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1：

“大棚房”问题“回头看”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

     运城   市   芮城  县（市、区）   陌南  镇（镇、街道）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建设时间

面积
（亩）

用途
（作物种植、畜禽

水产养殖）

位置（村、组）
（详细到四至范

围）

设施农业类型
（塑料大棚、日光
温室、连栋温室、

其他）

备注

1 王永波养殖场 王永波 王永波 2013 0.64 养殖 陈张村坪坡组 其他

2 清源畜牧养殖 王耀宗 王耀宗 2020 2 养殖 陈张村坪坡组 其他

3 马乱喜果园小房 马乱喜 马乱喜 2015 0.25 看护房 陈张村二组 其他

4 关栋国养殖场 关栋国 关栋国 2008 0.22 养殖 陈张村四组 其他

5 关栋国收落果 关栋国 关栋国 2013 1.27 收落果 陈张村 其他

6
芮城县鑫润园养

殖有限公司
林永涛 林永涛 2016 34 养殖 陈张村坪坡组 其他

7 王永波养殖场 王永波 王永波 2013 0.89 养殖 陈张村五组 其他

8 关彦康养殖 关彦康 关彦康 2013 5.07 养殖 东夭村四组 其他

9 东夭村养鸡场 东夭村养鸡场 陈小康 2013 1.08 养殖 东夭村庄上村 其他

10 张少飞养殖 张少飞 张少飞 2009 1.28 养殖 东夭村南堡子村 其他

11 杨龙养殖 杨龙 杨龙 2006 7.46 养殖 东夭村二组 其他

12 杨荣养鸡场 杨荣 杨荣 2011 5.63 养殖 东夭村三组 其他

13 天喜盈桃合作社 王天喜 王天喜 2009 2.12 合作社 东夭村一组 其他

14 柴彦刚养猪场 柴彦刚 柴彦刚 2019 0.16 养殖 沟南村三组 其他

15 吕国强看护房 吕国强 吕国强 2019 0.28 看护房 沟南村道东组 其他

16 吕春耕看护房 吕春耕 吕春耕 2013 0.15 看护房 沟南村一组 其他

17 柴彦刚养殖 柴彦刚 柴彦刚 2009 1.76 养殖 沟南村马崖组 其他



18 王丽峰生猪养殖
场

王丽峰 王丽峰 2019 55 养殖 沟南村 其他

19 张读克养殖 张读克 张读克 2005 0.18 养殖 韩家村一组 其他

20 李雷养殖 李雷 李雷 2012 1.79 养殖 坑南村二组 其他

21 孙健养殖 孙健 孙健 2015 0.74 养殖 坑南村四组 其他

22 李雪养殖（猪） 李雪 李雪 2017 0.21 养殖 坑南村 其他

23 孙健养殖场 孙健 孙健 2018 0.15 养殖 坑南村三组 其他

24 阴中玉养殖场 阴中玉 阴中玉 2013 1.65 养殖 坑南村一组 其他

25 阴中天养殖场 阴中天 阴中天 2018 0.32 养殖 坑南村 其他

26 樊曙养殖场 樊曙 樊曙 2018 0.5 养殖 坑南村三组 其他

27 付空峰养殖场 付空峰 付空峰 2017 4.21 养殖 坑南村二组 其他

28 樊曙养殖 樊曙 樊曙 2018 0.07 养殖 坑南村一组 其他

29 史玉养殖（猪） 史玉 史玉 2018 0.42 养殖 坑南村四组 其他

30 赵宏林养殖场 赵宏林 赵宏林 2015 8.96 养殖 坑南村一组 其他

31 任经国看护房 任经国 任经国 2018 0.19 看护房 坑南村二组 其他

32 马伟东养殖场 马伟东 马伟东 2010 1.32 养殖 岭底村一组 其他

33 张雷康养殖场 张雷康 张雷康 2012 0.92 养殖 岭底村三组 其他

34 看护房 岭底村村委会 岭底村村委
会

2005 0.15 看护房 岭底村 其他

35 莲会波养殖 莲会波 莲会波 2013 2.44 养殖 岭底村四组 其他

36 刘七看护房 刘七 刘七 2013 0.37 看护房 岭底村一组 其他

37 杨春梅养殖场 杨春梅 杨春梅 2009 1.32 养殖 岭底村三组 其他

38 张德民养殖场 张德民 张德民 2017 1.02 养殖 刘堡村一组 其他

39 马安民养殖场 马安民 马安民 2018 3.34 养殖 刘堡村 其他

40 赵天龙养殖场 赵天龙 赵天龙 2016 1.67 养殖 刘堡村三组 其他

41 陈秋平养殖
（羊）

陈秋平 陈秋平 2014 1.01 养殖 柳湾村一组 其他

42 陈晶苪养殖
（羊）

陈晶苪 陈晶苪 2012 0.25 养殖 柳湾村四组 其他

43 李爱民看护房 李爱民 李爱民 2015 1 看护房 陌南村三组 其他

44 杨飞朋养殖 杨飞朋 杨飞朋 2016 2.7 养殖 陌南村一组 其他



45 裕昌畜牧有限公
司

李小平 李小平 2019 302.25 养殖 陌南村南堡子村 其他

46 瑞琦源养殖 张林俊 张林俊 2019 25.15 养殖 陌南村 其他

47 农业合作社 张东东 张东东 2017 1.78 农业合作社 陌南河滩地 其他

48 陈荣波养猪储料
场

陈荣波 陈荣波 2015 0.59 养猪储料场 陌南河滩地 其他

49 农机合作社 杨欢宁 杨欢宁 2012 5.4 农机合作社 陌南河滩地 其他

50 杨欢宁养殖 杨欢宁 杨欢宁 2012 9.08 养殖 陌南河滩地 其他

51 杨青彬养猪场 杨青彬 杨青彬 2016 0.58 养殖 陌南河滩地 其他

52 杨青彬养猪场 杨青彬 杨青彬 2016 0.27 养殖 陌南河滩地 其他

53 陈荣波养殖场 陈荣波 陈荣波 2015 1.24 养殖 陌南河滩地 其他

54 杨耀庆养殖场 杨耀庆 杨耀庆 2013 3.65 养殖 陌南河滩地 其他

55 马太师养殖场 马太师 马太师 2013 0.58 养殖 平王村一组 其他

56 马中林看护房 马中林 马中林 2000 0.31 看护房 平王村一组 其他

57 胡丹彦养殖场 胡丹彦 胡丹彦 2014 0.43 养殖 平王村四组 其他

58 景彦峰养殖场 景彦峰 景彦峰 2019 0.21 养殖 平王村三组 其他

59 代有名猪圈 代有名 代有名 2015 0.68 养殖 平王村一组 其他

60 宋彦峰养殖场 宋彦峰 宋彦峰 2019 0.72 养殖 平王村三组 其他

61 陈启森养殖场 陈启森 陈启森 2015 0.54 养殖 上坡村一组 其他

62 马军民养殖 马军民 马军民 2013 0.27 养殖 上坡村三组 其他

63 薛远辉苹果合作
社

薛远辉 薛远辉 2016 0.45 苹果合作社 上坡村五组 其他

64 张正民养殖 张正民 张正民 2013 0.52 养殖 上坡村四组 其他

65 张守民果库房 张守民 张守民 2017 0.15 果库房 上坡村 其他

66 薛远辉苹果合作
社

薛远辉 薛远辉 2016 0.46 苹果合作社 上坡村一组 其他

67 薛远辉养殖场 薛远辉 薛远辉 2016 0.5 养殖 上坡村三组 其他

68 鼎合养殖 谢志民 谢志民 2018 12 养殖 上坡村三组 其他

69 王峰养殖场 王峰 王峰 2011 0.29 养殖 岭底村石坡组 其他

70 崔狗吝养羊 崔狗吝 崔狗吝 2000 0.91 养殖 岭底村石坡组 其他

71 崔开争养猪 崔开争 崔开争 2000 0.22 养殖 岭底村石坡组 其他



72 福云农机合作社 牛福云 牛福云 2015 2.54 福云农机合作社 岭底村石坡组 其他

73 崔双林看护房 崔双林 崔双林 2000 0.04 看护房 岭底村石坡组 其他

74 马高朋养殖场 马高朋 马高朋 2013 0.23 养殖 寺前村一组 其他

75 刘虎民养殖场 刘虎民 刘虎民 2001 0.33 养殖 寺前村三组 其他

76 景朋飞养殖场 景朋飞 景朋飞 2018 2.85 养殖 寺前村一组 其他

77 福云农机合作社 牛福云 牛福云 2013 2.54 福云农机合作社 寺前村四组 其他

78 吕长醒看护房 吕长醒 吕长醒 2018 0.15 看护房 寺前村二组 其他

79 马占师看护房 马占师 马占师 2013 0.04 看护房 寺前村一组 其他

80 陈小军养殖场 陈小军 陈小军 2012 0.22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1 张建更养殖场 张建更 张建更 2014 0.94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2
芮城县振东养殖

专业合作社
张雪峰 张雪峰 2020 0.51 合作社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3 杨红兵养殖场 杨红兵 杨红兵 2017 6.1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4 杨红兵收落果 杨红兵 杨红兵 2019 1.34 收落果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5 王永别养殖场 王永别 王永别 2008 1.01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6 陈军养殖场 陈军 陈军 2013 0.99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7 陈小军养殖场 陈小军 陈小军 2012 0.27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8 李丰国养殖场 李丰国 李丰国 2017 1.34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89 李飞养殖场 李飞 李飞 2015 1.42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90 广积源养殖场 杨红兵 杨红兵 2016 9.96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91 陈乃军养殖场 陈乃军 陈乃军 2014 2.79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92 郭强国养殖场 郭强国 郭强国 2009 0.86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93 陈乃军养殖场 陈乃军 陈乃军 2014 0.94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94 马新庄废弃养殖
场

马新庄 马新庄 2015 0.54 养殖 东峪村潭道组 其他

95 胜胜养殖 张胜胜 张胜胜 2010 0.64 养殖 夭上村一组 其他

96 博智畜牧 博智畜牧 陈艳辉 2018 2.59 养殖 夭上村四组 其他

97 陈叶叶看护房 陈叶叶 陈叶叶 2015 0.25 看护房 夭头村三组 其他



98 鸿泰小麦合作社 刘开波 刘开波 2013 5.46 鸿泰小麦合作社 夭头村 其他

99 玉米合作社 张永福 张永福 2015 1.52 玉米合作社 夭头村一组 其他

100 谢演江养殖场 谢演江 谢演江 2019 1.68 养殖 夭头村三组 其他

101 王永福养殖场 王永福 王永福 2003 1.33 养殖 朱吕村三组 其他

102 李四看护房 李四 李四 2013 0.15 看护房 朱吕村一组 其他

103 姚文章腌桃 姚文章 姚文章 2011 2.57 腌桃 朱吕村三组 其他

104 李康看护房 李康 李康 2000 0.19 看护房 朱吕村四组 其他

105 王宏锁养殖场 王宏锁 王宏锁 2011 0.81 养殖 朱吕村三组 其他

106 李亚宁养殖场 李亚宁 李亚宁 2010 0.82 养殖 朱吕村二组 其他

107 李公道果园小房 李公道 李公道 2005 0.11 果园小房 朱吕村二组 其他

108 范卫国干糞棚 范卫国 范卫国 2011 0.65 干糞棚 杏花村一组 其他

109 刘香串养殖 刘香串 刘香串 2014 0.21 养殖 杏花村三组 其他

110 李小社养殖 李小社 李小社 2010 2.37 养殖 杏花村二组 其他

111 范卫国养殖 范卫国 范卫国 2011 38.29 养殖 杏花村 其他

112 李智梨养殖 李智梨 李智梨 2011 0.29 养殖 杏花村一组 其他

合计 6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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