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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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阳村 养殖场 裴自发 2003 1 养羊 河滩 彩钢

2 西阳村 养殖场 裴苏民 2013 1.5 养羊 河滩 砖房、彩钢羊棚

3 西阳村 养殖场 张飞剑 2011 2 养羊 河滩 彩钢房

4 西阳村 养殖场 姚平 2014 2 养羊 河滩 彩钢羊棚

5 西阳村 养殖场 张青 2012 0.7 养羊 河滩 彩钢羊棚

6 西阳村 养殖场 裴江江 2012 0.8 养羊 河滩 彩钢羊棚

7 西阳村 养殖场 裴随苗 2011 0.5 养羊 河滩 彩钢羊棚

8 西阳村 养殖场 张学敏 2013 1 养羊 河滩 彩钢羊棚

9 西阳村 养殖场 李国栋 2013 7 养牛 河滩 彩钢牛棚

10 西阳村 养殖场 张志宏 2013 1 养羊 河滩 彩钢羊棚

11 西阳村 废弃 常秋兰 2002 0.5 废弃 河滩 砖房

12 西阳村 养殖场 常满太 2013 1 养羊 河滩 砖房、彩钢羊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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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阳村 养殖场 张中华 2002 1.5 养猪 村北九组 砖房

14 西阳村 养殖场 张会民 2003 2 养猪 村北九组 砖房

15 西阳村 养殖场 张乃康 2013 1.5 养猪 村北十一组 砖房、彩钢棚

16 西阳村 英杰薯业 张英杰 2001 5.2 红薯加工 村南五组打场 砖房、彩钢棚

17 三焦 养殖场 姚金升 2008 1.21 养猪 四组村西南路南 其它

18 三焦 林庆养殖场 姚建勤 2011 3 养猪 三组路北村西北边 其它 有手续

19 三焦 养殖场 卫继斌 2008 0.34 养羊 一组路北村东北 其它

20 三焦 养殖场 李安牢 2000 1 养鸡 二组路南村中间南 其它

21 三焦 三焦彩萍养殖场 刘亚军 2017 4 养猪 二组路北村北坳里 其它 有手续

22 三焦 三焦彩萍养殖场 刘亚军 2017 0.6 养猪 村北中间巷北边二组 其它 有手续

23 上田 养殖场 闫守兴 2013 1 畜禽养殖 麻沟 日光温室

24 上田 养殖场 丁光明 2011 1.1 畜禽养殖 麻沟 日光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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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田 养殖场 胡克云 2012 1.1 畜禽养殖 麻沟 日光温室

26 上田 养殖场 孙正民 2011 0.61 畜禽养殖 麻沟 日光温室

27 高家 养殖场 高连孝 2012 1 养殖 二组大路边 石棉瓦

28 高家 养殖场 高忠申 2007 0.21 养殖 三组一号井 石棉瓦

29 高家 养殖场 高俊忍 2018 2 养殖 二组姚头庙 石棉瓦 大棚

30 高家 养殖场 高维华 2006 1 养殖 二组 石棉瓦

31 高家 养殖场 高光华 2009 0.3 养殖 一组四方来 石棉瓦

32 高家 养殖场 高建华 2010 0.5 养殖 一组二号井 石棉瓦

33 高家 养殖场 高升弟 2011 0.5 养殖 一组南沟 石棉瓦

34 高家 养殖场 高升科 2017 1 养殖 一组姚头庙 石棉瓦

35 高家 养殖场 高武贤 2008 1 养殖 二组70亩 石棉瓦

36 高家 养殖场 高进发 2005 1 养殖 一组老砖厂 石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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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高家 养殖场 高建生 2007 0.7 养殖 一组南场 石棉瓦

38 高家 养殖场 高文虎 2009 2 养殖 三组17亩 石棉瓦

39 高家 养殖场 高军孝 2017 1.41 养殖 三组西坡板 大棚

40 高家 养殖场 高继华 2015 1.01 养猪 一组 其它

41 古伦村 花椒存储 韩自红 2019 0.26 花椒存储 四组 其它

42 古伦村 养殖场 杜宝强 2010 1.28 养殖 五组 其它

43 古伦村 花椒存储 毛根朝 2007 0.51 花椒存储 五组 其它

44 古伦村 花椒存储 毛长红 2018 0.93 花椒存储 五组 其它

45 古伦村 养殖场 雷振刚 2018 1.8 养殖 六组 其它

46 西太阳村 养鸡 王永锋 2010 1.9 养殖 一组 其它

47 西太阳村 养猪 陈胜功 2010 1.13 养殖 六组 其它

48 西太阳村 养猪 杨卫红 2009 0.83 养殖 七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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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西太阳村 养猪 王武平 2014 2.6 养猪 二组 其它

50 西太阳村 养猪 王玉锋 2011 1.37 养猪 六组 其它

51 西太阳村 养猪 王跃锁 2008 0.62 养猪 二组 其它

52 西太阳村 养猪 高才亮 2009 0.52 养猪 一组 其它

53 西太阳村 养猪 王自忠 2016 0.78 养猪 七组 其它

54 西太阳村 养猪 王忠义 2008 1.85 养猪 六组 其它

55 西太阳村 养殖场 袁兰聪 2010 0.09 养殖 三组 其它

56 西侯度村 养殖场 赵君峰 2011 1.59 畜禽 新村自然村东 其他

57 西侯度村 养殖场 薛自民 2010 1 畜禽 西侯度村南 其他

58 焦芦村 养殖场 王发展 2003 1 养殖场 村东北八组 其它

59 焦芦村 永朋养殖专业合作社 陈鹏 2019 2.5 养殖场 村西北二组 其它 有手续

60 焦芦村 农产品存贮 姚喜龙 2010 0.61 农产品存贮 村南五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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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焦芦村 农产品存贮 陈太来 2018 5 农产品存贮 村西农场地 其它

62 焦芦村 养殖场 陈建英 2013 1.81 养猪 村东四组 其它

63 焦芦村 养殖场 王永军 2010 2 养猪 村东四组 其它

64 焦芦村 养殖场 王宁 2010 1.3 养猪 村东四组 其它

65 焦芦村 养殖场 陈永康 1997 0.9 养猪 村东八组 其它

66 焦芦村 养殖场 郑建新 2013 2 养猪 村北二组 其它

67 焦芦村 养殖场 郑永强 2010 1.5 养猪 村北二组 其它

68 焦芦村 养殖场 陈建强 2000 0.9 养猪 村西套沟八组 其它

69 焦芦村 养殖场 陈国荣 2016 0.59 养猪 村东北八组 其它

70 焦芦村 养殖场 陈国峰 2017 2.71 养猪 村东北三组 其它

71 焦芦村 养殖场 陈乃敬 2014 0.75 养猪 村东北三组 其它

72 焦芦村 养殖场 谭荣华 2010 0.9 养猪 村南六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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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焦芦村 养殖场 陈苏民 2001 2.1 养猪 村东四组 其它

74 王瑶村 花椒存储 赵仰云 2014 2.3 花椒存储 六组村北 彩钢

75 王瑶村 花椒分栋包装 赵向勤 2014 2.13 花椒分栋包装 二组巷南 彩钢

76 王瑶村 花椒分栋包装 赵向勤 2014 2.13 花椒分栋包装 二组巷南 彩钢

77 王瑶村 花椒存储 范小亮 2018 0.54 花椒存储 二组巷南 彩钢

78 王瑶村 王范村自民养猪场 赵自民 2014 2 养猪 三组村北 彩钢石棉瓦 有手续

79 王瑶村 养殖场 赵守朋 2010 0.84 养殖场 三组巷西 彩钢

80 王瑶村 花椒加工 赵兴明 2019 1 花椒加工 四组 其它

81 王瑶村 养殖场 杜艳峰 2015 4.44 养殖 三组 其它

82 北曲村 开发区苏珍保养猪场 阴煜侨 2020 1.596 养殖 1组 其它

83 北曲村 前北曲村刘光养猪场 董佳奇 2020 1.98 养殖 1组 其它 有手续

84 北曲村
风陵渡开发区苏珍保

养猪场
苏珍保 2020 3 养殖 1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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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北曲村 养殖 刘兴君 2012 0.47 养殖 2组 其它

86 北曲村 养殖 刘兴君 2013 5.7 养殖 2组 其它

87 北曲村 兴君养殖场 刘兴君 2019 0.9 养殖 2组 其它 有手续

88 北曲村 北曲村刘光养猪场 刘光 2018.07 5.07 养殖 1组 其它

89 北曲村 刘光养猪场 刘光 2018.07 5.32 养殖 1组 其它

90 北曲村
风陵渡镇北曲村吉兴

远养猪场
刘作安 2019 1.47 养殖 8组 其它

91 北曲村
风陵渡镇北曲村吉兴

远养猪场
刘作安 2019 3.35 养殖 8组 其它

92 北曲村 养殖 王小雷 2020 3.5 养殖 3组 其它

93 北曲村 养殖 刘建红 1992 0.58 养殖 7组 其它

94 北曲村 养殖 刘作平 1997 0.58 养殖 10组 其它

95 北曲村 养殖 刘彦富 1995 33.516 养殖 10组 其它

96 堡子村 养猪场 何金章 2008 2 猪 堡子村东头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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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堡子村 养殖场 杨建康 2005 1.1 猪 堡子村村北150米 其它

98 堡子村 养殖场 李双锁 2015 2 猪 堡子村村北1000米 其它

99 堡子村 养殖场 尚满升 2008 2 猪 堡子村村北1000米 其它

100 堡子村 养殖场 牛太平 2015 3 鸡 堡子村村北1000米 其它

101 堡子村 养殖场 尚忠杰 2000 1.5 鸡 堡子村村北50米 其它

102 堡子村 养殖场 杜晋强 2000 2.2 猪 堡子村村北1000米 其它

103 堡子村 养殖场 尚卫朋 2015 1.8 猪 堡子村村北200米 其它

104 堡子村 养殖场 尚国辉 2019 3 鸡 堡子村村西150米 其它

105 堡子村 养殖场 王兴强 2000 3 鸡 堡子村村西250米 其它

106 堡子村 养殖场 杜康强 2008 3 鸡 堡子村村西200米 其它

107 堡子村 养殖场 杜小杰 2000 1.5 鸡 堡子村村西150米 其它

108 堡子村 养殖场 尚长余 2000 1.5 鸡 堡子村村西200米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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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堡子村 养殖场 杜武民 2000 1.2 鸡 堡子村村西200米 其它

110 堡子村 养殖场 杜国强 2016 1.5 鸡 堡子村村西1000米 其它

111 东三村 养殖场 尚小平 1999 3.78 养鸡 村西 其它

112 东三村 养殖场 贺银芳 2009 3.53 养鸡 风平线北 其它

113 东三村 养殖场 杜乃真 1998 1.86 养鸡 风平线北 其它

114 东三村 养殖场 李学忍 2002 3.6 养猪 风平线南 其它

115 东三村
风陵渡开发区炜鸿养

殖场
李卫红 2021 8.4 养猪 三里村北 其它 有手续

116 东三村 养殖场 樊建海 2016 9.3 养猪 东太阳村南 其它

117 东三村 尚仰田养殖场 尚仰田 2016 9.75 养猪 东太阳村南 其它 有手续

118 东三村 东太阳尚海生养殖场 尚海生 2016 9.15 养猪 东太阳村南 其它 有手续

119 田村 养殖 荣建波 2007 0.6 养殖 2组田村 其它 拆

120 田村 养殖 杨全民 2012 1.5 养殖 田村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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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田村 养殖 杨全民 2012 1.5 养殖 田村 其它

122 田村 养殖 王满意 2014 0.71 养殖 8组田村 其它

123 田村 养殖 王军明 2017 1.5 养殖 田村 其它

124 田村 养殖 王收喜 2017 0.94 养殖 田村 其它

125 田村 风陵渡田村王琦养猪场 王琦 2015 4 养殖 田村 其它 有手续

126 田村 养殖 王刚 2017 4.15 养殖 田村 其它

127 田村
风陵渡田村王卫国养

猪场
王卫国 2016 3.5 养殖 田村 其它 有手续

128 候峰村 养殖场 姚万合 2003 0.51 养羊 三组村南 砖房水泥板

129 候峰村 养殖场 姚卫民 2005 0.35 无 二组村南 砖房水泥板

130 候峰村 养殖场 姚寿华 2003 1.41 养猪 村南 砖房水泥板

131 候峰村 养殖场 姚新德 2008 0.52 养猪 三组村北 砖房水泥板

132 候峰村 养殖场 姚世海 2019 0.58 养鸡 四组 砖房彩钢瓦

第 11 页，共 31 页



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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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候峰村 养殖场 姚新德 2008 13.68 养猪 三组 砖房彩钢瓦

134 候峰村 养殖场 刘喜芳 2003 3.82 养猪 二组村南 砖房水泥板

135 候峰村 养殖场 姚国强 2007 2.94 养猪 三组村南 砖房水泥板

136 候峰村 中信花椒合作社 高小平 2016 5.24 花椒存储 侯峰村西 砖房彩钢瓦 有手续

137 候峰村 养殖场 姚建奎 2003 0.08 养猪 五组村西 砖房水泥板

138 候峰村 养殖场 刘朋飞 2008 0.51 养羊 二组村南 砖房彩钢瓦

139 候峰村 养殖场 姚作荣 2003 2.3 养猪 二组村南 砖房水泥板

140 候峰村 养殖场 王发财 2005 2.3 养羊 侯峰北基 砖房水泥板

141 候峰村 养殖场 尚艳武 2003 2.1 养猪 候峰北基 砖房水泥板

142 候峰村 养殖场 张立元 2006 1.56 养猪 候峰七组 其它

143 候峰村 养殖场 张立虎 2007 1.56 养殖场 候峰十组 其它

144 候峰村 养殖场 张卫华 2002 0.22 养殖场 候峰八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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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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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候峰村 养殖场 杨淑芳 2008 39.68 养殖场 候峰七组 其它

146 华望村 养殖场 尚博峰 2015 6.7 畜禽 华望村外环路南沟 其它

147 华望村 养殖场 王瑞强 2015 1.5 畜禽 华望村外环路南沟 其它

148 华望村 养殖场 王宏宽 2015 1.77 畜禽 华望村村东三组 其它

149 华望村 华望村王纪勇养猪场 王纪勇 2016 28 畜禽 华望村村东三组 其它 有手续

150 华望村 养殖场 王瑞华 2015 1.92 畜禽 华望村村四组北边 其它

151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刘重义 1999 0.98 畜禽养殖
五一村2组东：路 南：王亮亮

西：沟 北：陈定民
其它

152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张建良 2000 0.98 畜禽养殖
五一村3组东：路 南：刘安旺

西：壕 北：路
其它

153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刘国敏 2019 0.76 畜禽养殖
五一村6组东：路 南：刘文兴

西：刘永亮 北：路
其它

154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刘勤孝 2007 0.68 畜禽养殖
五一村7组东：路 南：刘治青

西：刘新宽 北：李青池
其它

155 中瑶新村 养殖场 王喜成 2018 1.88 畜禽养殖
五一村4组东：路 南：刘小成

西：沟 北：刘三旺
其它

156 中瑶新村 养殖场 余德安 2017 1.97 畜禽养殖
五一村3组东：刘永义 南：刘红亮

西：路 北：刘文亮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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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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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刘永成 2014 2.3 畜禽养殖
五一村2组东：路 南：刘新建

西：王成亮 北：刘文亮
其它

158 中瑶新村
风陵渡开发区鑫来养

殖场
刘养千 2019 5 畜禽养殖

五一村6组东：沟 南：沟
西：路 北：刘自孝

其它 有手续

159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张登亮 2018 1.32 畜禽养殖 2015 其它

160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张建业 2013 0.45 畜禽养殖 2015 其它

161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张永刚 2017 0.73 畜禽养殖 2015 其它

162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张全新 2015 1.03 畜禽养殖 2015 其它

163 中瑶新村 农产品存贮 王作强 2013 3.03 农产品存贮 中瑶 其它

164 中瑶新村 农产品存贮 王作强 2013 1 农产品存贮 中瑶 其它

165 中瑶新村 养殖场 张前德 2010 0.82 养猪 中瑶 其它

166 芦王村 养殖场 韩淑民 2016 1 畜禽 一组村北钟头地路边 日光温室

167 芦王村 养殖场 吴海波 2015 2 畜禽 四组村南华望路西 日光温室

168 芦王村 养殖场 吴建周 2016 3 畜禽 三组村北路西 塑料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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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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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芦王村 养殖场 吴自锋 2018 2.5 畜禽 三组村北路西 塑料大棚

170 芦王村 养殖场 韩云朝 2018 2.3 畜禽 四组村南华望路西 日光温室

171 芦王村 养殖场 吴宗忍 2017 1.29 畜禽 三组村北路北 日光温室

172 芦王村 养殖场 郑策 2020 3 畜禽 二组村北钟头地 连栋温室

173 芦王村 养殖场 韩晓锋 2018 3 畜禽 二组风平线北 连栋温室

174 芦王村 养殖场 吴进秀 2016 1.29 畜禽 四组村北后地路西 连栋温室

175 芦王村 养殖场 吴建兴 2013 2 畜禽 三组风平线路北 日光温室

176 芦王村 养殖场 吴永革 2018 1.5 畜禽 四组村南华望路东 日光温室

177 芦王村 养殖场 吴启红 2017 1.8 畜禽 三组村南华望路西 日光温室

178 赵村 养牛棚 杨武民 0.8 畜牧养殖 青年路十字口 棚养

179 赵村 养羊场 孙玉梅 1.6 畜牧养殖 老沿黄路下坡处 连栋温室

180 王辽村 农产品存贮 相孟帅 2018 1.9 仓储 王辽村学校巷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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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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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王辽村 养殖场 张戈平 2001 1.08 养殖场 东至沟边，西至党立强，北至土崖 其它

182 王辽村 养殖场 相世发 2003 0.96 养殖场 东至地，南至照礼，北至小云 其它

183 王辽村 养殖场 党学功 2010 1.23 养殖场
东至土地，西至党富强，南至党关

波，西至路
其它

184 王辽村 仓储 党自勋 2010 3.36 仓储
东至大路，西至土地，北至张高峰

南至路
其它

185 王辽村 仓储 张建武 2019 8.53 仓储
北至土崖，东至党引章，南至路，

西至张国锋
其它

186 瑶珂中心村 养殖 苏玉峰 2011 0.42 养殖 东瑶珂村村南 其它

187 东章村 养殖场 李全廷 2002 1.04 畜禽养殖 东章一组 其它

188 东章村 养殖场 李元法 2000 1.01 畜禽养殖 东章一组 其它

189 东章村 养殖场 李麦元 2002 2.14 畜禽养殖 东章一组 其它

190 东章村 养殖场 李麦元 2016 0.3 畜禽 东章一组 其它

191 东章村 养殖场 董国武 2016 0.32 畜禽 东章一组 其它

192 东章村 养殖场 宁淑丽 2017 2.56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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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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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东章村 养殖场 宁淑丽 2018 2.56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194 东章村 养殖场 宁淑丽 2013 8.9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195 东章村 养殖场 肖建德 2016 0.3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196 东章村 养殖场 肖双喜 2012 3.76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197 东章村 养殖场 肖有生 2008 2.28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198 东章村 养殖场 高建红 2010 1.5 畜禽 东章村前坳自然村 其它

199 东章村 养殖场 段晓元 2005 2.74 畜禽 东章三组 其它

200 东章村 养殖场 肖世有 2016 1.38 畜禽 东章三组 其它

201 东章村 养殖场 宁彦荣 2009 1.49 畜禽 东章四组 其它

202 东章村 养殖场 常增义 2005 1.14 畜禽 东章七组 其它

203 东章村 养殖场 李晓华 2016 3 畜禽 东章三组 其它

204 东章村 养殖场 肖军强 2016 3 畜禽 东章三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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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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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东章村 养殖场 孙小军 2008 0.5 畜禽 东章三组 其它

206 东章村 养殖场 李振安 2008 0.8 畜禽 东章一组 其它

207 东章村 养殖场 宁建平 2005 1 畜禽 东章二组 其它

208 东章村 养殖场 王化民 2015 2 畜禽 东章一组 其它 有手续

209 东章村 养殖场 古建红 2014 2.52 畜禽 西章一组 其它

210 东章村 养殖场 古学民 2017 0.29 畜禽 西章三组 其它

211 东章村 养殖场 古学民 2017 0.3 畜禽 西章二组 其它

212 东章村 养殖场 古建红 2008 0.2 畜禽 西章一组 其它

213 东章村 花椒分栋包装 刘建华 2002 0.21 花椒分栋包装 西章 其它

214 东章村 花椒存储 刘建华 2018 0.21 花椒存储 西章 其它

215 东章村 花椒存储 张天明 2013 0.49 花椒存储 西章 其它

216 东章村
风陵渡开发区兴业养

殖场
高兵营 2020 4.5 养殖 前坳组 其它 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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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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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六官村 创富花椒合作社 常忠宝 2017 5.58 农产品存贮、晾晒 6组 彩钢瓦房 有手续

218 六官村 养殖场 姚建平 2008 2.77 养猪 1组 木质结构房

219 六官村 养殖场 姚青飞 2010 0.8 空场 1组 木质结构房

220 六官村 养殖场 姚福生 2014 0.37 养牛 2组 石棉瓦结构

221 六官村 六官村红娃养殖场 常红印 2015 2.04 养猪 6组 彩钢瓦房结构 有手续

222 六官村 养殖场 常国朋 2013 1.42 养猪 6组 彩钢瓦房结构

223 六官村 养殖场 常样平 2010 1.43 养猪 6组 彩钢瓦房结构

224 六官村 养殖场 常华朋 2014 1.06 空场 6组 木质结构房

225 六官村 养殖场 张百万 2013 3.37 养猪 6组 彩钢瓦房

226 六官村 养殖场 常小红 2005 0.67 养羊 6组 彩钢瓦房

227 六官村 养殖场 常平稳 2008 3.09 养猪 6组 彩钢瓦房

228 六官村 养殖场 常发建 2014 0.85 养牛 6组 彩钢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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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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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建设时间
面积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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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连栋温室、其他）
备注

229 西王村 养殖 王俊平 2010 0.61 养猪 二组 其它

230 西王村 养殖 候春生 2020 0.86 养猪 四组 其它

231 西王村 养殖 王永信 2013 1.64 养猪 二组 其它

232 西王村 养殖 李永波 2015 0.69 养猪 二组 其它

233 西王村 养殖 李英锋 2010 1.31 养猪 五组 其它

234 晓里 养殖 李世富 2020 1.75 畜禽 二组村南 其它

235 晓里 养殖 牛军强 2016 0.22 畜禽 四组村南 其它

236 晓里 养殖 牛彦武 2005 1 畜禽 五组村南 其它

237 晓里 养殖 梁兴军 2003 2.98 畜禽 四组村西 其它

238 晓里 养殖 牛高朋 2013 0.71 畜禽 五组村西 其它

239 晓里 养殖 任彦峰 2013 0.42 畜禽 二组村西 其它

240 晓里 养殖 崔明亮 2015 1.25 畜禽 四组村北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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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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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连栋温室、其他）
备注

241 晓里 养殖 牛晓凯 2013 1.17 畜禽 五组村北 其它

242 晓里 养殖 牛金龙 2017 0.46 畜禽 一组沿河路南 其它

243 晓里 养殖 牛彦强 2016 1.16 畜禽 沿河路南 其它

244 晓里 养殖 牛根强 2016 0.59 畜禽 二组沿河路南 其它

245 晓里 养殖 牛晓荣 2016 4.6 畜禽 五组沿河路南 其它

246 晓里 养殖 崔根正 2016 0.72 畜禽 二组沿河路南 其它

247 晓里 养殖 任江泉 2013 0.96 畜禽 三组 其它

248 晓里 养殖 乔俊红 2018 1.18 畜禽 一组 其它

249 晓里 养殖 牛安发 2013 0.36 畜禽 五组 其它

250 晓里 养殖 曾建民 2013 1.12 畜禽 二组 其它

251 晓里 养殖 牛俊青 2014 0.6 畜禽 二组村东 其它

252 晓里 养殖 牛绪千 2013 0.3 畜禽 一组村东 其它

第 21 页，共 31 页



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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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匼河村 匼河村刘运红养殖场 刘运红 0 8 养殖 一组 其它

254 匼河村 养殖 刘九胜 0 0.78 养殖 六组 其它

255 匼河村 韩云超猪场 韩云超 0 2 养殖 七组 其它 有手续

256 匼河村 刘国帅养猪场 刘国帅 0 3.5 养殖 七组 其它 有手续

257 匼河村 养殖 贾自强 0 1.31 养殖 一组 其它

258 匼河村 养殖 刘克陶 2016 0.71 养殖 一组 其它

259 匼河村 养殖 刘义贵 0 2 养殖 一组 其它

260 匼河村 养殖 刘晓锋 0 2.19 养殖 二组 其它

261 汉渡村 养殖场 李俊成 2011 6.64 养殖 汉渡村九组 其它

262 汉渡村 养殖场 李永成 2017 4.7 养殖 汉渡村八组 其它

263 汉渡村 李为民养殖场 李为民 2011 2 养殖 汉渡村十组 其它 有手续

264 汉渡村 养殖场 李世舒 1994 2 养殖 汉不度村十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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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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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汉渡村 养殖 李升文 2008 0.8 养殖 汉渡九组 其它

266 汉渡村 养殖 李全福 2017 1 养殖 汉渡八组 其它

267 汉渡村 养殖 李晓华 2010 1.19 养殖 汉渡村六组村南 其它

268 汉渡村 养殖场 牛晓龙 2008 3.16 养鸡 汉渡村五组村南 其它

269 汉渡村 养殖场 薛发忍 2012 0.77 养猪 汉渡村五组村村南 其它

270 汉渡村 汉渡国强养殖场 薛国强 2017 12.9 养猪 汉渡村五组村村南 其它 有手续

271 汉渡村 中鑫养殖场 薛国强 2004 1.25 养鸡 汉渡村五组村村南 其它 有手续

272 汉渡村 养殖场 薛云廷 2008 4 养鸡 汉渡村六组村南 其它

273 汉渡村 养殖场 李小林 2008 4 养鸡 汉渡村六组村南 其它

274 汉渡村 养殖场 高弟元 2013 1.7 养猪 汉渡村四组村南 其它

275 汉渡村 养殖场 薛保华 2017 0.75 养猪 汉渡村四组村南 其它

276 汉渡村 养殖场 薛金学 2011 2.8 养猪 汉渡村五组村南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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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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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汉渡村 养殖场 薛建文 2010 1 养鸡 汉渡村五组村南 其它

278 汉渡村 养殖场 李东才 2013 0.97 养猪 汉渡村五组村南 其它

279 汉渡村 养殖场 任喜民 1999 1 养鸡 汉渡村三组村南 其它

280 汉渡村 养殖场 薛立兴 2007 1.21 养猪 汉渡村三组村南 其它

281 汉渡村 养殖场 杜纪万 2019 1.63 养猪 汉渡村一组村南 其它

282 汉渡村 养殖场 姚永福 2019 0.13 养羊 汉渡村一组村南 其它

283 汉渡村 养殖场 曹纪方 2010 0.75 养猪 汉渡村二组村南 其它

284 汉渡村 养殖场 曹建红 2012 1.33 养猪 汉渡村二组村南 其它

285 汉渡村 养殖场 梁作栋 2012 1.14 养猪 汉渡村二组村南 其它

286 汉渡村 养殖场 杜永亭 2010 1.75 养猪 汉渡村一组村南 其它

287 汉渡村 养殖场 杜会军 2010 1 养羊 汉渡村一组村南 其它

288 汉渡村 养殖场 杜鹏阳 2001 0.75 养猪 汉渡村一组村南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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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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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田上村 养殖 朱兴华 2013 1.96 养猪 东路 西忠华 南路 北路 其它

290 田上村 农产品存贮 常立锋 2011 0.16 花椒存贮 四组东路 西沟 南路 北沟 其它

291 田上村 养殖 常兴贤 2014 0.69 养猪 一组东继贤 西兴才 南路 北路 其它

292 田上村 养殖 王自安 2020 2.35 养猪 五组东玉民 西路 南路 北路 其它

293 田上村 养殖 常喜云 2011 2.41 养猪 十组东路 西路 南以川 北其中 其它

294 田上村 养殖 王玉宝 2010 1.02 养猪 十二组东路 西路 南建民 北招绪 其它

295 田上村 养殖 韩天才 2013 1.4 养猪 东贯州 西更江 南路 北路 其它

296 田上村 养殖 杨运发 2016 2 养猪 十三组东路 西路 南红军 北百兴 其它

297 田上村 养殖 常立锋 2009 1.5 养猪 十组东西地 西路 南立社 北当华 其它

298 田上村 农产品存贮 常为信 2004 0.53 养猪 八组东富平 西路 南路 北增强 其它

299 田上村 养殖 贺兴邦 2015 3.5 养猪 十三组东建红 西闵峰  南渠 北路 其它

300 田上村 养殖 常红卫 2011 1.65 养猪 三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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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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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田上村 养殖 方春峰 2012 3.18 养猪 十一组 其它

302 田上村 养殖 姚建宁 2008 3.5 养猪 十三组东百朝 西建峰  南渠 北路 其它

303 田上村 养殖 姚菊葱 2008 0.17 养猪 二组 其它

304 田上村 养殖 王自峰 2020 0.5 养猪 十一组 其它

305 田上村 养殖 韩三红 2014 1 养猪 姚源组 其它

306 田上村 养殖 常喜峰 2013 0.49 养猪 十一组 其它

307 北节义 养殖 姬安民 2012 1.66 养猪 姬家村东 其它

308 北节义 养殖 庹国荣 2005 0.35 养羊 北节义村北 其它

309 北节义 养殖 杨小勇 2003 0.35 养猪 高崖头村西 其它

310 北节义 养殖 姚林 2009 0.5 养牛 北节义村南 其它

311 北节义 养殖 姚海林 2006 0.32 养猪 北节义村西南 其它

312 北节义 养殖 姚四孝 2019 0.77 养羊 北节义村西南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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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                                                                             

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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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北节义 养殖 姬正东 2008 1.05 养猪 姬家村 其它

314 北节义 养殖 姬世伟 2009 1.4 养猪 姬家村东 其它

315 北节义 养殖 姬志刚 2011 0.55 养猪 姬家村 其它

316 北节义 养殖 姬海生 2009 0.88 养猪 姬家村 其它

317 北节义 养殖 姚建德 2004 7.5 养鸡 姬家村西 其它

318 北节义 养殖 姬小刚 2009 1.01 养猪 姬家村 其它

319 北节义 养殖 姬玉明 2019 0.71 养猪 姬家村 其它

320 北节义 养殖 姚俊发 2008 3.24 养猪 北节义村南 其它

321 北节义 养殖 姬安富 2015 0.1 养猪 姬家村南 其它

322 北节义 养殖 肖中伟 2011 0.52 养猪 高崖头村西 其它

323 北节义 养殖 高兴鹏 2019 2.45 养猪 北节义村北 其它

324 北节义 养殖 姚波海 2003 1.75 养猪 北节义村东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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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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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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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北节义 养殖 姬江涛 2009 2.37 养猪 姬家村北 其它

326 北节义 易荣恒牧业有限公司 杨振国 2020 27.48 养猪 北节义 其它 有手续

327 中基 养殖 杨林立 2008 1.5 养猪、养羊 中基村三组 其它、日光温室

328 中基 养殖 刘卫平 2007 0.4 养猪 中基村一组 其它

329 中基 养殖 杨春山 2016 0.5 养牛 中基村二组 其它

330 中基 养殖 杨兴民 2007 0.8 养猪 中基村三组 其它

331 中基 养殖 杨耀锋 2007 0.5 养猪 中基村一组 其它

332 中基 养殖 孟军玲 2020 0.8 养羊 中基村三组 日光温室

333 中基 养殖 杨海娃 2003 0.4 养猪 中基村五组 其它

334 中基 养殖 李百忍 2003 0.4 畜禽水产养殖 中基村五组 其它

335 中基 养殖场 李俊东 2014 2.9 养殖 中基 其它

336 七里 养殖 史小明 2015 0.9 养猪 七里村一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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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渡镇设施农业用地排查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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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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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七里 养殖 建荣 2013 0.85 养猪 七里二组 其它

338 七里 养殖 柯勤苗 2017 0.76 养猪 七里九组 其它

339 七里 养殖 席根生 2015 1.7 养猪 上阳十组 其它

340 七里 养殖 席创喜 2014 1.08 养猪 上阳六组 其它

341 七里 养殖 王永朋 2005 0.37 养猪 上阳一组 其它

342 七里 养殖 王高义 2015 0.8 养猪 上阳8组 其它

343 七里 养殖 王廷朝 2015 2.8 养猪 上阳一组 其它

344 七里 养殖 席换平 2016 2.23 养猪 上阳村二组 其它

345 七里 养殖 申明刚 2018 1 养猪 上阳村十二组 其它

346 七里 养殖 席致民 2010 4.2 养猪 上阳二组 其它

347 七里 养殖 申永刚 2005 1.07 养猪 上阳十二组 其它

348 七里 养殖 柯小苗 2010 0.84 养猪 七里村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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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名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名称 建设时间
面积
（亩）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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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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七里 种植 董增强 2016 0.18 种植 上阳 其它

350 七里 众合生养殖场 祁雷 2018 2.3 养殖 北上阳九组 其它

351 阳贤 养殖 杨发义 2008 1.5 养猪 阳贤六组 其它

352 阳贤 阳贤村杨学德养猪场 杨学德 2013 10 养猪 阳贤五组 彩钢瓦温室 有手续

353 阳贤 养殖 杨发让 2012 1.05 养牛 阳贤四组 楼板

354 阳贤 阳贤村杨卫国养猪场 杨卫国 2016 1.7 养猪 阳贤村东 其它 有手续

355 阳贤 养殖 杨学安 2012 1.35 养猪 阳贤五组 其它

356 阳贤 养殖 王成让 2009 1 养猪 阳贤五组 其它

357 阳贤 养殖 杨红红 2009 1.7 养殖 阳贤六组 其它

358 阳贤 养殖 杨发宽 2011 1.5 养殖 阳贤六组 其它

359 阳贤 养殖 杨忠忍 2011 1 养殖 阳贤四组 其它

360 阳贤 养殖 杨兴让 2007 1.5 养殖 阳贤六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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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连栋温室、其他）
备注

361 阳贤 养殖 杨兴杰 2010 1.2 养殖 阳贤五组 其它

362 阳贤 养殖 王富强 2011 0.33 养殖 阳贤三组 其它

363 阳贤 养殖 薛武民 2014 0.9 养殖 阳贤三组 其它

364 阳贤 养殖 张学定 2016 1 养殖 阳贤六组 其它

合计 79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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