E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0)H11001

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低聚
木糖（木寡糖）;DL-蛋氨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乳酸钙;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柠檬酸+柠檬酸钠;葡萄糖
酸钙;虾青素;红法夫酵母;甘露寡糖;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溶菌酶;天然维生素E;L-肉碱盐酸盐;凝结芽
孢杆菌;嗜酸乳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柠檬酸+柠檬酸钠;
液态虾青素;液态溶菌酶;液态乳酸肠球菌;液态甲酸+乙酸;胆汁酸;蛋白酶;
脂肪酶;淀粉酶;胆汁酸+牛磺酸;苜蓿提取物;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
哆醇（维生素B6）+牛磺酸;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柠檬酸+苹果酸;维生素A+维生素D3+葡萄糖酸钙;甘露寡糖+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
素C）+维生素E;丁酸梭菌+凝结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硫酸铜+硫酸亚铁;
单宁酸;酿酒酵母;姜黄素;三丁酸甘油酯;液态柠檬酸+液态乙酸+液态柠檬
黄;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核黄素
（维生素B2）+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牛磺酸;液态苜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牛磺酸;液态生姜提取
物(生姜浸膏)+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
物;1,8-桉叶素;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肠球菌;硫酸镁;磷酸二氢钾;碳酸氢钠;
黄龙胆根提取物;苦艾提取物;甘草提取物(粉);液态硫酸镁***

山西朗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122MA0KEHUN7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100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葡萄糖氧化酶;脂肪酶;地衣芽孢杆菌;枯
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胆汁酸;氧化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
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
苷）;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

2021/9/7

2026/9/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7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1

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红法夫酵母;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酶;L赖氨酸盐酸盐;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磷酸二氢钙;
二氧化硅（沉淀并经干燥的硅酸）;植物乳杆菌;维生素E;液态牛磺酸;液态
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姜黄素;
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液态DL-蛋氨酸;液
态桉叶油(蓝桉油);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碳酸氢钠;低聚木糖
（木寡糖）;柠檬酸;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大蒜素;液态乙
酸;液态糖精钠;碳酸钠;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轻质碳酸钙***

2021/9/16

2026/8/2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16

有效

山西润昌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FUE91Q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1/9/16

2026/4/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16

有效

增加产品

增加产品

永济市欣达水产制剂有限公
司

91140881396690780D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26

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大蒜素;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甜菜碱盐酸盐;葡
萄糖氧化酶;牛磺酸;硫酸钠;碳酸氢钠;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柠檬酸钠;
低聚壳聚糖;磷酸二氢钙;戊糖片球菌;胆汁酸;牛至香酚;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维生素E;氯化胆碱;β-胡萝卜素;粪肠球菌;生姜提取物(生
姜浸膏);虾青素;盐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
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枯草
芽孢杆菌;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液态氯化
胆碱;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苹果酸;液态硫酸铜;液态蛋氨酸铜络（螯）合
物***

运城海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HNJ7N2H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8

牛磺酸;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大蒜素;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虾青素;硫酸锌;碳酸氢钠;氯
化钠;嗜酸乳杆菌;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大蒜素***

2021/9/16

2026/8/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16

有效

2021/9/24

2026/9/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山西海盈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020926167689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62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虾青素;亚硫酸氢钠甲萘
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粪
肠球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凝结芽孢杆菌;虾青素;大蒜素;酿酒酵母;杜
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桉叶油
(蓝桉油);葡萄糖酸钙;姜黄素;脂肪酶;单宁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
牛磺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
乳酸钙+液态硫酸镁+液态硫酸锌;液态蛋氨酸铜络（螯）合物液态沼泽红假
单胞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檬酸+液态乙酸;液态乳酸钙;液态红法夫酵
母;液态大蒜素;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
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甘草提
取物(粉);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丁酸钠;液态碘化钾+液态磷酸***

山西尊裕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728MA0L5A5C00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6001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柠檬
酸;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虾
青素;低聚木糖（木寡糖）;甜菜碱(天然提取);葡萄糖酸钙;溶菌酶;甘草提
取物(粉)***

2021/9/26

2026/9/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6

有效

晋饲添(2021)H06002

维生素A+维生素D3;核黄素（维生素B2）;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
葡萄糖酸钙;硫酸铜+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溶菌酶;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低聚木糖（木寡糖）;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酿酒酵母;
柠檬酸;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淫羊藿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产自发光假蜜环
菌);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dl-α-生育酚乙酸酯;液态粪肠球菌;
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枯草芽孢杆菌***

2021/9/24

2026/9/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山西海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106MA0KWKU80E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运城市鹤翔生化制药有限公
司

永济市鱼代夫水产制剂厂

山西舸瑞佰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5929866348

91140881MA0KF7508E

91140821MA0GRT0F0T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63

牛磺酸+维生素A+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血
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磷酸二氢钾;葡萄糖氧化酶;亚硫酸氢钠甲萘
醌（维生素K3）;胆汁酸+甜菜碱盐酸盐;丁酸梭菌;植物乳杆菌;葡萄糖酸
钙;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亮蓝;丁酸钠;植酸酶+氯化胆碱;红法夫酵母;
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硫酸锌;硫酸
亚铁;甘露寡糖;溶菌酶;1,8-桉叶素;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盐
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
B6）;液态苯甲酸;液态1,8-桉叶素;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胆汁酸;液
态丁酸梭菌;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碘化钾;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虾青素;液态牛磺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大蒜素;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蒲
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硫酸铜***

2021/9/24

2026/9/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46

丁酸梭菌;溶菌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氯化胆碱;葡萄糖酸钙;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牛至香酚;焦亚硫酸钠;DL-蛋氨酸;磷酸二氢钠;辣椒红;桉叶油
(蓝桉油);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
态丁酸梭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大蒜素+液
态甜菜碱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
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液态碘化钾+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
氯化胆碱;液态柠檬酸;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
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良姜根提取物;液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生姜
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木提取物;液态苦艾提取物;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
取物;液态刺柏提取物;液态苹果酸; 肌醇;胆汁酸;硫酸铜+硫酸亚铁***

2021/9/24

2021/7/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18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盐酸硫胺（维生
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L-赖氨酸盐酸盐+
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氯化
钙;硫酸锌;碳酸氢钠;大蒜素;胆汁酸;甘露寡糖;β-1，3-D-葡聚糖（源自
酿酒酵母）;凝结芽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粪肠球
菌;乳酸片球菌;茶多酚;虾青素;桉叶油;姜黄素;杜仲叶提取物;柠檬酸;柠
檬酸钠;液态乙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
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
种;液态紫苏籽提取物; 液态乳酸钙;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谷氨酸; 液态
碘化钾;液态硫酸铜***

2021/9/24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增加产品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裕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LD62KX1

91140881715917576N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56

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
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乳酸钙;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粪肠球菌;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1,8-桉叶素;蒲公英根固
体提取物;碳酸氢钠;羧甲基纤维素钠;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
酸、亚麻酸、黄酮）;溶菌酶;胆汁酸+牛磺酸;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
盐;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苹果
酸;液态硫酸铜;液态1,8-桉叶素;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苦艾提
取物;液态碘化钾;乳酸片球菌;液态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2021/9/24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45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肌醇;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葡萄糖酸钙;丁酸梭菌;杜仲叶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亮蓝;氯化胆碱;维生素D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维生素E;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姜黄素;葡萄糖氧化酶;柠
檬酸钠;大蒜素;胆汁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乙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
液态牛磺酸;液态甲酸;液态苹果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
-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
梭菌;红法夫酵母;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酿酒酵母;桉
叶油(蓝桉油);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2021/10/8

2026/6/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8

有效

增加产品

2021/9/24

2026/8/2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9/24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创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MA0L45DB4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60

牛磺酸;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丁酸梭菌;亚硫
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素（维生素
B2）;氯化胆碱;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硫酸铜+硫酸亚铁;硫酸锌;磷
酸二氢钾;乳酸钙;溶菌酶;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发酵乳杆菌;沼泽红假
单胞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碘化钾;液态柠檬酸;液态大蒜素;三丁酸甘油
酯;氯化铵;胆汁酸;甘草提取物(粉);液态甲酸***

山西奥信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23764665213T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64

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牛磺酸;牛磺酸+溶菌酶;维生素E+亚硒酸钠+牛
磺酸;丁酸钠;牛至香酚;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
仲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

2021/10/15

2026/10/1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15

有效

2021/10/15

2026/10/1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15

有效

2021/10/15

2026/10/1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15

有效

太原市威尔潞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91140100087074319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1003

富马酸+苹果酸+柠檬酸+山梨酸+乳酸;富马酸+苹果酸+柠檬酸+山梨酸+乳酸
+丁酸;屎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D3;L-赖氨酸盐酸盐;氯化
胆碱;DL-蛋氨酸;烟酸;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液态甘露寡
糖+液态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D3+液态L-赖氨
酸盐酸盐***

太原市威尔潞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91140100087074319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T01001

屎肠球菌;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德信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渔鑫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畅达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科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MUKCA3W

91140821MA0H9A6A9N

911408215733942115

91140821676440735W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66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A+维生素D3+核黄素（维生素B2）;牛磺酸
+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DL-蛋氨酸;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
酿酒酵母;嗜酸乳杆菌;凝结芽孢杆菌+粪肠球菌;沼泽红假单胞菌;丁酸梭
菌;大蒜素;牛至香酚;虾青素;苦艾提取物;低聚异麦芽糖;胆汁酸;藤茶黄
酮;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氯化钾;氯化
铵;双乙酸钠;硫酸软骨素;溶菌酶;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产自发光假蜜
环菌);葡萄糖氧化酶;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核黄素（维生素B2）;辣椒
红;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丙酸钙;柠檬酸;甘露寡糖;液态牛磺酸;液
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E;液态枯草芽
孢杆菌;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甘草提取物
(粉);液态虾青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
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甲酸+液态乙
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碘化钾;液态硫酸铜+液态硫酸亚铁液态大蒜素;液
态壳寡糖（寡聚β-(1-4)-2-氨基-2-脱氧-D-葡萄糖）（n=2～10）***

2021/10/21

2026/10/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21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5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葡萄
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菌;乳酸片球菌;柠檬酸;大蒜
素;胆汁酸;虾青素;桉叶油(蓝桉油);低聚壳聚糖+甘露寡糖;杜仲叶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姜黄素;液态碘化钾液
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丁酸梭菌;液态乳酸片球
菌;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大蒜素;液态胆汁酸;液态虾青素;液态杜仲
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蒲公英根固体
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

2021/10/21

2026/10/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21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8

牛磺酸;硫酸铜;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硫酸亚铁;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核黄
素（维生素B2）;甜菜碱盐酸盐;葡萄糖酸钙;桉叶油(蓝桉油);枯草芽孢杆
菌;地衣芽孢杆菌;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丁酸梭菌;大蒜素;酿酒酵母;柠檬
酸;低聚异麦芽糖;红法夫酵母;胆汁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乳酸片球菌;葡萄糖氧化酶;甘草提取物(粉);淫
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液态硫酸
铜;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柠檬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牛磺
酸;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苹果酸+液态柠檬酸;液态丁酸梭菌;液
态DL-蛋氨酸+液态烟酸+液态磷酸二氢钾***

2021/10/21

2026/10/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21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7

胆汁酸;叶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轻质碳酸
钙;枯草芽孢杆菌;硫酸铜;柠檬酸钠;丁酸梭菌;磷酸二氢钾;硫酸亚铁;葡萄
糖氧化酶;蛋氨酸铜络（螯）合物;硫酸锌;硫酸钠;大蒜素; 磷酸氢二钠;磷
酸氢钙;乳酸钙;虾青素;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溶菌酶;丁酸
钠;氧化锌;牛至香酚;二氧化硅（沉淀并经干燥的硅酸）;甘露寡糖;液态牛
磺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
仲黄酮）;液态柠檬酸;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苹果酸***

2021/10/21

2026/10/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0/21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1/11/2

2026/4/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2

有效

生产地址
、注册地
址名称变
更

山西京泓康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91140821MA0JY1G8XF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24

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
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葡萄糖酸钙;葡萄糖
氧化酶;硫酸铜;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 丁酸梭菌;大蒜
素;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碘化钾;胆汁酸;苯甲酸钠;红法夫酵母;生姜提取
物(生姜浸膏);酿酒酵母;液态牛磺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乳
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柠檬酸;液态虾青素***

山西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726MA0MA7JG2T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6003

氯化钙;氯化铵;L-抗坏血酸（维生素C）;甜菜碱盐酸盐;丁酸梭菌;枯草芽
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柠檬酸;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藤茶黄酮;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

2021/11/18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69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
盐酸盐;氯化胆碱;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乳酸钙+硫酸镁+
硫酸锌;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
酶;红法夫酵母;大蒜素;酿酒酵母;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杜
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桉叶油
(蓝桉油);稀土（铈和镧）壳糖胺螯合盐;碳酸氢钠;亮蓝;谷氨酸钠;α-淀
粉;低聚壳聚糖;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
硫酸铜;碘化钾;葡萄糖酸钙;辣椒酊;蜡菊提取物;溶菌酶;液态硫酸铜;液态
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柠檬酸+液态乙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虾青素;液态乳酸
片球菌;液态胆汁酸;液态甲酸;液态苯甲酸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
磺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氯化胆碱;液态丁酸梭菌;液态亮
蓝;液态日落黄;液态乳酸钙;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大蒜油;液态生姜提取物
(生姜浸膏);液态d-樟脑;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
杨酸 );液态单宁酸;液态葡萄糖氧化酶***

2021/11/18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2021/11/18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2021/11/18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运城市益水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0821325798209F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临猗县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330519753M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71

黄龙胆根提取物;溶菌酶;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桉叶油
(蓝桉油);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核黄素（维生素B2）;亚硫酸
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硫酸铜+硫
酸亚铁;硫酸镁+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胆汁酸;虾青素;大蒜素;柠檬酸;乳
酸钙;甘草提取物(粉);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碱式
氯化锌+蛋白锰;焦亚硫酸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黄龙胆根提取物;液态乳酸
片球菌;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胆汁酸;液态大蒜
素;液态虾青素;液态柠檬酸;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桉叶油(蓝桉
油)***

山西卫鹏制药有限公司

911408007781163979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72

dl-α-生育酚;枯草芽孢杆菌;甜菜碱(天然提取);酿酒酵母;液态甘露寡糖;
液态乳酸片球菌***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南牧农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西惠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699146520B

91140821MA0K09FPXD

91140881MA0GTQJR2P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1)H11070

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
酶;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虾
青素;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姜黄素;胆汁酸;溶菌酶;三丁酸甘油酯;
柠檬酸;牛磺酸;葡萄糖酸钙;硫酸铜;硫酸锌;磷酸二氢钾;牛至香酚;甘露寡
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苜蓿提取
物;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甘草提
取物(粉);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发酵乳
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苹果酸;液态核
黄素（维生素B2）;液态藤茶黄酮;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2021/11/18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55

虾青素;胆汁酸;牛磺酸;溶菌酶;大蒜素;丁酸梭菌;粪肠球菌;紫苏籽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苜
蓿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红法夫酵母;葡萄糖酸钙;甘露寡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藤茶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
素B2）;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蛋白酶;碱式氯化铜;柠
檬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苹果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天
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
麻酸、黄酮）;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
甙);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虾青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桉叶油
(蓝桉油)***

2021/11/18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21

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氯化胆碱;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
生素B2）;L-抗坏血酸（维生素C）;甜菜碱盐酸盐;溶菌酶;葡萄糖氧化酶;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 葡萄糖酸钙;柠檬酸
钙;柠檬酸;大蒜素;液态大蒜素;低聚壳聚糖;虾青素;磷酸二氢钙;淫羊藿提
取物;杜仲叶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凝结芽孢杆菌;液态产朊假丝酵母;
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碳酸氢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硫酸镁;
磷酸二氢钾;硫酸锌;液态胆汁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姜黄素;液态硫酸铜;液态柠檬酸;液态葡萄糖
酸钙;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甲酸;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态DL-蛋氨酸;液态
苯甲酸钠;液态氯化胆碱;液态氨水***

2021/11/18

2026/4/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增加产品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北京帕尔阳光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山西分公司

山西渔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欣康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GY2E797

91140821MA0GT7PC6B

91140821MA0K34QM8G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03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葡萄糖
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维生素A+维生素E+核黄素（维生素B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虾青素;胆汁酸;β-胡萝卜素;脂肪酶;
乳酸肠球菌;溶菌酶;酿酒酵母;大蒜素;氯化胆碱+肌醇;硫酸铜+硫酸亚铁;
苜蓿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
C）;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蒲公英根
固体提取物;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苜蓿提取物;良姜根提取物;黄龙胆根提
取物;苦艾提取物;桉叶油(蓝桉油);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硫酸
铜;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茶多酚;藤茶黄酮;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钙;液态
低聚壳聚糖;液态藤茶黄酮;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液态酿酒酵母;沼泽红假单胞菌;地衣芽孢杆
菌;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甜菜碱盐酸盐;硫酸镁;液态碘化钾;液态硫酸
锌;液态丙三醇;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 液态L-赖氨酸;液态沼泽红假单
胞菌***

2021/11/18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28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氯化胆碱;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
（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
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碳酸氢钠;葡萄糖酸钙;葡萄糖氧化酶;枯草
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红法夫酵母;乳酸片球菌;丁酸梭菌;大蒜素;紫苏
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杜仲叶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
牛磺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L-赖氨酸
盐酸盐;液态氯化胆碱;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
亚麻酸、黄酮）;液态大蒜素;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碘化钾;液态桉叶油(蓝
桉油)***

2021/11/18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0)H11007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乳酸钙;地衣芽孢杆菌+
凝结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丁酸梭菌;枯草芽孢
杆菌;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维生素A
乙酸酯+维生素D3;牛磺酸+硝酸硫胺（维生素B1）;柠檬酸+甲酸+乙酸;葡萄
糖氧化酶;葡萄糖酸钙;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素（维生素
B2）;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双乙酸钠;虾青素;大蒜素;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氯化铵;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苹果酸;
植物乳杆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牛磺酸;液态粪肠球菌;液态
双乙酸钠;粪肠球菌+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枯草芽孢杆菌+木聚糖酶;枯草
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甘氨酸铁络（螯）合物;磷酸
氢二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植酸酶;低聚木糖（木寡糖）;蛋白酶;纤
维素酶;β-胡萝卜素;甘露寡糖;液态虾青素;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胆
汁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氯化胆碱;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
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紫苏籽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肌醇;
液态L-赖氨酸;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2021/11/18

2026/9/2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1/18

有效

增加产
品，法定
代表人变
更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太原市威尔潞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山西益鑫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天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100087074319W

91141121790238936T

91140727MA0GXBDQ7P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01003

富马酸+苹果酸+柠檬酸+山梨酸+乳酸;富马酸+苹果酸+柠檬酸+山梨酸+乳酸
+丁酸;屎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D3;L-赖氨酸盐酸盐;氯化
胆碱;DL-蛋氨酸;烟酸;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液态甘露寡
糖+液态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D3+液态L-赖氨
酸盐酸盐;碳酸氢钠+氯化钾***

2021/12/7

2026/10/1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05001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虾青素;亚硫酸氢钠甲萘
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粪
肠球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凝结芽孢杆菌;虾青素;大蒜素;酿酒酵母;β
-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桉叶油(蓝桉油);葡萄糖酸钙;姜黄素;脂肪
酶;蛋白酶;溶菌酶;葡萄糖氧化酶;双乙酸钠;茶多酚;苯甲酸;糖萜素(源自
山茶籽饼);乳酸钙;双乙酸钠+地衣芽孢杆菌;牛至香酚;紫苏籽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甘草提取物
(粉);苦艾提取物;苦木提取物; 戊糖片球菌;亮蓝;β-胡萝卜素;硫酸软骨
素;甘氨酸铁络（螯）合物;单宁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
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蛋氨酸铜络
（螯）合物;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檬酸+液态乙酸;液
态乳酸钙;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大蒜素;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紫苏籽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生姜提取物
(生姜浸膏) ;液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丁酸钠;液态碘
化钾+液态磷酸;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液态双乙酸钠;液态溶菌酶
（源自鸡蛋清）;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2021/12/17

2026/12/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17

有效

晋饲添(2021)H06004

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乳酸肠球菌;溶菌酶;丁酸梭菌;地衣
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
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甜菜碱盐酸盐;柠檬酸; 牛磺酸;胆汁酸;乳酸
钙;葡萄糖酸钙;氯化钙;低聚木糖（木寡糖）+甘露寡糖;蛋白酶;葡萄糖氧
化酶;虾青素;亮蓝;红法夫酵母;桉叶油(蓝桉油);氯化胆碱;大蒜素;杜仲叶
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磷酸二氢钾;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乳酸钙;液态硫酸铜;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蒲
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柠檬酸;液态地衣芽孢杆菌;液态碘化钾;液态生姜
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双乙酸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
素C）;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甘露寡糖;液态虾青素;液态亚硫酸氢
钠甲萘醌（维生素K3）;液态甲酸+液态乙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粪肠球菌;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2021/12/17

2026/12/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17

有效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运城市鹤翔生化制药有限公
司

山西南牧农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西欣康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815929866348

91140821MA0K09FPXD

91140821MA0K34QM8G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63

牛磺酸+维生素A+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枯草芽孢杆菌;L-抗坏血
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磷酸二氢钾;葡萄糖氧化酶;亚硫酸氢钠甲萘
醌（维生素K3）;胆汁酸+甜菜碱盐酸盐;丁酸梭菌;植物乳杆菌;葡萄糖酸
钙;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亮蓝;丁酸钠;植酸酶+氯化胆碱;红法夫酵母;
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硫酸锌;硫酸
亚铁;甘露寡糖;溶菌酶;1,8-桉叶素;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盐
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
B6）;液态苯甲酸;液态1,8-桉叶素;液态乙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胆汁酸;液
态丁酸梭菌;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碘化钾;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虾青素;液态牛磺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大蒜素;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蒲
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硫酸铜;磷酸二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

2021/12/17

2026/9/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1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55

虾青素;胆汁酸;牛磺酸;溶菌酶;大蒜素;丁酸梭菌;粪肠球菌;紫苏籽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苜
蓿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红法夫酵母;葡萄糖酸钙;甘露寡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藤茶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天然维生素E;盐酸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
素B2）;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蛋白酶;碱式氯化铜;柠
檬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苹果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天
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
麻酸、黄酮）;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
甙);液态大蒜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虾青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桉叶油
(蓝桉油);硫酸镁+硫酸锰+硫酸锌;1,8-桉叶素***

2021/12/17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1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0)H11007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乳酸钙;地衣芽孢杆菌+
凝结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丁酸梭菌;枯草芽孢
杆菌;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维生素A
乙酸酯+维生素D3;牛磺酸+硝酸硫胺（维生素B1）;柠檬酸+甲酸+乙酸;葡萄
糖氧化酶;葡萄糖酸钙;氯化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核黄素（维生素
B2）;肌醇;dl-α-生育酚乙酸酯;双乙酸钠;虾青素;大蒜素;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
、黄酮）+氯化铵;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苹果酸;
植物乳杆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牛磺酸;液态粪肠球菌;液态
双乙酸钠;粪肠球菌+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枯草芽孢杆菌+木聚糖酶;枯草
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甘氨酸铁络（螯）合物;磷酸
氢二钠;L-抗坏血酸（维生素C）+植酸酶;低聚木糖（木寡糖）;蛋白酶;纤
维素酶;β-胡萝卜素;甘露寡糖;液态虾青素;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胆
汁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氯化胆碱;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
苜蓿黄酮、苜蓿皂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紫苏籽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肌醇;
液态L -赖氨酸;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苹果酸;液态
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乙酸***

2021/12/17

2026/9/2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1/12/17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运城益康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73399089X7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1)H11016

牛磺酸;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维生素A+维生素D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氯化胆碱;磷酸二氢钾;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虾青素;
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
糖、杜仲黄酮）;硫酸锌;桉叶油(蓝桉油);胆汁酸;溶菌酶;三丁酸甘油酯;
苯甲酸钠;柠檬酸+甲酸;葡萄糖酸钙;液态氯化胆碱;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
硫酸铜;液态甲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柠檬酸钠;丁酸梭菌;液态维
生素A;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碘化钾***

2022/1/5

2026/3/2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5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1/5

2026/9/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5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海盈药业有限公司

911408020926167689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62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虾青素;亚硫酸氢钠甲萘
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粪
肠球菌;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凝结芽孢杆菌;虾青素;大蒜素;酿酒酵母;杜
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桉叶油
(蓝桉油);葡萄糖酸钙;姜黄素;脂肪酶;单宁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
牛磺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液态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液态
乳酸钙+液态硫酸镁+液态硫酸锌;液态蛋氨酸铜络（螯）合物液态沼泽红假
单胞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檬酸+液态乙酸;液态乳酸钙;液态红法夫酵
母;液态大蒜素;液态低聚壳聚糖;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
酸、亚麻酸、黄酮）;液态胆汁酸;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甘草提
取物(粉);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丁酸钠;液态碘化钾+液态磷酸;硫酸镁+
硫酸亚铁+磷酸二氢钾;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液态2-羟基苯
甲酸 (水杨酸 )***

芮城县同仁兽药有限公司

911408305684974948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11001

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葡萄糖酸钙;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地衣芽孢杆菌;甘氨酸铁络（螯）合物;液态
甲酸;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牛磺酸***

2022/1/12

2027/1/11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12

有效

晋饲添(2022)H11002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低聚壳
聚糖；硫酸铜；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大蒜素；酿酒酵母；胆汁酸；
葡萄糖酸钙；氯化钠；碳酸氢钠；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液态胆汁
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虾青素；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梭
菌；液态大蒜素；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

2022/1/19

2027/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19

有效

晋饲添(2022)H11003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L-赖氨酸盐酸盐;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
生素K3）;氯化胆碱;硫酸铜；硫酸锌；低聚木糖；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
菌；碳酸氢钠；大蒜素；丁酸梭菌；胆汁酸；产朊假丝酵母；葡萄糖氧化
酶;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硫酸铜；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
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生姜提取物；液态碘化钾；液态沼泽红假单
胞菌;液态虾青素***

2022/1/19

2027/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19

有效

晋彪农牧科技（山西）有限
公司

山西卓水丰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0821MA0MRFX05W

91140802MA0KXDUK50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粤九天（山西）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山西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永济市瑞普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山西尊裕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原恒德源动保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21MA0MAQN41R

91140802MA0L56FF87

911408817281443306

91140728MA0L5A5C00

91140108719850508D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2)H11004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盐酸硫铵（维生素
B1）；维生素E（Dl-α-生育酚）；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葡萄
糖酸钙;葡萄糖氧化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侧孢短
芽孢杆菌;苯甲酸钠；虾青素；红发夫酵母；亮蓝；大蒜素；低聚木糖；杜
仲叶提取物；胆汁酸；溶菌酶；磷酸二氢钾；桉叶油；聚丙烯酸钠；液态
碘化钾；液态乳酸钙；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甲酸+
乙酸；液态虾青素；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酸；液态硫酸
铜；液态烟酰胺***

2022/1/19

2027/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19

有效

晋饲添(2022)H11005

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低聚木糖（木寡糖）；乳酸片球菌；丁酸梭
菌；溶菌酶；L-抗坏血酸（维生素C）+硝酸硫铵（维生素B1）；L-赖氨酸
盐酸盐;大蒜素；胆汁酸；杜仲叶提取物；姜黄素；氯化胆碱；牛磺酸；葡
萄糖氧化酶；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碳酸氢钠；甜菜碱盐酸盐；亚硫酸氢钠
甲萘醌（维生素K3）***

2022/1/21

2027/1/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1

有效

晋饲添(2020)H11009

牛磺酸;硫酸钠;β-胡萝卜素;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
（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低聚木糖（木寡糖）;枯草
芽孢杆菌;硫酸铜;蛋白酶+淀粉酶;虾青素+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
菌;磷酸二氢钙;碳酸氢钠;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盐酸硫胺（维生素B1）+
核黄素（维生素B2）;L-赖氨酸盐酸盐;大蒜素;液态柠檬酸+液态甲酸;液态
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胆汁酸;氯化胆碱;肌醇;溶菌
酶;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
藿苷）;聚异麦芽糖;乳酸片球菌;磷酸二氢钾;可食用脂肪酸单／双甘油酯;
牛至香酚;葡萄糖酸钙; 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
乳酸片球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丁酸梭菌;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
液态硫酸铜；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液态枯草芽孢杆菌***

2022/1/24

2025/12/2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4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06001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柠檬
酸;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虾
青素;低聚木糖（木寡糖）;甜菜碱(天然提取);葡萄糖酸钙;溶菌酶;甘草提
取物(粉);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大蒜素;甜
菜碱(天然提取);磷酸二氢钾;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桉叶油(蓝桉油)***

2022/1/20

2026/9/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0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2)H01001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丁酸梭菌;酿酒酵母;屎肠球菌+枯草芽孢杆
菌;粪肠球菌;葡萄糖氧化酶;木聚糖酶;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
、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甘草提取物(粉);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牛磺
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钾+碳酸氢钠;胍基乙酸;胆汁酸;丙酸钙;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氰钴胺（维生
素B12）+维生素D3;纤维素酶;氧化铜;氧化锌;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产
自发光假蜜环菌);液态dl-α-生育酚乙酸酯;液态碘化钾;液态甲酸+液态乳
酸+液态柠檬酸;液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酿酒酵母;液态氯
化钾+液态氯化钠+液态柠檬酸钠; 液态牛磺酸;液态蒲公英流浸膏;液态藤
茶黄酮;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
藿苷）***

2022/1/20

2027/1/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0

有效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鑫开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临猗县康博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永济市绿水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运城市潇池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永济市百灵百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726MA7YK2PC27

91140821MA0GUQXY4C

91140881MA0GRGDT2T

91140821MA0GTX616E

91140881MA0K0GNM58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晋饲添(2022)H06001

氧化镁;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天然维生素E;核黄素（维生素B2）;L-抗
坏血酸（维生素C）;枯草芽孢杆菌;溶菌酶;藤茶黄酮;酿酒酵母;亚硫酸氢
钠甲萘醌（维生素K3）;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牛磺酸;葡萄糖氧化酶;丁
酸梭菌;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酿酒酵母;液态藤茶黄酮;液态糖萜素(源自山
茶籽饼);液态甘草流浸膏***

2022/1/20

2027/1/1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0

有效

晋饲添(2022)H11006

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桉叶油(蓝桉油);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
C）;牛磺酸;甜菜碱盐酸盐;硫酸铜+硫酸亚铁;虾青素;柠檬酸;亚硫酸氢钠
甲萘醌（维生素K3）;牛至香酚;L-赖氨酸盐酸盐;硫酸锌;葡萄糖氧化酶;甘
草提取物(粉);溶菌酶;苜蓿提取物;液态牛磺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枯草芽孢
杆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碘化钾;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苜蓿提
取物;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态胆汁酸;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甲
酸***

2022/1/29

2027/1/2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9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2

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
碱;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钾;乳酸钙;硫酸亚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硫
酸锌;赖氨酸铜络（螯）合物;茶多酚;葡萄糖氧化酶;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
孢杆菌;dl-α-生育酚乙酸酯;柠檬酸;柠檬酸钠;碳酸氢钠;丁酸梭菌;红法
夫酵母;大蒜素;胆汁酸;羧甲基纤维素钠;低聚木糖（木寡糖）;姜黄素;杜
仲叶提取物;紫苏籽提取物;L-抗坏血酸（维生素C）;粪肠球菌;虾青素;液
体L-赖氨酸;液态牛磺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硫酸
铜;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液态糖
萜素;液态柠檬酸;液态苹果酸;百里香酚;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态百里香
酚***

2022/1/29

2026/5/1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37

L-赖氨酸盐酸盐;牛磺酸;盐酸硫胺（维生素B1）;L-抗坏血酸（维生素C）;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氯化胆碱;甜菜碱盐酸盐;磷酸二氢钙;硫
酸镁;葡萄糖氧化酶;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红法夫酵
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大蒜素;桉
叶油(蓝桉油);胆汁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
液态大蒜素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苹果酸;液态乳酸钙;液态
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虾青素;
低聚木糖（木寡糖）;硫酸镁+硫酸亚铁+磷酸二氢钙;L-抗坏血酸（维生素
C）+天然维生素E+牛磺酸;溶菌酶;液态碘化钾;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态
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2022/1/29

2026/5/2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02

胆汁酸;氯化胆碱;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L-抗坏血酸
（维生素C）;甜菜碱;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 丁酸梭菌;
液态天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牛磺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柠檬
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
甙);维生素A乙酸酯+盐酸硫胺（维生素B1）;牛磺酸;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
甜橙皮提取物;杜仲叶提取物;牛至香酚;苦艾提取物;生姜提取物(生姜浸
膏);液态低聚木糖（木寡糖）;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牛至香酚;
液态甘草提取物(粉);乳酸钙;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大蒜素***

2022/1/29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9

有效

增加产品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2/1/29

2026/7/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1/29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华胜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JY94R0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4

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溶菌酶;低聚木糖（木寡糖）;亚硫酸氢钠
甲萘醌（维生素K3）;L-赖氨酸;碘化钾;枯草芽孢杆菌;乳酸片球菌;大蒜
素;碳酸氢钠;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1,8-桉叶素;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态
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虾青素;液态牛磺
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胆汁酸;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碘化钾
***

山西北正农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91140424741079721A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18)T08002

蛋氨酸铜络（螯）合物;甘氨酸铁络（螯）合物;蛋白铜;蛋白铁;蛋白锌;蛋
白锰***

2022/2/24

2023/11/2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2/24

有效

变更法定
代表人，
变更生产
地址名称

运城海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HNJ7N2H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8

牛磺酸;胆汁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大蒜素;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虾青素;硫酸锌;碳酸氢钠;氯
化钠;嗜酸乳杆菌;液态牛磺酸;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檬酸;液态L-赖氨酸盐
酸盐;液态嗜酸乳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碘化钾***

2022/3/9

2026/8/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3/9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726MA0MA7JG2T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6003

氯化钙;氯化铵;L-抗坏血酸（维生素C）;甜菜碱盐酸盐;丁酸梭菌;枯草芽
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柠檬酸;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藤茶黄酮;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蛋氨酸锌络（螯）合物;dl-α-生育酚乙酸酯;维生素
D3;牛磺酸;溶菌酶;粪肠球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氧化镁***

2022/3/9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3/9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2)H11007

低聚木糖（木寡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黄酮）;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胆汁酸;大蒜素;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碳酸
氢钠;葡萄糖酸钙;L-赖氨酸;硫酸亚铁;天然维生素E;牛磺酸; 亚硫酸氢钠
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地衣芽孢杆菌;枯
草芽孢杆菌;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DL-蛋氨酸;液态大蒜
素;液态胆汁酸;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甲酸;液态碘化钾***

2022/3/7

2027/3/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3/7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13

大蒜素;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牛磺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
素K3）;氯化胆碱+胆汁酸;低聚木糖+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
+蛋白酶;枯草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乳酸肠球菌;甜菜碱盐
酸盐;维生素E;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乳酸钙+液态氯化钙;液态胆汁酸;
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丁酸梭菌;液态大蒜素;液
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柠檬酸；L-赖氨酸;亮蓝；乳酸钙；磷酸二氢钾；
硫酸锌；紫苏子提取物；溶菌酶；液态硫酸铜；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液态
苹果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藤茶黄酮;液态桉叶油***

2022/3/31

2026/3/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3/31

有效

山西赢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奇帆渔药有限公司临晋
分公司

91140821MA0H99WN8M

91140821MA0LEA536Y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乾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易多利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永济市百灵百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山西渔丰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726MA0MA7JG2T

91140830091038775T

91140881MA0K0GNM58

91140821MA7Y6FUC37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2022/4/19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晋饲添(2017)H11002

氯化钠;壳寡糖（寡聚β-(1-4)-2-氨基-2-脱氧-D-葡萄糖）（n=2～10）;
牛磺酸;丙酸钙;丁酸钠;液态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液态盐酸硫胺（维
生素B1）;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酿酒酵母+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
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枯草
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粪肠球菌；胍基乙酸；饲用黄曲霉毒素B1分解酶;
溶菌酶；半胱胺盐酸盐；单宁酸；枯草芽孢杆菌；液态牛至香酚；液态氯
化铵；液态粪肠球菌***

2022/3/31

2022/4/4

晋饲添(2021)H11002

胆汁酸;氯化胆碱;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大蒜素;L-抗坏血酸（维
生素C）;甜菜碱;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红法夫酵母;淫羊藿提取物（有效
成分为淫羊藿苷）;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 丁酸梭菌;液态天
然叶黄素（源自万寿菊）;液态牛磺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柠檬酸;液态碘
化钾;液态苜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苜蓿多糖、苜蓿黄酮、苜蓿皂甙);维生素
A乙酸酯+盐酸硫胺（维生素B1）;牛磺酸;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甜橙皮提
取物;杜仲叶提取物;牛至香酚;苦艾提取物;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低聚
木糖（木寡糖）;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牛至香酚;液态甘草提取
物(粉);乳酸钙;液态L-赖氨酸盐酸盐;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胆汁酸
***

2022/4/24

晋饲添(2022)H08001

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L-抗坏血酸（维生素C）;碳酸氢钠;葡
萄糖酸钙;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枯草芽孢杆菌;丁酸梭菌;氯化胆碱;磷酸
二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低聚木糖（木寡糖）;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杜
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胆汁酸;维生素A
乙酸酯+维生素D3+dl-α-生育酚乙酸酯;天（门）冬氨酸;葡萄糖氧化酶;亚
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液态碘化钾;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乳酸钙;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液态
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虾青素;液态大蒜素;液态胆汁酸;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液态苹果酸;液态硫酸铜***

2022/5/10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晋饲添(2021)H06003

氯化钙;氯化铵;L-抗坏血酸（维生素C）;甜菜碱盐酸盐;丁酸梭菌;枯草芽
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柠檬酸;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藤茶黄酮;液态
核黄素（维生素B2）;蛋氨酸锌络（螯）合物;dl-α-生育酚乙酸酯;维生素
D3;牛磺酸;溶菌酶;粪肠球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氧化镁***

有效期起始日
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2/4/19

有效

变更企业
注册地址
名称、生
产地址名
称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3/31

有效

增加产品

2026/3/2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4/24

有效

增加产品

2027/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5/10

有效

核发日期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91140800396698854U

许可证名称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晋饲添(2020)H11004

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蛋白酶+纤维素酶+植酸酶;β-1，3-D-葡聚糖（源
自酿酒酵母）+植酸酶+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
仲黄酮）;枯草芽孢杆菌+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地衣芽孢杆
菌+酿酒酵母;丁酸钠+地衣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
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木聚糖酶+淀粉酶+β-甘露聚糖酶+葡萄糖氧化酶;
木聚糖酶+蛋白酶+β-甘露聚糖酶+淀粉酶;木聚糖酶+β-甘露聚糖酶+葡萄
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淀粉酶;枯草芽孢杆菌+地
衣芽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丁酸钠;粪肠球菌+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酶+β甘露聚糖酶;甘油脂肪酸酯+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酵母）;丁酸梭菌
+短小芽孢杆菌+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粪肠球菌+丁酸梭菌+短小芽孢杆菌+
葡萄糖氧化酶+蛋白酶+淀粉酶;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木聚糖酶+β-甘露
聚糖酶+淀粉酶;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蛋白酶+纤维素酶;
葡萄糖氧化酶+丁酸梭菌+粪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β-甘露聚糖酶;溶菌酶
（源自鸡蛋清）+甘油脂肪酸酯;溶菌酶（源自鸡蛋清）+地衣芽孢杆菌***

2022/5/17

2025/6/2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5/17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5/20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5/20

有效

生产地址
、注册地
址名称变
更

山西晓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4EM64K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30

大蒜素;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A;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DL-蛋氨酸;乳酸钙;丁
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虾青素;凝结芽孢杆菌;甘露寡糖;葡
萄糖氧化酶;乳酸片球菌;胆汁酸;双乙酸钠;β-胡萝卜素;桉叶油(蓝桉油);
甲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液态乳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粪肠
球菌;液态酿酒酵母;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乳酸钙;液态dl-α-生育酚
乙酸酯;液态苹果酸;液态磷酸二氢钙***

平陆县三门吉兴石膏粉厂

91140829L162947126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T08002

硫酸钙（石膏粉）***

2022/5/24

2027/5/2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5/24

有效

晋饲添(2021)H11030

大蒜素;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
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A;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DL-蛋氨酸;乳酸钙;丁
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虾青素;凝结芽孢杆菌;甘露寡糖;葡
萄糖氧化酶;乳酸片球菌;胆汁酸;双乙酸钠;β-胡萝卜素;桉叶油(蓝桉油);
甲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
液态乳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粪肠
球菌;液态酿酒酵母;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乳酸钙;液态dl-α-生育酚
乙酸酯;液态苹果酸;液态磷酸二氢钙；蒲公英根提取物；溶菌酶；甘草提
取物（粉）***

2022/5/27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5/27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70

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
酶;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虾
青素;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姜黄素;胆汁酸;溶菌酶;三丁酸甘油酯;
柠檬酸;牛磺酸;葡萄糖酸钙;硫酸铜;硫酸锌;磷酸二氢钾;牛至香酚;甘露寡
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苜蓿提取
物;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甘草提
取物(粉);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发酵乳
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苹果酸;液态核
黄素（维生素B2）;液态藤茶黄酮;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沼泽红假单胞
菌；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碘化钾；液态苯甲酸钠；液态蒲公英根固
体提取物***

2022/5/27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5/27

有效

增加产品

山西晓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K4EM64K

91140821699146520B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山西金莉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金馥康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太原市威尔潞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临猗县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91140830MA0HDJMK9Y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105

91140830056292620F

91140100087074319W

91140821699146520B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丁酸梭菌;硫酸镁;核黄素（维生素B2）;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L-抗
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

2022/6/14

2027/6/1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6/14

有效

晋饲添(2022)H08102

溶菌酶（源自鸡蛋清）;L-赖氨酸盐酸盐+DL-蛋氨酸;维生素A+维生素D3+维
生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L-赖氨酸盐酸盐+丙酸钙;地衣芽孢
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凝结芽孢杆菌;牛至香酚+地衣芽孢杆菌;紫苏籽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亚麻酸、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枯草
芽孢杆菌+酿酒酵母;L-抗坏血酸（维生素C）+壳寡糖（寡聚β-(1-4)-2-氨
基-2-脱氧-D-葡萄糖）（n=2～10）+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柠
檬酸+液态乙酸;液态粪肠球菌+液态牛磺酸;液态L-抗坏血酸（维生素C）+
液态地衣芽孢杆菌***

2022/6/14

2027/6/13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6/14

有效

晋饲添(2021)H01003

富马酸+苹果酸+柠檬酸+山梨酸+乳酸;富马酸+苹果酸+柠檬酸+山梨酸+乳酸
+丁酸;屎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D3;L-赖氨酸盐酸盐;氯化
胆碱;DL-蛋氨酸;烟酸;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液态甘露寡
糖+液态25-羟基胆钙化醇（25-羟基维生素D3）+液态维生素D3+液态L-赖氨
酸盐酸盐;碳酸氢钠+氯化钾；维生素C***

2022/7/11

2026/10/14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11

有效

增加产品

晋饲添(2021)H11070

枯草芽孢杆菌;粪肠球菌;地衣芽孢杆菌;酿酒酵母;丁酸梭菌;葡萄糖氧化
酶;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虾
青素;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姜黄素;胆汁酸;溶菌酶;三丁酸甘油酯;
柠檬酸;牛磺酸;葡萄糖酸钙;硫酸铜;硫酸锌;磷酸二氢钾;牛至香酚;甘露寡
糖;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苜蓿提取
物;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甘草提
取物(粉);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甲酸;液态发酵乳
杆菌;液态大蒜素;液态L-赖氨酸;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苹果酸;液态核
黄素（维生素B2）;液态藤茶黄酮;液态桉叶油(蓝桉油)；沼泽红假单胞
菌；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碘化钾；液态苯甲酸钠；液态蒲公英根固
体提取物；液态甘草提取物；桉叶油（蓝桉油）***

2022/7/11

2026/11/17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11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7/11

2027/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11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7/27

2026/9/6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27

有效

法定代表
人变更

许可内容

晋彪农牧科技（山西）有限
公司

91140821MA0MRFX05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11002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低聚壳
聚糖；硫酸铜；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大蒜素；酿酒酵母；胆汁酸；
葡萄糖酸钙；氯化钠；碳酸氢钠；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液态胆汁
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虾青素；液态硫酸铜；液态丁酸梭
菌；液态大蒜素；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杜仲叶提取物；红法夫酵
母；沼泽红假单胞菌；溶菌酶；核黄素（维生素Ｂ2）；葡萄糖氧化酶；磷
酸二氢钙+维生素Ａ乙酸酯+维生素Ｄ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
素B2）；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
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甘草提取物；液态乳酸钙***

山西朗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122MA0KEHUN7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01002

L-抗坏血酸（维生素C）;牛磺酸;葡萄糖氧化酶;脂肪酶;地衣芽孢杆菌;枯
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胆汁酸;氧化锌;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
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
苷）;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

备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2022/7/19

2027/7/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19

有效

2022/7/19

2027/7/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19

有效

2022/7/19

2027/7/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19

有效

2022/7/29

2027/7/2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7/29

有效

2022/8/26

2026/5/9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8/26

有效

备注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L-抗坏血酸（维生素C）;氯化胆碱;
运城鑫富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GW2E00L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004

磷酸二氢钾;枯草芽孢杆菌;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硫酸
锌;1,8-桉叶素;胆汁酸;葡萄糖酸钙;碳酸氢钠;植物乳杆菌;丁酸梭菌;
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红法夫酵母;液态氯化胆碱;液态甲酸;液态硫酸
铜;液态大蒜素;液态碘化钾;液态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液态苯甲酸
钠;液态葡萄糖酸钙;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枯草芽孢杆
菌***
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山西科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KKH4A8D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005

丁酸梭菌;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虾青素;胆汁酸;乳酸片球菌;
硫酸镁+硫酸亚铁+磷酸二氢钙;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至香酚;液态磷
酸二氢钙;液态柠檬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
液态虾青素;液态碘化钾;液态牛磺酸;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
牛磺酸+粪肠球菌;L-抗坏血酸（维生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

山西鑫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81MA7Y2M0G28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006

山西东方中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0122330489267L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1103

+dl-α-生育酚乙酸酯;桉叶油(蓝桉油);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
K3）;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核黄素（维生素B2）;氯化胆碱;甜菜碱
盐酸盐;乳酸钙;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
仲黄酮）+粪肠球菌;葡萄糖酸钙;苯甲酸;柠檬酸;胆汁酸;葡萄糖氧化
酶;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虾青素;丁酸梭菌;酿酒酵母+大蒜素;硫酸
铜+硫酸亚铁;磷酸二氢钾;液态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牛磺酸;液
态枯草芽孢杆菌;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甲酸;液态虾青素;液态杜仲叶提
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乙酸;液态
大蒜素;液态胆汁酸;液态甘草提取物(粉)***

枯草芽孢杆菌;酿酒酵母;葡萄糖酸钙;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氰钴胺

（维生素B12）;液态牛磺酸;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植物乳杆菌;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
生素E+液态叶酸;液态乳酸钙+液态维生素A+液态维生素D3***

大蒜素;牛磺酸;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

山西晓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4EM64K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30

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维生素A;天然维生素E;亚硫酸氢钠
甲萘醌（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核黄素（维生素B2）;DL-蛋氨
酸;乳酸钙;丁酸梭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虾青素;凝结芽孢
杆菌;甘露寡糖;葡萄糖氧化酶;乳酸片球菌;胆汁酸;双乙酸钠;β-胡萝
卜素;桉叶油(蓝桉油);甲酸钙;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
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乳酸;液态柠檬酸;液态葡萄糖酸钙;
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粪肠球菌;液态酿酒酵母;液态沼泽红假
单胞菌;液态乳酸钙;液态dl-α-生育酚乙酸酯;液态苹果酸;液态磷酸
二氢钙; 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溶菌酶（源自鸡蛋清）;甘草提取物
(粉) ;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碘化钾***

增加产品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2/8/26

2026/8/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8/26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8/26

2027/7/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8/26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8/26

2027/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8/26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8/31

2027/8/30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8/31

有效

2022/9/16

2027/9/1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9/16

有效

胆汁酸;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菌;沼泽红假单胞菌;蛋白酶;脂肪酶;

山西季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BCK72T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7

磷酸二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大蒜素;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
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
生素B2）;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溶菌酶;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
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柠檬酸;碳酸氢钠;地衣芽孢杆菌;液态葡萄糖
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乙酸+液态
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牛磺酸;肌醇+氯化胆碱;粪肠球菌;1,8-桉叶
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牛至香酚***

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山西科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KKH4A8D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005

丁酸梭菌;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虾青素;胆汁酸;乳酸片球菌;
硫酸镁+硫酸亚铁+磷酸二氢钙;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至香酚;液态磷
酸二氢钙;液态柠檬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
液态虾青素;液态碘化钾;液态牛磺酸;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液态硫
酸铜;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K3）;低

晋彪农牧科技(山西)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MRFX05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11002

山西联邦正大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晋源分公司

91140110MA0LLGJK9A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1007

芮城县方宏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

911408301137214028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107

聚壳聚糖;硫酸铜;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大蒜素;酿酒酵母;胆汁
酸;葡萄糖酸钙;氯化钠;碳酸氢钠;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液态胆汁
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柠檬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虾青素;液态硫酸铜;液
态丁酸梭菌;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
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红法夫酵母;沼泽红假单胞菌;溶
菌酶（源自鸡蛋清）;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磷酸二氢
钙+硫酸镁+硫酸亚铁;L-赖氨酸盐酸盐+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
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态
甘草提取物(粉);液态乳酸钙;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

牛磺酸;葡萄糖氧化酶;L-抗坏血酸（维生素C）;胆汁酸;柠檬酸;溶菌酶
（源自鸡蛋清）;丁酸梭菌;甘草提取物(粉);糖萜素(源自山茶籽饼);屎肠
球菌;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D3+维生素E***

淫羊藿提取物（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枯草芽孢杆菌;牛磺酸+枯草芽

孢杆菌;核黄素（维生素B2）;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油酸
、亚麻酸、黄酮）;胍基乙酸+地衣芽孢杆菌***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许可证信息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许可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内容

有效期起始日
期

有效期终止日
期

发证机关

核发日期

证书
状态

备注

2022/9/20

2027/7/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9/20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9/20

2026/8/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9/20

有效

增加产品

2022/9/26

2027/9/25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9/26

有效

2022/9/29

2027/1/18

山西省农业农
村厅

2022/9/29

有效

L-抗坏血酸（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

山西科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KKH4A8D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005

丁酸梭菌;大蒜素;低聚木糖（木寡糖）;虾青素;胆汁酸;乳酸片球菌;
硫酸镁+硫酸亚铁+磷酸二氢钙;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杜仲叶提取
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牛至香酚;液态磷
酸二氢钙;液态柠檬酸;液态乳酸片球菌;液态大蒜素;液态丁酸梭菌;
液态虾青素;液态碘化钾;液态牛磺酸;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液态硫
酸铜;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
+dl-α-生育酚乙酸酯+L-赖氨酸盐酸盐;1,8-桉叶素***

胆汁酸;低聚壳聚糖;枯草芽孢杆菌;沼泽红假单胞菌;蛋白酶;脂肪酶;

山西季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140821MA0KBCK72T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1)H11057

山西力诺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91140827MA7YLCP07X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08008

磷酸二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大蒜素;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
素C）;L-抗坏血酸（维生素C）+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
生素B2）;虾青素;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
杜仲黄酮）;L-抗坏血酸（维生素C）;丁酸梭菌;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维生素K3）;甜菜碱盐酸盐;溶菌酶;β-1，3-D-葡聚糖（源自酿酒
酵母）;葡萄糖氧化酶;柠檬酸;碳酸氢钠;地衣芽孢杆菌;液态葡萄糖
酸钙;液态大蒜素;液态虾青素;液态沼泽红假单胞菌;液态乙酸+液态
甲酸+液态柠檬酸;液态牛磺酸;肌醇+氯化胆碱;粪肠球菌;1,8-桉叶
素;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牛至香酚;嗜酸乳杆菌;酿酒酵母;液态柠檬酸
***
牛磺酸;胆汁酸;丁酸钠;维生素A;双乙酸钠;酿酒酵母;淫羊藿提取物

（有效成分为淫羊藿苷）;液态牛磺酸***

牛磺酸;L-抗坏血酸（维生素C）;亚硫酸氢钠甲萘醌（维生素K3）;

晋彪农牧科技(山西)有限公

司

91140821MA0MRFX05W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晋饲添(2022)H11002

低聚壳聚糖;硫酸铜;枯草芽孢杆菌;植物乳杆菌;大蒜素;酿酒酵母;胆
汁酸;葡萄糖酸钙;氯化钠;碳酸氢钠;甜菜碱盐酸盐;氯化胆碱;液态胆
汁酸;液态大蒜素;液态柠檬酸;液态碘化钾;液态虾青素;液态硫酸铜;
液态丁酸梭菌;液态盐酸硫胺（维生素B1）;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
分为绿原酸、杜仲多糖、杜仲黄酮）;红法夫酵母;沼泽红假单胞菌;
溶菌酶（源自鸡蛋清）;核黄素（维生素B2）;葡萄糖氧化酶;磷酸二
氢钙+硫酸镁+硫酸亚铁;L-赖氨酸盐酸盐+维生素A乙酸酯+维生素
D3+dl-α-生育酚乙酸酯+核黄素（维生素B2）;液态2-羟基苯甲酸
(水杨酸 ) :液态蒲公英根固体提取物;液态生姜提取物(生姜浸膏);液
态甘草提取物(粉);液态乳酸钙;液态紫苏籽提取物（有效成分为α-亚
油酸、亚麻酸、黄酮）;液态杜仲叶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杜
仲多糖、杜仲黄酮）;液态桉叶油(蓝桉油)***

增加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