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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吉祥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梅树华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梅媛 

职务：总助 

联系方式：0835-2361684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润兆渔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祝林 

职务：销售部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雅安茶厂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军 

职务：副总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雅安义兴藏茶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承义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茶厂 

联系人：杨军 

职务：副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蔡龙茶厂 

联系人：张明 

职务：销售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和龙茶厂 

联系人：张云秀 

职务：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龙河新竹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孙新勇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名山区西藏朗赛茶厂 

联系人：陈娜 

职务：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雨城区雅山大鲵良种繁

育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成和 

职务：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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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雨城区周公河雅鱼有限公

司 

联系人：邹庆宏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周公山精制茶厂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西康兄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清勇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友谊茶厂 

联系人：彭丽婷 

职务：销售部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荥经县塔山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姚清国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荥经县高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治德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荥经县鑫泰天麻菌种场 

联系人：何绍均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荥经一铭生态农业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 

联系人：陈一铭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荥经县朱氏砂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庆平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荥经县庄王黑砂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娜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荥经县曾氏庆红砂器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曾庆红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淮南堂豆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剑波 

职务：销售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钱记鸡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建胜 

职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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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大自然根艺厂 

联系人：刘大忠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东方乌木根艺馆 

联系人：吴坤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科龙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田学蓉 

职务：营销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马牛山翠香茶厂 

联系人：季柏韬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麒阳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骆朝锋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西河山药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高志强 

职务：社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盈安农业现代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平 

职务：副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县中国乌木根雕艺术城管

委会 

联系人：张志军 

职务：主任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芦山新三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明太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青衣美人公司 

联系人：杨志明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康源农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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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主管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良友木缘艺术品销售有限公

司 

联系人：余德斌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天功根艺金丝楠艺术馆 

联系人：刘琴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熊猫家园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跃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农兴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李强军 

职务：副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农耕时代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方勇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天全县天蜀森林蔬菜食品厂 

联系人：杨忠秀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亦品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秉国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天全县润兆鲟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祝林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天全县西蜀雅禾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联系人：游利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蓝公府投资公司 

联系人：方文虎 

职务：技术总监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石棉县田湾河野生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联系人：黄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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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石棉县和元核桃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倩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石棉县雪山神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  敏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雅仕轩酒庄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  轩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蒙顶山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应璋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川皇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大富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蒙顶山皇茶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开清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蒙顶山皇茗园茶业集团

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文学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蒙顶山跃华茶业集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张跃华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红梅 

职务：助理经理 

联系方式：0835-4380226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汉源县长行食品厂 

联系人：张天尧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5-4398829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汉源县骅楠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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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家川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28-64378611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汉源县九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  轩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835-4294566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汉源县永丰和食品厂 

联系人：吴素华 

职务：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0835-5890166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汉源县大渡河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  洲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835-4222350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汉源县燕山红贡椒农民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曹春霞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835-4385117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陇东镇红心猕猴桃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王玉康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陇东镇兴新中药材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欧永康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夹金山逢春养殖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毛林森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淡蓝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黄锐建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宝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武奎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大溪乡云竹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岳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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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兴源养蜂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杨永兴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仁朵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联系人：罗  伟 

职务：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下尚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  玲 

职务：社员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阿祥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张志军 

职务：理事长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茂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周和平 

职务：工作人员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宝兴县海鑫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明旭 

职务：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周记祖传棒棒鸡 

联系人：彭文彬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雨城区阴酱鸡风味酒楼 

联系人：牟  琼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雅安市雨城区双双牛肉食品厂 

联系人：杨  莉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向光明农庄 

联系人：向光明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N101 

单位名称：一叶一世界藏茶素火锅 

联系人：白 海 



 

 
18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天瑞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屈永强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黑猪肉 

企业简介：集现代高端有机特色生态动植物

养殖种植；水产养殖、科研开发；现代农牧

业观赏休闲；中小学现代农牧业教育、国学

文化传承；产品深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现代有机生态循环生物功能性开发立体农

牧业品牌企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康泰龙禽蛋深加工有限公

司 

联系人：程  云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蛋制品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年产量百

万枚．主要经营和加工广安特产“鄧老太”

盐皮蛋．2006 年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总局颁

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2009 年 3 月公司导

入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醉仙麻辣牛肉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汪洪福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麻辣牛肉 

企业简介：成立于 1992 年，位于广安市

武胜工业园区，是一家生产 “麻辣牛肉

系列”的企业，公司拥有全封闭式的麻辣

牛肉生产线、现代化杀菌设备及冷冻库一

座，并在 2005年取得即 QS食品安全认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卢山村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文勇 

职务：农业园区副主任 

联系方式：0826-6666860 

展品信息：竹丝画帘，将竹子用手工工艺

拉成细如头发丝的竹丝，再用蚕丝作径线，

织成竹帘，用针线、画笔在竹帘上绣、绘

出姿态万千的山水、花鸟、人物、走兽等

各类传统工艺画。 

企业简介：武胜县飞龙镇被文化部授予

“全国民间艺术（竹丝画帘）之乡”。 

 

 

 

展位号：N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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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武胜县醉巴斯麻辣牛肉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胜萍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醉巴斯”牛肉系列产品，选料

讲究，配用十几种名贵香料，经过多道工序

加工而成。独具风格，色泽微红油亮，食之

微甜带辣、干香化渣、回味无穷、独具风格，

享有“杯前皇后”之美称。采用复合袋真空

包装，开袋即食。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中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  黎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金银花、赶黄草 

企业简介：成立于 2013年。注册资本 2180

万元，公司下设发展部等七大部门，大力推

行循环经济和林下经济。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陵泉酒厂 

联系人：胡继平 

职务：厂长 

联系方式：0826-6225686 

展品信息：52度壶雄牌花酒 

企业简介：主要经营：白酒制造等产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山水半岛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联系人：段方果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青花椒 

企业简介：公司于 2011 年 5 月成立。位

于四川省武胜县白坪乡，注册资金 1000

万，拥有员工 100 余人，其中专业管理技

术人员 20余人。公司主要从事园林绿化、

种植花卉苗木、生态养殖、生态种植、农

业观光旅游开发等。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富强良繁生猪养殖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黄吉军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甜  橙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凌翔养殖家庭农场 

联系人：胡玉琴 

展品信息：土蜂蜜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晋宏农业科技有限公 

联系人：李  劲 

职务：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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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琯溪蜜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明成果业 

联系人：魏文明 

职务：会长 

展品信息：甜橙、梨子、葡萄、蔬菜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绿康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周德富 

职务：社长 

展品信息：琯溪蜜柚、甜橙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永寿寺传统系列豆制品厂 

联系人：陈  涛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豆腐干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中太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滕  飞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鸡 蛋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坪尚人家种养家庭农场 

联系人：尹才华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青花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林翔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李红梅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核  桃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竹鼠养殖基地 

联系人：申建文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竹   鼠 

企业简介：企业专业从事竹鼠特种养殖。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县青岩甜橙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彭锡成 

职务：主任 

展品信息：柚子、甜橙 

企业简介： 2008 年成立武胜县青岩甜橙

协会，甜橙种植面积达 412 亩，参加协会

成员达 20人，于 2010 年成立了武胜青岩

甜橙专业合作社，参加成员已达到 151人，

产品销往南充、重庆等临近县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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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固定资产 150 万，历年来参加农户实行

分社制，经济收入每亩收入达 8千元。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武胜天禾旅游开发公司 

联系人：周  亮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水果、蔬菜、旅游产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广安龙女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屈  岳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龙女系列酒，邓府系列酒。 

企业简介：创建于 1953 年。公司占地面积

50 余亩，现有员工百余人，其中各类专业

人员 28 人，总资产 6000余万元，目前川东

地区规模较大的酒类生产基地。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富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刚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龙安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邓祖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琼林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香辣鸭系列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故里情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春燕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盐皮蛋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聚丰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国椿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蔬菜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八方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朝辉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白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金锄头农机农艺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李  毅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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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正红柚业联合合作社 

联系人：胡  涛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龙安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俊源龙安柚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唐李利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龙安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白马柠檬产业科技发展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邵甲贵 

职务：副理事长 

展品信息：柠檬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佛手山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  超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盐皮蛋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龙台花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明付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白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鑫鑫食品厂 

联系人：宋光林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纪念饼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布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  波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大米、鸡蛋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邓家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  丹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白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长杰果业 

联系人：罗  美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梨子、柚子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广安伟业绿色园艺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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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恩源 

职务：办公室主任 

展品信息：广安蜜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渝都酿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历章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泡菜系列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和诚林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志标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青花椒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投资 8000

万元，建有青花椒基地 1.2 万亩，加工厂 1

个，年产花椒 3000 吨，年生产值 1.2 亿元。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黄连丫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林雪川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矿泉水 

企业简介：公司总投资 5000 万元，建有矿

泉水生产线 2 条，注册商标“巴蜀奇缘”，

被评为“好水中国优秀奖”。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辰锦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张敬勇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火龙果 

企业简介：位于前锋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内，现有合作社成员 69户，总投资 120

万元，建有红肉火龙果种植基地 244 亩，

注册商标“宝岛一号”，年亩产 2500 公

斤，产值 500万元。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前锋区双河葡萄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李春霞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葡萄 

企业简介：入社农户 62 户，建有夏黑葡

萄种植基地 260亩，产值 300万元。产品

质量达到“NY/T844-2010绿色食品温带水

果”标准。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前锋区良种场白市柚 

联系人：蔡黎明 

职务：场主 

展品信息：白市柚 

企业简介：1952 年由前锋区良种场种植，

后经过优良选育扩大种植面积 2.3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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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产 3600 万枚，产值 1.5 亿元。后获得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

品认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龙滩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培泉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公司是一个集生产、销售、科研

于一体的茶叶开发企业。注册茶叶品牌“广

安松针”。建有绿色生态优质茶园 1200亩，

建有厂房 2000平方米。2013 年被评为“邓

小平故里名优特产”。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前锋区十字岭黄花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吴尚清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黄花菜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位于广兴

镇永胜村，主要从事黄花菜种植、加工、销

售，现有成员 106 户，联合出资 300 万元，

建有烘干加工厂房 230平方米，发展黄花种

植基地。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中全高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陈忠全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雪梨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种植优

质雪梨 800 亩。2003 年吸收 50 个种植大

户成立广安市前锋区前红梨业协会，注册

“山伏雪”商标。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前锋区飞翔核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谢加祥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核桃 

企业简介：合作社位于前锋区观塘镇田坝

村，以种植、销售薄壳核桃为主，现有职

工 32人，流转土地 1063亩，惠及农户 300

余户。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前锋区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李仕政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枳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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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合作社成立于 2011，位于前锋

区小井乡莲花村，入社农户 500户，成员出

资总额 160 万元，主要从事枳壳种植、初加

工。现产业面积 1500亩，鲜果亩产 2000斤，

作为中药材原材料定向销售至太极药业集

团，实现产值 0.6 元/亩。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红蕊蜜柚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安雄伟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蜜柚 

企业简介：成立于 2011 年，共有成员 369

人，农民成员占 99.5%，总投资 2000 万元。

主要经营红肉蜜柚种植和产品销售，拥有种

植 3500 亩，其中挂果 860 亩。2014 年合作

社资产达 24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275.7

万元，净资产 2041 万元，实现销售盈利

471.5万元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前锋区国家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 

联系人：刘茂雄 

职务：主任 

展品信息：蔬菜 

企业简介：前锋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于 2008 年，依托蔬菜、水果、花椒等优势

产业，建成蔬菜育苗基地 500亩，发展蔬菜

种植基地 8000 亩，柚菜基地 1 万亩，中

药材基地 5000 亩，花椒基地 5000亩，葡

萄基地 600 亩，火龙果基地 300 亩，花卉

基地 200亩，水产养殖 160 亩，标准化家

禽养殖小区 5 个、年出产 6 万羽，DLY 商

品猪养殖场 2个、年出栏生猪 5000头。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欧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一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广安蜜梨 

企业简介：欧阳农业是现代农业、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基地。位于广安华蓥山、

南充凤垭山，主要从事黄花梨、广安蜜梨

种植。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徳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徇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葡萄、萨利斯酒庄白兰地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华蓥市阳河镇祝家坝

村（葡萄研究所内），主要经营范围为种

植、销售；花卉、果蔬、园林植物、苗木、

零售；肥料、农药；农业开发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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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云山红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唐秋娟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葡萄 

企业简介：成立于 2012 年，合作社有成员

103 户，其中农民成员 99 户，成员出资总

额 207 万元。主要从事优质葡萄种植及销售。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新科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余恒金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我社生产的情山稻香大米，有着

严格的工艺要求：水稻收割后按要求存入专

用仓库。加工时，经过 16 道工艺，不添加

任何辅料，不接触任何化学合成品。产品包

装全部采用环保材料，包装袋和包装箱均通

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黄金白大闸蟹养殖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贺申华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大闸蟹 

企业简介：合作社地处华蓥市现代农业园

区内阳和镇鸽笼山村 6 社，成立于 2012

年，以大闸蟹养殖基地为依托，从事大闸

蟹养殖、包装、销售。总投资近 300万元，

建立了 1个 240亩标准化、规模化、集约

化的黄金白大闸蟹养殖基地，已申报了农

业部第八批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丰科泥鳅养殖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唐凤芬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泥鳅 

企业简介：地位于华蓥市明月镇竹和村，

创办于 2008 年，2009 年被命名为“华蓥

市农村科普示范基地”，2010 年荣获华蓥

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2011 年被农业部一

致评为“农业部第六批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绿源生态甲鱼养殖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祝茂军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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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我社专门从事甲鱼人工养殖，投

喂人工配合饲料，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使

4克左右的稚鳖经一年的饲养达到商品规格，

比自然条件下养殖的鳖生长快 3倍以上。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吉川旅游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吉曹鸿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吉川”牌腊味香系列产品：川

味香肠、麻辣香肠、腊肉、华蓥市特色腊鸭、

广式腊肠、火锅烧烤肠；马氏回香斋系列产

品：麻辣牛肉、香酥牛肉、香茶牛肉等；腐

乳系列：华蓥山特色红豆腐等。企业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旅游食品、火锅烧烤食品、腌

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农副产品深加工的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民营企业。

位于华蓥市红岩乡瓦店村。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蓥山香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福生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腌、腊制品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位于四川

省广安华蓥市天池镇码头村，主要生产豆制

品。目前公司主要有豆腐干、豆腐乳，豆腐

干有五香和麻辣两种口味，豆腐乳有麻辣、

红油、白花、豆腐乳酱四种口味。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宏运绿色食品厂 

联系人：贺中树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手撕烤鸭，火爆麻辣鸡，烤鸭，

卤鸭等 

企业简介：我厂是一家专门从事无公害、

无添加剂的山珍、蔬菜和肉类特色食品生

产的加工企业，拥有质量管理生产认证。

产品已在重庆、浙江、成都、广安等大中

市场有售。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华蓥市新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天云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画册宣传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广安市华蓥山，主要

经营新品种苗木专制预订育苗；景观及乡

村旅游花海打造；引种及绿化苗木销售；

专业种育美国三红紫薇、北美海棠系列优

质绿化苗木。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绿琪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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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郑蓉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紫玉淮山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省银丰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  斌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米粉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安佛蜜柚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丁仕云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蜜柚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锦阳密柚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王仕军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蜜柚 

企业简介：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高垭专业养鸡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  东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粮食鸡蛋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顾县豆腐干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张向东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豆腐干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久发粮食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九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大米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子成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田承建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羊肉制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长田香藤椒种植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袁  丁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藤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县大龙山花椒种植专业合

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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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小兰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花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省岳池特曲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  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白酒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岳池三安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联系人：周文利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蔬菜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东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包  飞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脐橙 

企业简介：始建于 2013 年，是一家集农产

品种植、研发、加工、冷储、销售为一体的

现代科技型农业企业。拥有脐橙商品化处理

生产线与标准化通风贮藏库，全年可实现邻

水脐橙商品化处理 4万吨。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省御临龙须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  胜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御临龙须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拥有 2000余亩生产茶园，

公司开发生产的御临龙须茶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顺翔米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邱正菊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顺翔”牌系列大米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6 年，至今年

加工大米 35000吨，生产的“顺翔”牌系

列大米畅销成渝地区,供不应求. 其中

“黄泥”和“新镇”牌大米曾获中国•西

部农业博览会优质米称号。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缪氏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缪  敏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葡萄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

金 500万元，总投资 5亿元，一期项目 3000

余亩生态农业观光园已营运，集绿色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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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文化、生态种养、葡萄采摘、户外休闲、

生态农产品销售、科研教学、会务宴请等相

关产业为一体。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四川省广安市陈龙面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  孝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面条 

企业简介：建厂 20 余载，现有固定资产 300

万元，曾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四

川省龙年产品银杯奖”“四川消费者喜爱产

品”“广安市知名商标”及“中华名小吃”

等多项殊荣。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包氏养蜂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包德安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蜂蜜 

企业简介：我社是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组织，

是一家从事蜜蜂饲养、采集、研发、销售为

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有遍布全国的十多个

生态养蜂基地， 2012 年被评为四川省诚信

企业示范单位、四川省放心消费示范品牌。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广安市刘老幺禽蛋加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秀银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刘老幺牌皮蛋 

企业简介：产品刘老幺牌皮蛋 2010 年获

得广安市特色旅游商品品牌称号。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明兴源蜂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  斌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蜂蜜 

企业简介：公司至今已有 30 多年历史，

致力于保持蜂产品的原汁原味，产品秉承

不加工、不浓缩、不加添加剂，完全保持

蜂产品的天然性状，让其价值得以充分体

现。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金星猕猴桃种植专合社 

联系人：王学银 

职务：理事 

展品信息：“憨蜜”牌红心猕猴桃 

企业简介：合作社成立于 2008 年，注册

资金 564万元，生产基地面积 620亩。采

取“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种植、销售独立有注册商标的“憨蜜”牌

红心果猕猴桃，现年产量 10 吨，产值 50

万元，三年后产量达 1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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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宏良百合种植专业合作 

联系人：王良君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百合 

企业简介：成立于 2010年，注册资金 252.6

万元，有成员 106 人，2012 年，被四川省

农业厅评为“省级示范社”，现拥有植物组

织培育实验室 1个，商品百合生产基地 1个，

连片种植商品百合 200 亩；育种基地 1 个，

培育百合种球 20亩。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武邻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  庆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御邻飘乡牌香辣牛肉 

企业简介：公司主要生产牛肉系列加工产品。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九里水产养殖场 

联系人：邓亚东 

职务：场长 

展品信息：甲鱼 

企业简介：拥有有养殖池 76 个，养殖基地

14.35公顷，2013年 3月获得农业部颁发的

“健康养殖基地”称号，产品有“中华鳖、

草鱼、鲫鱼、白鲢、花鲢”。 

展位号：N102 

单位名称：邻水县宏太腌腊食品厂 

联系人：林茂云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腊肉 

企业简介：成立于 2012年，注册资金 100

万，集研发、生产、推广于一体的腊味生

产企业。致力于打造“纯天然传统古方腊

制品”。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巴州区众乐黄花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郎彬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七根须牌黄花 

企业简介：合作社基地位于巴中市巴州区

大罗镇、鼎山镇，现有入社社员 2032 个，

黄花种植面积 5000 余亩，系列产品被列

为巴中市综合性特色优势农产品“巴食巴

适”品牌。注册商标“七根须”获得国家

农业部颁布的“农产品地理保护标志”、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有机转换产品认

证证书”、“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QS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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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巴州区水观音花椒种植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梁永红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龙嘴牌花椒 

企业简介：巴中市巴州区水观音花椒种植专

业合作社以种植、加工花椒为主营业务，于

2009年 10月开始组建，现有入社社员人员

现有 392 人，花椒种植面积 2000 亩。2014

年 12 月被巴中市委农村工作暨综合改革领

导小组评为“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组织”;被

巴州区工商质监局评为 2014 年度“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嘉香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书圣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嘉香土特产系列产品（沙参、笋

干、花茹、木耳等） 

企业简介：公司地址位于巴州区枣林镇，公

司目前已获得干制蔬菜食用菌 QS 认证。主

要经营通江椴木银耳，椴木黑木耳，巴州川

明参，黄花，南江核桃等农副土特产种植生

产加工批发和零售。公司拥有完备的生产销

售网络，目前对口联系的有 3个农业专业合

作社，1 个养殖专业合作社，种养面积超

市 1万余亩，6个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秦巴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飞 

职务：综合部主任 

展品信息：皂角刺系列成品及饮片，草本

药材成品及饮片。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集中

药材种植、生产加工、市场营销、科技研

发于一体的现代企业，以皂角为主营业务

打造完整中药产业链。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精致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任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草莓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在巴州

区清江镇巾字村和环岭村打造四川巴州

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总占地 5000 亩，

总投资 2.66 亿元，园区是集农业科研、

休闲观光、农技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巴州区曾口水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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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冯太平 

职务：会长 

展品信息：柑桔系列 

企业简介：协会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省

级专业合作协会，以爱媛 38、太田柑桔等

优质水果为主营业务，基地位于巴中市巴州

区曾口镇寿星村等 12 个村，现有种植基地

6000 亩，入协会会员 2462 户。协会 2014

年完成主劳收入 8000 万元。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巴州区浩湖猕猴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周亮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红心猕猴桃 

企业简介：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专业从

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合作社目前主营业务是

猕猴桃的种植、加工、销售。现有自营猕猴

桃种植园 4 个，种植面积 3700 亩。分别是

巴中西华山园区 500 亩、成都彭州园区 200

亩、巴中水宁寺一号园区 1500 亩。在建猕

猴桃种植园一个，即巴中水宁寺二号园区，

面积 1500亩。辐射带动种植面积 2万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秦巴山珍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清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芦笋系列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

从事芦笋种植、加工、研发的全产业链的

专业公司。公司目前在巴州区凌云乡有专

属基地 3000 亩，2014 年营业收入超 5000

万元，并享有独立的进出口经营权。我公

司为“四川省建设创新型企业试点企业”

“巴中市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民营骨干企业”、“巴中市诚信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巴中市民营科

技企业”、“巴中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

龙头企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

业产业商会创会会员单位”。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巴州区亨润养殖场 

联系人：厍孟江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巴山缘牌土猪系列 

企业简介：养殖场是以有机农业、种养殖

业、旅游观光、经营、管理于一体的家庭

农场，以机富硒的瓜果、蔬菜、和“巴山

源”生态土黑猪为主营业务。农场基地面

积 2000 亩，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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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弘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成蓉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葡萄酒系列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市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位于巴州区玉堂办

事处苏山村。公司先后种植优质猕猴桃（黄

金奇异果）、枇杷、青红李、鲜食葡萄、大

樱桃、观赏花桃 3800 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巴州区白庙透明农业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张彩霞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鲜活农产品 

企业简介：合作社位于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

现有社员 320 户，种植面积达 3000 余亩。

合作社采用卫星遥控、手机终端等，让消费

者实现从生产到餐桌的透明有机体验。目前

合作社的主要产品有生鲜肉禽蛋类、有机蔬

菜及各类干杂土特产品。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蜀星林果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曹家福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蜀星”牌有机核桃 

企业简介：合作社位于巴州区清江镇塘坝

产业园区，成立于 1994 年。在塘坝村建

立 2000 亩科技示范现代产业化园区，无

农药污染（IPM）示范园 2000 亩，各类果

树苗木面积累计达 4万多亩。协会产品“蜀

星”牌薄壳核桃标准是是四川省第一个被

认定的薄壳核桃标准，有机核桃认证 2000

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老廖家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天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腱子牛肉等第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始建于 1999，位于巴州区

回风办事处，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肉类食品加工民营企业。旗下产

品有“老廖家”腱子牛肉、巴山土板鸭等

系列产品达 62 种，已通过了 ISO 质量管

理体系，获得 QS标志认证。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巴中市东阳食品有限公

司 

联系人：朱诗国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肉松、牛肉等风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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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公司始建于 1999 年，位于巴州

区玉堂办事处，是一家专业从事畜禽肉制品

及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的民营企业。公司主营

业务为农副土特产品、水果、坚果的生产、

销售。公司主营产品有牛肉干、肉松、等

50 多个品种。公司与四川大学合作立足科

研，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佳顺饮料厂 

联系人：张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银耳汤饮料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我厂成立于 2003 年，位于巴州

区回风社区七组，致力于农产品深加工开发，

先后开发了以恩阳柑橘为原料的果粒橙饮

料，以黄豆为原料的植物蛋白饮料，以糯米

为原料的醪糟饮料，现开发了以通江银耳、

宁夏枸杞为原料的枸杞银耳汤饮。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绿颂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帆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绿颂牌翡翠米，绿翠米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是以优质稻谷深加工为基础

建立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年处理稻谷 9万

吨，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加工企业。

直接与 26 个优质商品粮种植基地签订了

优质商品稻谷订单 30 万亩，经国家认证

的绿色食品稻谷种植面积达 12万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野蕊养蜂农民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陈桂钧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蜂蜜系列 

企业简介：野蕊蜜蜂园有 40 多年的养蜂

历史，是巴中地区养蜂规模较为完善的企

业，原产地被称为“生物的基因库”开花

植物达 600 多种，产品富含 180多种微量

元素。平衡的生态、均衡的营养，成就了

野蕊独特品质。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巴中飞霞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国先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粉丝、麻饼系列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巴州区东城办事处，

公司主营产品“飞霞”牌银丝粉、月饼被

列入“四川省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

先后荣获“四川名牌产品”、“四川省著

名商标”等多项殊荣。产品畅销多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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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社会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深受

消费者的喜爱。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恩阳区五岭山种养植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杨开福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鲜芦笋 

企业简介：合作社成立于 2013 年，位于巴

中市恩阳区渔溪镇凌云村。专业合作社现有

社员 123人，辖 10 个自然村 1825户发展中

药材、芦笋、川明参、佛手等产业。目前已

经发展芦笋 1500亩，川明参 1200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恩阳区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国文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鲜莲藕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要从事农作物种植及销售、

水产养殖及销售、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

建设及信息咨询服务。2014 年，在柳林镇、

群乐乡、青木等乡镇流转土地 5000 亩，种

莲藕 3500亩，实现产值约 5000万元。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胡婆婆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继鳌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豆腐干、鸡蛋干 

企业简介：公司是一家以豆制品、蛋制品

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的休闲食品

民营企业，创办十一年，拥有 4条行业最

先进的封闭式一体生产流水线和设备完

善的检测试验室。年生产豆制品 3000吨，

蛋制品 2000 吨，其余休闲食品 500 吨，

自主创出了“胡婆婆”、“滋尚”两大知

名品牌。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恩阳区巴山一号土鸡专

合社 

联系人：陈林 

展品信息：土鸡蛋 

企业简介：合作社位于巴中市恩阳区柳林

镇玉金村，2013 年建立，主要从事土鸡养

殖、土鸡的保种选育、繁殖等。合作社有

专兼职技术人员 6人，合作养殖户 126户，

年可产土鸡 60000 只，土鸡蛋 10 吨。2014

年“巴山一号”获得国家注册商标；2015

年 1月获得“无公害畜产品认证”；2015

年 3月开发出“巴山一号土鸡”全程无饲

料、无激素、无抗生素养殖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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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恩阳区渔溪中药材农民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廖继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川明参、猕猴桃 

企业简介：合作社位于巴中市恩阳区渔溪镇，

成立于 2008 年，主要从事中草药材和特色

果蔬的种植、加工和销售。2014 年，沙参

9000亩，产量达到 4000吨，产值达 1.8亿

元。合作社注册“渔久”牌商标，先后被评

为“省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先

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省级示范社”、

“国家级示范社”。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万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皓岚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咸菜系列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巴中市恩阳区登科街道

办事处，是一家集蔬菜种植、加工及销售于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建有标准化车间 6500

平方米，年成品加工能力达 6000 多吨。注

册品牌“渔溪贤菜”。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巴中龙头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爱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挂面系列 

企业简介：公司创建于 1952 年，是生产、

经营面粉、挂面为主要产品的巴中市区国

有重点工业企业和国家粮油产业化经营

龙头企业。公司现有员工 102人，资产总

额 3800 万元。公司具有年可加工处理小

麦 45000吨，生产优质面粉 35000吨，生

产优质挂面 25000 吨的生产能力。公司先

后 通 过 国家 A 级 绿色 食 品 认 证、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QS 食

品质量安全认证。“龙头”牌挂面被授予

四川名牌产品，“龙头”牌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产品畅销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市，在全省同

行业中名列前茅。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巴中市森园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安宇婕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猕猴桃系列水果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

金 800万元。主要种植有机红心、海跃特、

黄金果、黄肉金艳、黄肉红华等五大优良

猕猴桃系列品种，产业总体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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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亩，分品种 70 克以上的标果推向市

场。50 克以下的次果通过脱毛去皮，深加

工果酱、原汁、果脯休肉干、饮料，果酒等

休闲食品。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市恩阳区天香地权农场 

联系人：魏川蕓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鲜活水蛭、雷竹笋，“蜀我香”

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农场位于巴中市恩阳舞凤乡，成

立于 2014年，公司已投资 6000万元，主要

发展水产养殖、雷竹种植、香料加工、林下

养殖、涉农服务业和供应链金融等，目前水

域面积必成数 6000 亩、期成数 8000 亩、库

容 5000 万立方米，已建成 500 亩毛竹种苗

基地、1000 亩雷竹产业基地。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观音井板鸭 

联系人：毛希泽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板鸭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巴中大峨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申高峰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豪猪（活体）、巴山松籽鸡蛋、

巴山松籽鸡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巴中市恩阳区玉井乡

三岩村，成立于 2014 年，注册资本 500

万元，是一家致力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野生动物驯养、水果、蔬菜、花卉、中药

材、淡水鱼、家禽等农产品的研发、种养

植、生产、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现代高品质农业企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尹家回民牛肉 

联系人：陈重阳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干牛肉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北牧南江黄羊集团有限公

司 

联系人：陈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黄羊休闲产品 

企业简介：集团公司总资产 1.4 亿元，注

册资金 5376.5 万元，现有职工 380 人，

其中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3人、高级畜牧

（兽医）师 8人，畜牧（兽医）师 38人。

主要从事南江黄羊科研选育、营销推广、

牧草开发、技术服务、加工销售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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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五次被评为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

点龙头企业，连续五年被省工商局授予“省

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2012

年 7 月 26 日，南江黄羊被国家质监总局批

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3年 2

月 1日，南江黄羊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

证书”。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光雾山新合农特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忠弟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核桃、板栗、木耳、竹笋等 

企业简介：公司是南江县供销金星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南江县沙河供销社、南江县成华

商贸有限公司共同组成的股份制企业。现有

总资产 6100 万元，占地面积 4.42亩，公司

现有产销对接卖场 6 家，总营业面积为

12000 平方米，年实现鲜活农产品销售额

8800万元。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蜀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杰忠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铁皮石斛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巴中市南江县流坝乡金

台村，是一家集种植、培育、加工、销售一

条龙的铁皮石斛企业。创建于 2013 年，

现有职工 12 人（管理人员），固定资产

达 3000 余万元，现已建成大棚 150 个，

种植铁皮石斛面积 80 亩，产品成活率达

98%。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金芝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刘崇甫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食用菌 

企业简介：合作社成立于 2011 年。现有

社员 95 人，建有食用菌种植、加工、销

售，科技示范园区。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南江县长赤翡翠米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翡翠米 

企业简介：公司是成立于 2007 年，是四

川省第三批“创新型培育企业”、四川首

批“建设新农村省级示范企业”、巴中市

唯一一家“国家扶贫龙头企业”。拥有“四

川省南江县长赤翡翠米业有限公司”、“四

川省南江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子公司。

年产值 13500 余万元，销售收入 12000 余

万元。经营范围覆盖优质粮油种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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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发展、粮油产品加工、销售、经济作物

种植等。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南江油脂有限公司 

联系人：岳军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亦奇牌菜子油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光雾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康荣先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光雾山牌大米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四川省巴中南江县长赤

镇，创建于 2003 年 9月， 2007年改为“南

江县光雾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

粮油规模化生产、精深加工、购销、运输、

物流配送、进出口贸易、农技咨询、农业开

发、房产开发于一体的市级龙头企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态康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戈小红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绿壳生态鸡蛋 

企业简介：鸡场占地 15000 平方米，建成育

雏室 1幢 1000平方米，产蛋鸡舍 3幢 4000

平方米，蛋品库房及饲料加工用房 1 幢

1500 平方米，办公用房 300 平方米及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是一个包括自动控温、自

动投料、自动除粪及自动饮水等设施的自

动化养殖场。该场按照无公害畜产品饲养

管理规程，获农业部无公害畜产品认证，

年饲养蛋鸡 40000 只，年产鸡蛋 1200 万

枚以上，生产有机肥料 1000 吨。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通江县陈河银耳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龙  遥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银耳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裕德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联系人：熊  丹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银耳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主要从

事通江段木银耳的传统方式生产、加工和

销售，并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

（青杠树）优势，按照绿色、天然的传统

生产加工方式，遵循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倡导“良心食品，从我做起”行

动，努力打造好高端“通江银耳”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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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特色农产品，2014 年，我们又在临江

建立了年产 2.5万斤的段木木耳基地，未来

还将择址生产段木香菇，打造通江“两耳一

菇”的食用菌产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通江县银耳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路玉成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银耳 

企业简介：四川省通江县银耳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 “中国银耳之乡”通江县，是专门从

事以“通江银耳”为主的食用菌、农副产品

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省级农业

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拥有“雪

花”牌系列产品，“雪花”牌通江银耳、黑

木耳、香菇系列产品，以其天然纯真的品质，

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产品远销北京、上海、

重庆、成都等地。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巴山娃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  燕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山地梅花鸡 

企业简介：四川省巴山娃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系通江县人民政府对外招商引资企业，公司

注册资本金 1632万元，现有资产 5580 万

元，主营“巴山土鸡”遗传资源保种及扩

繁、有机鸡与蛋、风干鸡系列产品、腌腊

肉系列产品、腌腊野味系列产品和生鲜畜

禽产品。公司有“西华大学•巴山娃”研

发中心一个、生态食品研发专家团队 1个、

CIS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策划团队 1 个、线

上线下营销团队一个。是集巴山土鸡遗传

资源保种育种、生态食品研发、基地建设、

生产、加工、仓储、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巴中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也是巴中市最大规模、起点最高、科

技含量较高的腌腊制品深加工企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通江县巴山生态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联系人：邢二辉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巴山土猪 

企业简介：通江巴山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总部设立于通江县

金堂工业园区，主要从事巴山土猪（即青

峪猪）全产业链开发，现主要开发的产品

有有机猪分割肉共计 46 个品种和有机腊

肉、香肠等产品，产品畅销全国各主要大

中城市和高级酒店等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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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巴中千方菌类药材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李  青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千方中药材 

企业简介：四川巴中千方菌类药材开发有限

公司是由中国中药饮片生产十强企业四川

千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和成都至诚方略企

业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于 2014 年

8 月在通江县注册的一家以菌类药材种植、

收购、产地初加工、储运与销售为主营业务，

辅以菌类药材种植技术开发、推广及信息技

术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的菌类巴药材营运

平台。企业依托总公司的院士（专家）创新

工作站与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中

医药大学、成都医学院等学术与科研平台，

围绕银耳、木耳、香菇、灵芝、灵芝孢子、

天麻等菌类药材进行产品开发和品牌运营。

现已建立了通江县草庙子村千方菌类种植

专业合作社，定位发展段木银耳、段木木耳、

段木香菇等菌类药材为主的种植示范片，以

带动整个通江菌类药材种植户、专业合作社、

种植基地共同发展。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通江县空山马铃薯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杨仕家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空山马铃薯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通江县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正太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波尔山羊，南江黄羊 

企业简介：通江县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二 0一二年六月，是集家禽、家畜

育种、养殖、销售，产品深加工及引进新

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交流、咨

询于一体的新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

司与四川畜牧科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专

家服务站，是县内职业中学畜牧专业定点

实习基地。公司现以养殖波尔山羊，南江

黄羊为主（均为优良的肉羊品种）。自养

存栏 2000头，发展农户养殖存栏 5000头。

养殖空山黄牛 500 头。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通江县泉潮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王全朝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当归、丹参、白芍、百合、黄

秋葵、白芥子、白芷等十多种食药作物 



 

 
43 

企业简介：通江县泉潮种植专业合作社位于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浴乡，合作社主要以

中药材种植、粗加工及销售为主，以科研所

+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开展与

药材有关的技术研究、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

服务。合作社现主要种植有当归、丹参、白

芍、百合、黄秋葵、白芥子、白芷等十多种

食药作物。通江县泉潮种植专业合作社坚持

依法建社，科学建园，在建立完善的管理制

度，培养一流实用人才，科学规范种植技术，

认真总结经验之后，将逐步扩大种植面积，

增加种植品种，提高药材质量，逐步向规模

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通江县大印寨农林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杨俊承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核桃 

企业简介：通江县大印寨农林专业合作社集

结核桃种植大户、育苗专业大户、专业技术

骨干等依据“民主办社、合作增收”的原则

而组建。我社以巴中市核桃产业技术研究院

为科技支撑，以四川印山红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为依托，以精准扶贫为己任，以扶贫先扶

智慧为切入点，以发展核桃产业为主营业务，

同时经专业培训后组建了通江县首支核桃

专业技术服务队，实现了“科研+基地+专合

+农户”的联动机制。合作社秉承“为社

员服务，谋求全体社员共同利益”的宗旨，

实行“五个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完成

了全体社员的“专业技术本地化、劳务人

员技能化、生产管理科学化”建设。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天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苟兴强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天仙牛肉干 

企业简介：四川天仙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新兴民营肉食品加工企业。拥年屠宰 5万

头肉牛生产线和牛肉精深加工生产线，配

备有相关冷鲜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

产业。 产品经传统工艺配方，精工制作

而成，香酥甘美、回味悠长、营养丰富，

味道纯香，深受消费者喜爱。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昶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郁儒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赶黄草等中药材 

企业简介：四川昶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4 年，并成立通江县仁和农业专

业合作社，是一家以中药材种植，农业产

业发展以及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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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公司，现有员工 20 人，

社员 300 多户，种植基地 10000 亩,培育育

苗基地 100 亩，打造野生赶黄草保护基地

2000 亩，年产量 500 吨，合作社还注册了

“巴山红”商标,自建厂房，购买设备，安

装 8条生产工线，合作社以“主动出击、服

务创优、诚信经营”为宗旨，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加大基地的规模效益，带领通江县

仁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增产曾收，为通江

县农业转型升级，起好示范作用。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省通江山霸王野生食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曾  安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银耳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通江山霸王野生食品有限

公司创建于一九九八年七月，是集产品开发、

研制、生产、基地种殖、购销、精深加工和

商贸于一体的民营企业集团。拥有各类精深

加工生产线 10 条，2 万平方米食用菌数控

智能示范基地。其主要产品涵盖白珥金牌首

乌银耳降脂胶囊功能性保健食品、银耳茶、

银耳粉、银耳汤、银耳饼干、有机通江银耳、

有机黑木耳、有机香菇、各种名贵食用菌、

绿色蔬菜干制品、炖鸡汤料、高端食用油（亚

麻籽、橄榄、核桃油）等。近年来公司在全

国范围规模实施“三店一体”的全新发展

战略模式，独创“山霸王养生体验店”，

打造成集食用菌示范种植、通江银耳深加

工产品集成与示范、食用菌科研及推广、

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产品市场推广为一体

的山霸王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基地。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江口醇酒业(集团)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浩峰 

职务：总经理助理 

联系方式：0827-6297718 

展品信息：江口醇系列酒 

企业简介：四川江口醇酒业(集团)公司是

以酒类产销为主的跨行业集团公司，"系

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四川省重

点优势扩张企业，"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经

营重点龙头企业"，享有自主进出口业务

经营权，在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有

办事机构和分销网络、产品畅销海内外。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小角楼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昌韦军 

职务：办公室主任 

联系方式：0827-6297345 

展品信息：御酒、小角楼系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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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小角楼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白

酒研发、生产、销售为主、集红酒、养殖、

包装、运输、生态旅游等多元产业于一体的

现代企业集团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400 多个

目标市场，企业及产品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白酒工业百强企业、中国酒文化百强企

业、中国知名白酒信誉品牌、四川名牌"等

180多项殊荣及 87 项国家专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何大妈口香豆瓣厂 

联系人：何  玉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何大妈口香豆瓣系列 

企业简介：何大妈口香豆瓣厂是一家地方传

统、特色风味型农产品深加工民营企业，产

品已获得国家专利权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思千里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冉家明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土鸡加工产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思千里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土鸡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市级龙头企业。

产品畅销 20多个大中城市。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杨势鲜活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春林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巴河风干鱼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杨势鲜活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餐饮、休闲、水产制品加工技术开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公司产品

"巴河风干鱼、巴河风味鱼"等系列产品深

受消费者青睐，公司产品获得 2项国家发

明专利。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朱氏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兆兰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朱老头腊肉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主要产品为“朱老头”风

味香肠和“巴山老腊肉”两个系列 50 多

个品种，2002、2012年荣获四川省农业厅

“名优农产品”称号；2005 年荣获第二届

中国西部国际农博会银奖；2007年被省旅

游局定为定点“AAA”级旅游产品；2008

年被评为巴中市知名商标；2009年被评为

巴中市龙头企业，同年被巴中市列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荣获上海农博会

特优产品称号；2011年荣获西部农博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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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产品奖。2013 年荣获文明诚信私营企

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大巴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何文荃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大巴山有机、生态系列农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大巴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于 2012 年 3 月与成都翼展公司合作成立

草莓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 3000 万元，现

有成员 602 户，流转土地 2500 多亩，主要

发展生态、绿色、有机商品蔬菜及富硒水果

等特色种植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四川平昌国家粮食储备库油脂加

工厂 

联系人：高  磊 

职务：厂长 

企业简介：油脂加工品企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昶延米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从平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昶延牌优质米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市级龙头企业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振海土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贺靖翔 

职务：合作社办公室主任 

展品信息：禽蛋制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振海土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占有林地 2万余亩，总投资 500余万元，

建有标准化生态鸡舍82栋，6200平方米，

办公及孵抱用房 1000 余平方米，拥有大

型孵抱机 5 台。饲养本地优质种鸡 5000

余只，年可提供巴山土鸡苗 100 万羽，出

栏商品土鸡 20 万羽，可实现产值 2600 万

元，利润 160 余万元。2011 年 5月合作社

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安全质量中心颁发的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先后被评为“巴中市

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平昌优秀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阳升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欧阳生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欧菜园系列食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欧菜园食品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7年，位于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



 

 
47 

公司是集蔬菜种植、贮藏、加工、销售和蔬

菜现代化集约育苗、精深加工技术研发于一

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拥有 5000

吨蔬菜气调保鲜库一座，成套酱腌菜全自动

加工生产线 1条，年加工各类蔬菜 2000吨，

产值 1700 万元。企业主导产品“欧菜园”

系列酱腌菜、泡菜、净菜主要销往四川、陕

西、浙江、广东、北京、重庆等 19个省市，

深受消费者亲睐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大运村万寿红柚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张  毅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蜜柚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大运万寿红柚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09 年 9月，2013 年被评为省级示

范农民合作社，注册资金 350 万元。目前，

种植面积 1350 亩，产品远销重庆、成都等

15个大中城市。 

 

 

展位号：N103 

单位名称：平昌县启明生态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王洪仁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禽蛋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启明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致力于规模化、标准化土鸡生态养

殖技术的推广。同时积极申报农业部无公

害产地、产品认证。2013 年 10 月，公司

获 “巴中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

业”荣誉称号及农业部无公害产地、产品

双认证。年底形成蛋鸡存栏 50000只、年

出栏优质土鸡 20000 只的规模，实现销售

收入 800万元，农户人均增收逾 2000元。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青川县川申农特产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  喜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唐家河蜂蜜等 

企业简介：青川县川申农特产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地方特色农产品开发、新技术

推广、农产品加工及销售、休闲观光农业

为一体的现代高科技农业龙头企业。通过

生产管控系统、网络信息化服务平台实施

高效优质蜂业生产，以农产品追溯系统和

基地标准化管理确保蜂产品质量安全，初

步建立了覆盖全县范围的中蜂养殖基地，

以优质的蜂蜜产品赢得顾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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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青川县川珍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树军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黑木耳，天麻，香菇，竹荪等 

企业简介：四川省青川县川珍实业有限公司

是川北地区一家集农副土特产品品种开发、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国家扶贫龙头

企业”和“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主营黑木耳，天麻，香菇，竹荪，橄榄油，

调味品，休闲食品，年销售收入超过 5000

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青川为中心，

以各类特色农副产品为纽带，立足四川，辐

射全国的产、供、销格局。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青川县海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王亚丽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黑木耳，天麻，香菇，竹荪等 

企业简介：青川海伶山珍是由大学生赵海伶

于 2009年 10月创办，一年里就销售农户上

百万土特产。2010 年 11月正式成立青川海

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公司+农

户”的方式销售青川山货。2011—2012 年

开始开设实体店铺，开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道路，分别在成都双流、浙江嘉兴、厦门、

绵阳、安徽等地设立海伶山珍形象店。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樊莉莉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9-4222188 

展品信息：米仓山茶 

企业简介：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始创于 2000 年 3 月，是集茶叶种植、加

工、科研、销售、茶文化传播和生态旅游

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有机产品认证，良好农业规

范认证，并被评为“质量信用 AAA级”企

业。“米仓山”系列名优绿茶、黄茶、红

茶、花茶，畅销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

治区，出口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

韩国、尼日尼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

外消费者喜爱。“米仓山”系列茶产品多

次荣获中茶杯一等奖、中国四川省名优农

产品奖、中国杭州国际茗茶金奖、中国四

川省“甘露杯”金奖、中国四川名牌产品、

中国四川十大名茶等殊荣，“米仓山”商

标被评为“中国四川省著名商标”、“米

仓山及图”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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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亿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  林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杜仲雄花 

企业简介：广元亿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1年 1月，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是一家专业从事杜仲系列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的民营企业。目前，已经成功开发出川

仲雄花、野雄花等高端产品，具“平衡三高、

滋补肝肾、改善睡眠”等养生功效。川仲雄

花生产技术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通过了

四川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公司现为四川省

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第六批创新型企业、

广元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拥有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杜仲雄花、杜仲籽油项目被认定

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四川省省级重大成果

转化示范项目。 公司将充分挖掘杜仲的食

用、药用及工业价值，打造杜仲大产业。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平溪蔬菜专业合社 

联系人：陈燕 

展品信息：甘蓝（鲜品、盆栽样品） 

企业简介：该合作社创建于 2007 年，是以

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

家级示范社。合作社的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拥有耕地 1200 亩，入社社员 386 人，带

动农户 1820 户。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玺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登玲 

展品信息：山葵（盆栽、加工产品） 

企业简介：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位于

广元市。是一家专门从事山葵种植、加工、

研发、销售、服务的民营企业。现在多地

种植山葵共 5000余亩，现有“山葵酸菜”、

“山葵挂面”、“山葵酱”、“山葵茶叶”

等八种产品，共取得了六项国家专利。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朝天区兴农魔芋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邱波 

展品信息：鲜魔芋粗加工 

企业简介：该合作社创建于 2005 年，位

于朝天区汪家乡协议村，魔芋种植面积

1600 亩，带动会员 380位，带动农户 400

余户。是集魔芋种植、加工、收购、销售、

技术培训等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专业

合作社。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天冠生态农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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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汪志聪 

展品信息：土鸡及土鸡蛋 

企业简介：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养殖基

地位于广元市朝天区曾家山,年繁育优质土

鸡苗 2000 万羽。按照“公司+专业合作社+

农户+市场”发展模式，构建了包含原种纯

系、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的完整品种选育

体系。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朝天林产公司 

联系人：冯望 

展品信息：核桃、香菇、木耳、灵芝、羊肚

菌等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广元市朝天区林产公司是一家从

事林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企业。公司主营核桃、

食用菌等林产品，建有有机核桃基地 2000

亩，食用菌基地 1500 亩。年均生产核桃 600

吨，食用菌 200 万袋，产品主要销售到成都、

西安、上海等 20 几个城市，年均销售额达

到 4000 万元以上。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省精珍味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玉春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9-5576688 

展品信息：酱腌菜、休闲系列、香菇酱等

食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精珍味业有限公司位于

广元市利州区大石工业园区（中国食品发

展重点园区），占地 20 余亩，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是集专业研发、生产、销售高

品质泡菜、酱腌菜、香菇酱、休闲食品等

的新型企业，被誉为“川北高山泡菜基地”。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省广元市新发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联系人：李文海 

职务：经 理 

展品信息：香菇、鲜香菇 

企业简介：四川省广元市新发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青岩村。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成立，主要从事香菇

生产、加工、销售和大棚蔬菜种植。公司

注册资金 1.18 亿元，占地面积 120 亩，

公司员工 38 人，生产期间季节性用工平

均每天 124 人，有办公用房 180 ㎡，生产

用房 350 ㎡，职工宿舍 200 ㎡，冷库 60

㎡，有标准塑料大棚 151个，供排水设施

齐备。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阳光绿叶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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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杰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3300075 

展品信息：阳光绿叶亚麻籽油 

企业简介：2014年公司生产代料香菇 80万

袋，其中：半地下式栽培（地栽）20万袋，

产鲜香菇 785吨，收购农户鲜香菇 1530吨，

销售收入 2230万元,产品主要销往绵阳、成

都、重庆、南充、巴中及市内的旺苍、苍溪

等地，产品供不应求。2015 年公司生产代

料香菇 80万袋，平菇 20万袋。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瑞康隆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晓辉 

职务：总经理助理 

展品信息：魔芋面条、即食品 

企业简介：公司加工出的干品香菇，已注册

了“蜀林香”商标，在香菇生产过程中，我

们从生产环境、原料采购、出菇管理等各个

环节强化产品质量，组织制定企业生产标准，

并严格按生产标准组织生产，建立生产质量

控制监管责任制，确保了产品质量，公司生

产的香菇产品，经多次检测品质优良，经主

管部门上报，2013 年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将

“利州香菇”确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4 年公司又将该产品上报“绿色食品”

和“有机食品”认证，2014 年 7 月该产品

获“绿色食品”认证，2014 年 9月又获“有

机食品”认证。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荣飞食品厂 

联系人：蒋友敬 

职务：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0839-3606058、15181620957 

展品信息：琥珀桃仁、核桃油、橄榄油 

企业简介：广元市荣飞食品厂成立于 2003

年 4月，当时主要是做核桃加工，主要产

品就是琥珀核桃仁。经过几年的发展和积

累，已有员工 60 余人，年产值达 4000 多

万元。拥有炒货、食用植物油、蔬菜（野

生食用菌）等 3大系列，产品主要有琥珀

桃仁、土炕花生、核桃油、橄榄油、山珍

（野生食用菌）等 5 大类 40 余个规格，

产品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天湟山核桃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俊 

职务：副总 

联系方式：08393266611 

展品信息：核桃乳饮料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5 月，注

册资本 1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志平，

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食品工业园，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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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要从事以核桃开发为重点的集森林食

品原料基地建设、食品加工和科研为一体的

民营股份制企业。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核桃乳、核桃油、核桃休闲食品和核桃生

化产品等方面拥有核心技术十余项，其中两

项获得国家专利。是中国核桃产业十佳企业、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四川

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广元七绝”领军

龙头企业。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紫阳农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谢仕峰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橄榄油礼盒系列 

企业简介：广元紫阳农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为意大利亚德里亚 GIORGIO FIRENZES.A.S

企业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自九十年代初既

开始在欧洲、国内种植橄榄树和收获橄榄，

在国内多年的实验、遴选，于 2004 年在中

国四川广元注册成立紫阳农林集团公司，注

册资本 1200 万元，专业从事油橄榄种植、

加工、销售及出口贸易。紫阳奉行集团公司

“国际品质、本土经营”战略理念，以“公

司+专合+农户+基地+科研单位的生产模式，

从原料、工艺、人才等多方面保证公司产

品尊贵品质。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七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世尚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9-3478899、0839-3567799 

展品信息：七绝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广元七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位

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 566 号，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主要从事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计算机及配件、

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文化办公用品、工

艺美术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

电、花卉、充值卡、体育用品、服装鞋帽、

钟表眼镜、金银饰品、日用化学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度量衡器具、健身器材、

摄影器材、化妆品、卫生用品、医疗器械

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

算机软件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设

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农副

产品收购与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农业

技术研发及推广。是广元市首家以打造

“广元七绝”为主、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综

合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公司现有从业人

员 38 人，全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且

全部具有网络销售或网络维护的从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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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办公、仓储面积达 1024 平方米，与公

司达成合作意向的中小微企业 113家，覆盖

广元四县三区的全部区域，涵盖包括“广元

七绝”在内的广元地区所有中小微企业产品。

2014 年 9 月营运以来，“广元七绝商城”

已有八大类、4000 余款单品。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剑阁县合生益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 斌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豆腐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四川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豆制品（发酵性

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肉制品生产、

销售企业。公司地处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工业

园区，占地面积 8692平方米。建筑面积 3000

多平方米。主要经营豆制品、肉制品生产销

售。注册资金 2000 万元，固定资产 3971 万

余元，现有在职员工 64。其中具有高级职

称的 4 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包括中级）

14人，具有技术职称的 14人，管理人员有

15人，其他员工 17 人。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剑门关大鲵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徐国生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赤鲵挂面 

企业简介：四川剑门关大鲵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3年，位于国家 5A级风景

区—剑门关景区内，注册资金 1000 万人

民币，是一家集大鲵（娃娃鱼）生态保护

研究、人工驯养繁殖以及大鲵二次开发于

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公司。目前公司有员工

27 名，其中教授专家 3名，并拥有占地面

积近 100亩的大鲵养殖基地，其中仿生态

繁育池 5000 平方米，幼鲵培育池 300 平

方米，科研办公楼占地 600 平方米，以及

占地 300平方米的大鲵观光园。通过技术

创新，公司率先在国内突破大鲵仿生态繁

育与人工繁殖苗种两大技术难题，奠定了

公司在全国大鲵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并赢得政府主管部门、专家及社会各界的

一致认可和好评。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蜀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元文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冰鲜鸡、土鸡品鉴 

企业简介：四川蜀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建成开业，公司计划一

期投资 1000 万元，在一线市场全网络全

面打造“来只土鸡”、“剑门关土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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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未来 2-5 年内将陆续在一线市场投资

5000 万元，并根据市场反响，着力将剑阁

县永鸿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打造成名副其

实的规模化示范性土鸡养殖基地，并视市场

情况发展土鸡深加工产品，力争将剑阁土鸡

品牌打造成全国性知名品牌，带领剑阁及广

元地区土鸡养殖户走上一条全新的创富路

线。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鑫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吴朝华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剁椒、豆瓣 

企业简介：公司是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和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程时，于 2005 年 8 月

组建成立的。属于剑阁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

的民营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28000余平方米，

现有员工 12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3人，

注册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总

资产 6985万元，年收入 9681 万元。公司主

要从事测土配方专用肥的生产、销售和“五

彩农业”种植及深加工。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鑫楠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祁有正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腊肉、香肠、火腿、豆瓣、鲜

猪肉、鲜蔬菜、土鸡肉(白条鸡)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

本 3000 万元。基地占地 3000 余亩，四面

环山，季节分明。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农产

品种植、养殖、加工、贮藏、运输、销售、

餐饮、住宿、观光一体化的全生态冷链综

合性农业企业，同时针对宅配会员提供完

善的家庭营养保健以及养生服务。公司秉

承“生态原起点，规划全方位，物流高效

率，加工原健康”的经营与服务原则，崇

尚“自然、生态、健康、环保”的生活与

消费理念。以消费者的健康快乐及需求为

出发点，努力发掘、生产、加工以及销售

原生态传统无污染食材，并全程导入信息

化管理系统，确保产品的可溯源性。塑造

以品质为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区隔，实现

“鑫楠五指山”每一个产品从“田间到餐

桌”的原生直配。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鑫宇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崔敏芳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冰鲜鸡、风干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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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广元鑫宇畜禽养殖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9年 4月,建成剑门关土鸡种鸡场 2家,

饲养种鸡 10万套，年提供商品鸡苗 1000万

羽；建成年宰杀设计生产能力 2000 万只土

鸡加工厂 1座；牵头组建剑门关土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 20家。土鸡加工厂占地 10亩，建

筑面积 3000 平方米，是广元市唯一一条日

宰杀肉鸡量达 2万羽的自动宰杀线，配套建

设了 1000吨速冻冷藏库。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众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书和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盐焗鸡等 11个产品 

企业简介：广元众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3 年，注册资金 500 万元，是广元一

家专业的养殖经营公司，公司主要是以原生

态野山鸡养殖、销售、深加工、产品包装及

土鸡培育为一体的专业服务公司。公司以

“专注品质，用心服务”为核心价值，一切

以原生态无公害食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

通过专业水平和不懈努力，重塑企业养殖形

象，为企业养殖产品做最权威护航。两年来，

众旺农业一直秉承以用户为核心，在专注广

元市场开拓的同时，为上百家超市及市场提

供优质用心的服务，赢得了众多企业、商家

的信赖和好评，在广元市逐渐树立起公司

良好品牌。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四川华朴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大志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5826666、5826666 

展品信息：红心猕猴桃鲜果 

企业简介：公司是一家集有机生态农业、

高端水果种植、农业技术研究、品种创新

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仓储物流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公司。主打苍溪红心

猕猴桃的种植与精深加工，并已通过有机

食品认证、GAP认证，绿色食品认证.。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果王猕猴桃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发云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5791999、5791999 

展品信息：红心猕猴桃加工产品；果醋、

果汁、果酒、干红等 

企业简介：广元果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集猕猴桃种植、加工、科研于一体。公司

通过了 IOS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现为“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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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四川省 AAA 级质量诚信企业”。

“四川省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广元七绝领

军龙头企业“、”广元市高新技术企业“。”

梁公子“牌商标被评定为”四川著名商标“，”

梁公子“牌猕猴桃果汁产品被评为”四川省

名牌产品“。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苍溪县梨研究所 

联系人：刘嘉合 

职务：科长 

联系方式：5261055 

展品信息：苍溪雪梨鲜果 

企业简介：苍溪梨研究所是一家集品种选育，

科技推广为一体的科研单位，共选育苍溪梨

新品种 11个，引进推广新品种 57个，果大

核小，肉质脆嫩，汁多味香，甘甜化渣。被

誉为“砂梨之王”。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绿色食品认证等认证。目前推广

应用种植面积 20多万亩。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佳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明荣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9）8722715 

展品信息：猕猴桃（红、黄）、猕猴桃果酒 

企业简介：广元市佳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0年 6月，属供销社独资企业，

主要针对昭化区蔬菜、水果产业发展需要，

已建成市级、省级扶贫龙头企业，为全区

发展蔬菜 10 万亩、猕猴桃 8 万亩提供服

务。公司重点以猕猴桃加工、储藏、销售

为主导业务。公司占地 12 亩，投资 2000

万元，建成可一次性保鲜 1500 吨蔬菜、

水果气调保鲜库一座，预建成年生产猕猴

桃饮料 5000 吨的生产线一条。公司直接

参股带动发展蔬菜、水果专业合作社 10

个，拥有产业基地 15000亩。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三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候德松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蔬菜（秋葵花茶、日本真仙茄

及制品） 

企业简介：广元三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农业种养、苗木培育、加工、销售、

农业科技咨询服务、家庭农场和农业观光

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开发企业。公司秉

承“绿色生态、标准安全、助农惠农、创

新创业”的发展理念。秉承“智慧三禾、

人文三禾、时代三禾”的经营理念，突出

“快、特、活”的发展特色，走“集团、

集约、集中”的发展路径，按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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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合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组织生产

经营，建种养基地达 2500 亩,已配套建设生

产加工房 3000 平米，建成了 4 个种养农业

专合社和 10 个家庭农场，拟启动建设产品

展示厅和生态休闲观光综合配套用房。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奥森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何元平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葛根系列产品（葛根挂面、葛根

粉、葛花茶） 

企业简介：广元市奥森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月 30日，在国家工

商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金 1.2个亿人民

币。公司 2008 年从事农业、果树、山林多

元化产业的种植和经营，随着公司科研团队

的不断研发和市场需求发展，近几年大量开

发了生态葛根的种植产业，种植基地面积 4

万亩。公司秉承“诚信为企业之本，质量为

生存之道，发展为升级目标，创新为立足之

源”的宗旨，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葛根种

植基地面积 15 万亩，实现仓储、物流、科

研、医药提炼、精细加工和保健养生体验中

心的工业流程。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昭化区天雄关蔬菜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吴小平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昭化贡黄 

企业简介：广元市昭化区天雄关合作社成

立于 2008 年 10 月 13 日，现有社员 155

户，蔬菜核心种植基地 500 亩。2008年获

得“全省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称

号，2014 年 12 月荣获国家级合作社。合

作社集种植、收购、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交流、休闲观光农业为依一体，按照规

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股

份制合作的方式运作，全力打造“昭化牌”

蔬菜,”战胜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

乡村旅游两个品牌。建立产地市场，实现

产品直销，新办农餐对接体验基地。实现

“建一个基地，兴一项产业，活一方经济，

富一方百姓”的目标。 

 

展位号：N104 

单位名称：广元市昭化区新阳光香菇种植

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吕 坤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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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广元市昭化区新阳光香菇种植专

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 3 月，主要从事食

用菌种植、收购、销售、加工、运输促藏和

与香菇有关的技术等服务。现已具备年生产

鲜菇 1800 余吨食用菌的生产能力，产品受

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和青睐。2013 年被四川

省授予“省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

年被四川省授予“森林食品基地”.合作社

本着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优质为目

标，效益为核心，不断优化区域布局和品种

结构，形成特色及规模产品，实行标准化生

产，以高品质，低成本及无公害、绿色、有

机产品的优势固和壮大消费群体，打造品种，

创建名牌，实现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

基地连农户的产、销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

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

紧密地联系起来，努力做大做优做强该产业。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眉山市海明食品厂 

联系人：杨国兴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淹制大头菜等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眉山冰雪魔芋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秦伟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雪魔芋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眉山市世海黑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廖桂容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峨眉黑鸡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眉山万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向奇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藤椒油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眉山沐之源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远根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魔芋、笋子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峨眉仙山中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禄明 

职务：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0833-5549549 

展品信息：禄和堂养生系列产品（天麻粉、

灵芝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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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犍为金福粮油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王永莲 

职务：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0833-4259337 

展品信息：油菜籽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犍为县清溪王五孃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李君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叶儿粑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犍为县古犍唐氏食品厂 

联系人：唐洪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糕点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犍为县金坛子食品厂 

联系人：杨小林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大头菜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犍为县江艳食品厂 

联系人：谢盛江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大头菜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犍为县罗城海氏回族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海滨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清真食品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犍为聚永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华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野猪、土猪腌腊制品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井研县繁盛杂交柑桔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范敬超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杂交柑桔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省哈哥兔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荣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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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兔肉干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井研绿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波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特色农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井研县农之梦粮食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吴玉梅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罗沙贡米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奇能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俊杰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大米  

企业简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杨家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吕旭伦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茫溪”牌甲鱼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谷咕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联系人：张琴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鸡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马边华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彭正兴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大风顶牌野生竹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马边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科志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沃粮山”系列主要包括葛根全

粉、葛根片、葛根茶、葛根挂面、野生竹

笋干和马边土花生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马边彝族自治县孙二娘食品有

限公司 

联系人：陈智琴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腌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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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县诚信酿酒厂 

联系人：王长本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酒类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篁木神品工艺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霄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竹编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县王孃孃腌腊制品厂 

联系人：李春红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腌腊制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县立春乌骨鸡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周立椿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沐川土鸡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县清林食品厂 

联系人：张道林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甩菜（大头菜）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云雾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道琼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甩菜、罐头苦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森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磊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魔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沐川县益民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道珍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红心猕猴桃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鼎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谢军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米两乖乖”牌有机鸡蛋 

 

展位号：N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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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乐山沙湾宏福食品厂 

联系人：徐志奇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福禄老干巴牛肉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沙湾区碧新沅精米加工厂 

联系人：徐进伟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碧新沅精米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沙湾区明仕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明保清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安谷”、“小寰球”   “明

保钦”牌禽蛋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呈全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云华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糯米酒、米酒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省五通桥区德昌源酱园厂 

联系人：刘卫东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桥”牌豆腐乳、“德昌源”牌汤

圆粉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魔王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杰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金魔王”牌牛肉丝、牛肉干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省五通桥区牛华芽菜食品

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彬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牛华芽菜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省志强泡海椒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胡志强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泡菜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夹江县五福蔬菜加工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陈贵华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清水笋、酱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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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夹江县鑫圳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  鑫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绿壳鸡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夹江县天禾铁皮石斛种植园 

联系人：周  密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铁皮石斛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板厂坪天麻种植

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王六安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天麻系列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冬健腊肉加工厂 

联系人：王冬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腊肉制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洪银养鸡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段洪银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山鸡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大峡谷野猪养

殖专合合作社 

联系人：段洪云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野鸡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森宝野生植物

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大全 

职务：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0833-2715730 

展品信息：天麻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 

联系人：陈平彧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牛膝、川芎、当归（均为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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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乐山伟业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吴培森 

职务：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0833-2595278 

展品信息：果蔬消毒清洗机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四川省乐山市光洪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光洪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食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绿野畜禽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罗姚琴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非大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梦之源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永昌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鸡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乐山市市中区苏稽张吉武米花糖

厂 

联系人：张小群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米花糖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边金凤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瑶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香肠、野猪肉、野鸡肉、牛肉、

野鸡蛋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边五旺有限责任 

联系人：王磊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野生竹笋系列 3 个、麻辣酱、

森林蕨菜、麻辣榨菜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边土里吐趣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继业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玛珈酒系列产品、玛珈系列产

品、老鹰茶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边绿色食品公司 

联系人：刘秋义 



 

 
65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竹笋系列产品 5个、香辣酱、藤

椒油系列产品 2个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边金源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加雄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玛珈酒系列产品、玛珈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5 

单位名称：峨边三山养殖合作社 

联系人：徐向阳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腊肉系列产品牛肉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牧天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雄一 

职务：电商总监 

展品信息：冷吃兔、手撕肉 

企业简介：四川牧天食品有限公司是四川省

自贡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冷吃

兔生产线是自贡地区首家建成的自动化生

产线，处于行业领导地位。 

公司按照“市场+公司+农户”的模式运作，

实施“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新，人

新我优”的经营策略，内联农户和加工企业，

外联商场超市，为农户架起了农副产品通

向市场的桥梁，有效地促进了农副产品的

生产和加工、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盐帮

厨子”自贡冷吃兔于 2014 年 5 月申报国

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申报成功。同时，公

司有效地利用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优

势，大打“生态”概念，构建起良好的市

场体系。公司注册商标“盐帮厨子”牌商

标被评为自贡市知名商标；外观专利 9个；

实用新型专利 1个。公司与四川大学、四

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教育集团等高校联

合，实施产学研结合，新产品研发与技术

支撑条件好。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天然火鸡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淑君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13-8207036、0813-8207036 

展品信息：火鸡、火鸡蛋、熟食品零售 

企业简介：自贡天然火鸡养殖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4年 3月 18 日，位于自井区仲权

镇白胜村 11组。公司初期于 2012年 4月

起，通过大量市场走访、调研与实践，引

进优质火鸡种苗，经过一年的繁育，2013

年 5月，成功繁育优质火鸡种群 130多只，

并通过科学的养殖管理，至 2014年 10月，

已有种鸡 600 余只，成品鸡 2000 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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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15年底，公司与农户可达 5000只以

上规模。自贡天然火鸡养殖有限公司是自贡

唯一的一家以专业火鸡养殖为基础的科学

养殖公司，具有专业性和市场唯一性，前景

广阔，经济效益显著。目前也是四川省唯一

一家规模性养殖火鸡的基地。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刀刀爽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伟林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13990033163 

展品信息：火边子牛肉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自贡市刀刀爽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重点龙

头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600 万元，公司通过

了 ISO9001:2008 质 量 体 系 认 证 和

ISO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专

业生产“刀刀爽”牌火边子牛肉系列产品，

近 100 种规格。刀刀爽系列因其质量优良，

包装精美，口感纯正，风味独特，已成为自

贡名优特产品的一张精美名片。产品获得

2012 年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是“四川省名牌”产品。“刀刀爽”商标是

四川省著名商标。“火边子牛肉”已成功申

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四川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产品。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联系人：黄兆洪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13-8110823、0813-8110823 

展品信息：百味斋火锅底料及调味料 

企业简介：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自贡。亿

万年铸就的恐龙化石宝库，两千年沉淀的

井盐文化遗存，八百年汇聚的绚丽彩灯故

里，百年烹饪的盐帮美食佳肴，共同赋予

了它驰名中外的美誉。形成了一家以生产、

销售各类调味品为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并与四川理工大学，四

川大学建立产学院结合，公司现申请 8项

发明专利、并取得 10 项外观专利并获得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出口创

汇企业”、“少数民族定点生产企业”“四

川名牌”“四川省著名商标”等荣誉。通

过 26 年的创业发展，公司成为中型食品

综合加工企业，川南地区最具发展潜力与

竞争力的现代调味品生产企业。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建设镇龙都早香柚专合社 

联系人：蔡健鹰 

职务：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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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龙都早香柚 

企业简介：龙都早香柚是四川省自贡市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早熟柚类优新品种，中秋、

国庆前成熟上市、果大色泽金黄、香气浓郁

而持久、品质佳、兼具有医疗保健作用。1996

—1998年连续三年获全国柚类评比金杯奖；

1999 年被评为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

品；2002 年被评为四川—中国西部农业博

览会名优产品，2004 年通过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列入中国柚类新品种名录，向全国推荐。

2014年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白庙塔罗科血橙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必祥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塔罗科血橙 

企业简介：塔罗科血橙新系果实大、新鲜、

果形端正、色泽橙红、果皮薄、肉质细嫩、

化渣、多汁、风味浓郁，具有血橙特征、玫

瑰清香、少核、品质极优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龙潭蔬菜专合社 

联系人：刘邦成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川龙潭牌蔬菜 

企业简介：龙潭镇是自贡市旭水河菜畜产

业带重点基地镇，经 30 多年发展，形成

了冬水田“春提早、秋延后”“菜－菜、

菜－稻”设施种植模式，常年种植面积 3

万余亩，产量 20 万吨，销往成渝云贵陕

鄂等省市市场。属无公害农产品基地，有

番茄、辣椒、黄瓜等 11 个无公害和番茄、

茄子、黄瓜等 14 个有机认证蔬菜品种和

“川龙潭”四川省著名商标。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泰福农副产品加工厂 

联系人：罗淮良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大头菜加工品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红茅烧酒业公司 

联系人：王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中档酒、小灶酒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添宝花生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牟海洋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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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贡井区桥头全城食品厂 

联系人：陈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花生糖、四方酥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贡井区五宝食品加工厂 

联系人：李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长生果 

企业简介：1984 年建厂，以当地产优质天

府花生为原料，采用传统烘焙工艺，生产带

壳“天宝”牌“长生果”咸脆花生，日生产

能力 1.5吨，常年可保 9个月正常生产，产

品以彩色礼品盒包装为主，有多种规格。产

品 1992 年获“全国星火计划成果银奖”、

1995年获“自贡市名特优产品称号”，2015

年获“五宝花生”地理保护产品标识使用权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四方酥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文浩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四方酥，旦黄条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思味多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鸿 

职务：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0813-5111445 

展品信息：麻辣大头菜、萝卜干 

企业简介：公司专注于中国酱腌菜、四川

泡菜、调味品（料）、家常下饭菜的开发

和销售，目前公司已开发“麻辣大头菜”、

“麻辣萝卜干”、“麻辣笋子”、“红油

大头菜”、“红油萝卜干”、“红油笋子”

等 10 个规格产品，已申请“思味多”、

“小姨妹”两个三大类注册商标。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天花井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长明 

职务：总经理助理 

联系方式：0813-5105888 

展品信息：长明火边子牛肉、冷吃兔、牛

佛烘肘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自贡市天花井食品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0年 11月，位于大安区大山铺镇

恐龙大道 168 号，占地面积 11 亩，注册

资金 560 万元，资产总额 5086 万元，公

司拥有领先于行业的标准化自动生产线，

具备年产 5000 吨肉制品、罐头、调味品、

盐帮酒店特色菜的生产能力，现有员工

220 人。主要生产经营“长明牌”火边子

牛肉，牛佛烘肘、香辣酱、冷吃免、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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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鸡脚系列 200 余个产品，其“长明”牌、

“牛佛”牌商标荣获“四川省著名商标”，

“长明”火边子牛肉、冷吃兔、“牛佛”烘

肘荣获四川名牌产品称号。公司产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

本），属于国家重点鼓励类产业，是四川省

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成长

型中小企业、四川省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自贡火边子牛肉于 2012 年被批准作为“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企业连续多年

通过了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四川质量技术监督局 AA 级企业、中国

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信用等级 A+企业。公

司坚持走品质兴企、品牌强企之路，有序推

进公司品牌建设进程，积极提升长明品牌形

象及品牌知名度。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盐帮年代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缪宇 

职务：营销总监 

联系方式：0813-2135098、2135018 

展品信息：冷吃兔、冷吃牛肉 

企业简介：四川盐帮年代食品有限公司坐落

于山清水秀，美丽富饶的川南重镇——四川

自贡。成立于 2009年 7月 20日，公司自成

立以来，就以挖掘盐自贡美食，推广盐帮文

化为使命，目前，公司拥有“盐帮年代”、

“李记”两个品牌。产品有休闲、腌卤两

大类为，几十个品种。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盐味源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代红兵 

职务：主管 

展品信息：泡青菜、泡姜、泡辣椒、鱼头

酱、鱼酸菜、大酱汤 

企业简介：自贡盐味源食品有限公司注册

于 2013 年 7 月 32 日，是一家专业研究、

生产、销售高档泡菜、调味品的现代化食

品加工企业，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的运作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建立了较为稳

定的产销关系，实现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

千变万化大市场的对接，积极推进了农业

产业化结构的调整，为当地、本区域的泡

菜发展奠定基础。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牛佛养蜂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周育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13-5106126 

展品信息：蜂产品 

企业简介：“牛佛蜂蜜”是自贡市牛佛养

蜂专业合作社成员生产的纯天然蜂蜜。先

后注册了“牛佛蜂蜜”商标，通过了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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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监局 QS 认证以及四川重点产品追溯平

台。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互惠粮油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李健 

职务：理事长 

联系方式：0813-8101077、0813-8101077 

展品信息：大米，米酒 

企业简介：自贡市互惠粮油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 2011 年 1 月，注册资金 130 万元，设立

会员 24 人，其中企业会员（自贡市春秋农

资有限公司）1个，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周

边普通社员 10000 余户。合作社以水稻，玉

米等订单种植为主。现有订单水稻 1 万亩、

玉米 1000 亩。并开展蒲殿贡米，米花糖，

米粉，米酒等粮食精深加工。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兰氏蛇园 

联系人：兰秀英 

职务：园长 

联系方式：0813-3706028、8133706028 

展品信息：蛇干、蛇油、蛇鞭 

企业简介：贡市兰氏蛇园养殖场始建于 2005

年，现占地面积 2200 平方米，其中蛇园建

筑面积占地近 2000 平方米，其中分有室外

养殖 A区、B区、C 区、D区、E区、隔离室、

孵化室、幼蛇养殖区、室内外结合养殖区、

室内养殖室、室内加温房、发酵床箱养、

眼镜蛇房（一）（二）（三）、蛇饲料养

殖池、大、小白鼠养殖区等。园区建设按

照多功能、节约化、生态环保的要求，既

模拟蛇类生存的野外生态环境，又融入现

代化室内立体养殖元素，为实现人工科学、

高效养蛇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主要从

事 眼镜蛇、王锦蛇、乌稍蛇、黑眉锦蛇、

赤练蛇、玉斑锦蛇的驯养繁殖工作。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凯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楷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塔罗科血橙 

企业简介：自贡凯泰农业开发公司是在我

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东风劲吹和城乡

统筹暖流沐浴之下应运而生的一家集果

蔬种植、水产养殖、畜牧养殖、农产品加

工、配送、直销、农产示范及生态观光于

一体的农业企业。公司基地位于自贡市沿

滩区黄市镇，规划总面积 3150 亩，其中：

种植区2650余亩，水产养殖区 200余亩，

生态观光园区 300余亩，固定员工 148人，

已完成投资 5000余万元。 

 

展位号：N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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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自贡佳逸编制工艺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桃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特色手工艺品 

企业简介：自贡佳逸编织工艺品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4 年 4月 11日).坐落于四川省自

贡市沿滩区黄市镇。黄市镇盛产丰富的编织

材料---灯芯草!灯芯草是一种中药，有利尿

通淋，清心除烦。编织人员曾达到好几万人

的规模，年产量每年在 1000－3000 万顶草

帽的产量。那时候由于工艺比现在复杂，一

天正常情况下才能编 1－2 顶帽子。有的家

庭靠编织草帽修建了两层的楼房。虽然现在

上至 80 岁，下至 10 岁左右的小朋友都会编

织草帽，不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长，就

业增加，导到现目前编织的人群都是以中老

年人为主了，产量逞逐年下降趋势！现在年

产量只有 200万顶草帽。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霞光食品厂 

联系人：李科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花生糖、花生酥 

企业简介：自贡市霞光食品厂主要经营：花

生糖、花生酥等产品。公司尊崇“踏实、拼

搏、责任”的企业精神，并以诚信、共赢、

开创经营理念，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以全

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务，

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本，我们始终坚持用

户至上 用心服务于客户，坚持用自己的

服务去打动客户。公司具体的地址是：沿

滩区黄市镇霞光村 9 组 。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九台山瓜椒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杨军 

职务：理事长助理 

联系方式：0813-3970030 

展品信息：花椒、红薯、南瓜 

企业简介：自贡市九台山瓜椒专业合作社

于 2008 年 9 月经原九洪乡西瓜协会整合

而成，合作社现有成员 905 人，其中党员

48 人（关系在协会支部有 6 人）,生产基

地 3.5万亩，2014年基地产值达亿元。合

作社高度重视基地建设，先后成功申报国

家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出口

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专家服务基地”。

成功注册并启用“九台山”牌系列农产品

原产地商标，“九台山”牌西瓜 2007 年

荣获西博会“消费者最喜爱商品”奖，“九

台山”牌青花椒荣先后获 2008 年西博会

“消费者最喜爱展品”奖、2009 年西部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 “最畅销产品”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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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九台山”商标连续成功申评自

贡市“知名商标”。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雄起蛇类养殖场 

联系人：熊亮 

联系方式：13880094632 

展品信息：蛇 

企业简介：本厂建于 2010年占地 4300平米，

养殖房间 40 余间。实行全年无冬眠立体化

高密度蛇类养殖模式，饲养实行标准化、占

地少，效益高，对环境无污染等特点。本厂

养殖模式客服以前不好管理、长势慢、容易

逃逸的特点，本厂争取在五年内不断的飞速

发展成为省内养蛇业的带头企业。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沿滩区红丰蜜柚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曾彬仁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蜜柚 

企业简介：自贡市沿滩区红丰蜜柚专业合作

社是一家集种、养殖一体的大型专业合作社，

现种植蜜柚面积 200 余亩。其蜜柚具有皮薄

而光滑，橙黄色，香味浓溢，果肉晶莹透亮，

汁瓤肥大，肉质脆，酸甜可口，品质极优。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沿滩区立丰花椒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杨家丽 

职务：办公室 

联系方式：0813-7985666 

展品信息：九叶青花椒 

企业简介：自贡市沿滩区立丰花椒专业合

作社是一家集种养植花椒、蔬菜，家禽、

家畜为一体的大型专业合作社，现种植基

地有 3 个，共计面积 2000 亩，所种植的

九叶青花椒具有皮厚，色青，无公害，其

果实清香、麻味纯正等特点。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沿滩区金银湖农民蛋鸡

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杨勇 

展品信息：土鸡蛋 

企业简介：自贡市沿滩区金银湖农民蛋鸡

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8 年 7 月，现

有社员 130 户，注册资金总额 300 万元，

存栏蛋鸡 80 万只。主要从事蛋鸡养殖、

为社员养殖蛋鸡提供技术交流、培训、产

供销一体化服务。自成立以来，合作社曾

被评为《省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 金银湖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地处

自贡市金银湖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核



 

 
73 

心部位，毗邻渝昆高速、乐自高速出口，距

自贡市区 11公里、成昆铁路舒平站 8公里、

宜宾机场 48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合作社技术力量雄厚，注重产品质量和

品牌形象,成功注册了“众康”牌鸡蛋商标，

开发出了无公害蛋、乡村农家蛋、乡村双黄

蛋、雏蛋等系列产品。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太源井醋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李 

职务：营销副总 

联系方式：0813-3909136、3909136 

展品信息：“太源井”醋、酱油 

企业简介：四川太源井醋业有限公司，座落

于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王井镇太源街。公司

生产的“太源井”牌晒醋始创于清道光二十

八年（1848 年），具有 160 余年的生产历

史，太源井晒醋酿制技艺沿用清•道光年间

研制的传统秘方，经五代技师（掌缸师）不

断研创、探索、挖掘、整理、传承、改进和

扩大生产规模，延续生产至今。采用传统秘

方的安桂、西砂仁等 108味中草药制曲，选

用优质大米、麦麸为主要原料，形成了独特

的酿制配方。经传统工艺的蒸煮、发酵、日

晒、陈酿四大工艺流程，20 多道工序制成，

其陈晒期达 2年以上，产品有五年珍品、三

年珍品、口服晒醋、1848 特醋、特酿、特

醋、一醋、二醋、五星特醋、餐饮醋、浓

香型晒醋等 20 多个品种，产品呈棕红褐

色，酸味醇厚，微甜爽口，回味悠长及久

存不腐等特点，是上乘的调味佳品，1992

年经成都中医学院鉴定：“太源井”牌晒

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人体所必需的 18

种氨基酸及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公

司现有职工 78 人；公司占地面积 11,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7,151 平方米，现有

资产约 1,700 万元。公司自 1998 年改制

以来，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及天泰集团公司

的领导下，经过转换经营机制，注重质量，

扩大品牌知名度及加大市场投入力度后，

公司的产值、销售收入及利税连年翻番；

产品荣获“2009、2010 中国西部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最畅销产品、喜爱展品奖”、

“2011 年获自贡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2011 年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12年四川省经信委评为

“2012—2013 年第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

2013 年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质量

信用 AA、列入 2013 年四川省地方名优产

品推荐目录及连续六届荣获“自贡市知名

商标称号”等多项殊荣，更在 2006 年国

家商务部“中华老字号”的评选中被评为

自贡地区首批独家荣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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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水木阳光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辉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玫瑰花茶、玫瑰酒等 

企业简介：四川水木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地处

中国盐都——四川自贡，注册资金 500万元。

沱江、釜溪河两大流域孕育下的自贡，以独

特的气候与土壤环境造就了自贡自贡水木

阳光玫瑰的优良品质，公司是一家以玫瑰产

品深加工为主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企业。业精

于勤而贵于专，四川水木阳光农业有限公司

以玫瑰基地建设为后盾，以科技为保证，以

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发展之源，全力打造

“生态、有机、科技、健康”为主题的玫瑰

产业与玫瑰文化。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荣县兴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邓 新 

职务：法人 

展品信息：香葱、香蒜、香菜、香芋 

企业简介：荣县兴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09 年 4 月，现有社员 6000 多名，

采用订单生产的形式进行经营。2012 年被

省农牧厅评为省级示范合作社。主产优质稻、

玉米、黄瓜、苦瓜、四季豆、大葱、荷花芋、

油桃、梨子、香蕉等，农产品销往南充、

重庆、泸州、宜宾、自贡等地。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荣县绍能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范绍能 

职务：法人 

展品信息：“乐德红”辣椒 

企业简介：荣县绍能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0 年，主要生产“乐德红”小

辣椒，严格按照“统一品种、统一育种、

统一防治、统一档案、统一监测”的标准

化方式进行生产经营。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大农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 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紫色系列食品 

企业简介：四川大农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

司坚持提供“健康食品、生态食品、负责

食品”三大食品为食者造福，坚持“品种

引领、模式引领、方式引领”三个引领为

耕者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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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荣县沙溪土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秦文杰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七厢土花生 

企业简介：荣县沙溪土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2 年 2 月，主要开展花生的生产

经营，实现“公司+合作社+支部+农户”的

做法，实行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统一按质

论价收购、统一销售、统一分红的合作方式。

社员人数已经达到 400 多人，年人均分红

1.3万元。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绿食佳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杨明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杏鲍菇等菌类 

企业简介：四川绿食佳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是集

绿色（有机）蔬菜，菌类种植、加工、储藏、

研发、销售、生态养殖及物流于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弘鑫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勤火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双溪湖”油茶籽油 

企业简介：四川弘鑫农业有限公司是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主营油茶种植和加工，

主要有御品、珍品、尚品、孕婴专用等 15

个品种的纯油茶籽油，其中“双溪湖”牌

油茶籽油获全国油茶油唯一金奖。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佛茗油脂厂 

联系人：辜义生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赢龙”山茶油 

企业简介：荣县佛茗油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7月，主要采用“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生产经营。公司生产的“赢龙”山茶

油茶籽油于 2013 年通过国内有机认证，

产品已形成国内各大城市的销售网络。其

中油茶原料年出口台湾 1500 余吨，产值

3000 多万元。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自贡市荣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荣锋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手工蚕丝棉被 

企业简介：自贡市荣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是以蚕桑、蚕种生产、蚕茧、丝绵及蚕丝

被加工为一体的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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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生产的“白雀”牌蚕丝

被在四川省丝绸行业中处于技术领先、质量

过硬、品牌美誉度高、顾客满意度好、产销

量和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的龙头地位。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龙都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佐森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龙都香茗、龙都皇芽 

企业简介：四川龙都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座落于四川自贡市荣县，是一家集茶叶科研

开发、生产经营、精深加工及茶文化传播为

一体的专业化集团公司，，年产茶能力 2000

吨以上。公司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

龙头企业、中国茉莉花茶十佳企业。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绿茗春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皓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绿茗春牌生态绿茶、茉莉花茶 

企业简介：四川绿茗春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

头企业、四川省质量信用 AA 级企业，主要

从事茶叶制造和销售，“绿茗春”牌巅峰雪

芽绿茶获得“四川名牌产品、四川省著名商

标”等称号。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黄金叶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 光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黄金叶”绿茶、白茶 

企业简介：四川黄金叶茶业有限公司，集

茶叶种植、生产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

实现完善产业规模化一条龙产业链。公司

成立了茶叶协会，建立了荣县吉康茶叶专

业合作、荣县金桥供销（集团）茶叶专业

合作社。公司种植黄金叶茶 1000 亩，白

茶 1000 亩，有机茶 2000亩。基地分布在

乐山市罗城镇、自贡市长山镇、来牟镇、

双古镇。公司主要生产黄金叶茶、黄金白

茶、茗茶、香茶、优质茶坯、茉莉花茶、

出口茶等。公司已获得 2项国家专利。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双古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谢伯华 

职务：农艺师 

展品信息：原料茶叶 

企业简介：双古镇现有茶园面积超过 4万

亩，年产新鲜茶叶 1700 万公斤。是四川

南部早春茶产区，幅员面积 95.56 公里，

境内常年云雾缭绕，无污染性工矿企业。

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乡镇，获得了全国无

公害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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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省远达集团富顺县美乐食品

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远利 

职务：营销副经理 

展品信息：香辣酱、酱油、风味菜等 

企业简介：四川省远达集团富顺县美乐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乐食品公司）是一

家集食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专业生产复合调味品的四川省农业产业化

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具备年产 20000吨

香辣酱的生产能力，系列产品主要有：香辣

酱系列、豆花蘸水、酿造系列、风味菜系列、

精品礼盒装系列，并针对不同使用需求，分

别设计了瓶装、桶装、袋装、礼盒装等系列

包装，得到了餐饮专业厨师、家庭消费者等

不同消费终端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富顺县蜀佳味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龙伟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属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省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公司主要产品：香

辣酱、豆花蘸水、麻辣酱、风味豆豉、火锅

底料、鱼调料、酱油、醋、鸡精味精等系列

调味食品。占地面积 25亩，建筑面积 9000

多平方米，年生产能力 8000 吨。公司“蜀

佳商标”被评为四川省著名商标，蜀佳牌

“富顺香辣酱”、“富顺豆花蘸水”荣获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蜀佳香辣酱”

等四个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级产品”。

“蜀佳牌”香辣酱、豆花蘸水被四川省人

民政府评为第十一届四川名牌产品。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省联华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古良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铁皮枫斗；铁皮石斛鲜条；铁

皮石斛烤条；铁皮石斛花茶；铁皮石斛养

生酒；铁皮石斛盆景；铁皮石斛组培苗 

企业简介：四川联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专业从事铁皮石

斛等珍稀名贵药材的种苗繁育、标准化种

植及技术推广、产品加工与销售，是集产

学研于一体的民营科技企业，自贡市农业

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省富顺锦明笋竹食品有限

公司 

联系人：蓝宇平 

联系方式： 0813― 7195125、 0813―

7195125 

展品信息：笋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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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省富顺锦明笋竹食品有限公

司位于有“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

国灯城”的四川省自贡市，公司是集科研开

发、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四川省农

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2年 8月，注册资金 1060 万元，占地 100

余亩，建筑面积 15000平方米。公司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的集约化管理模式，公司基

地是森林食品基地，公司始终以“绿色产业，

健康人生”为企业宗旨。公司采用无硫护色

保鲜技术，先后开发了清水笋、笋干、风味

笋、清水发酵笋（干锅笋）、盐渍笋等五大

类，三十余个品种，其中十六个产品获得绿

色食品证书。发酵笋技术经权威机构查新属

国内领先技术，荣获富顺县和自贡市科技创

新技术奖。公司荣获四川省民营企业质量工

作先进单位，省质量信用等级 AA+级企业和

四川省成长性中小企业、四川省林业二十强

企业、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先进龙头企业、银

行信用等级 AA+级。公司已通过 ISO2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IACCP《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产品曾多次获得“金

奖”、“优秀奖”、“畅销产品奖”和“最

畅销产品奖”，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石道乡九叶青花椒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尚志刚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花椒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自贡市锦鑫花椒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08年 7月 22日经富顺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300万元，法定

代表人：尚志刚。公司经营范围：种植、

销售：花椒。公司地址位于富顺县富世镇

望云北路中段顺达佳园 E区 10-12号。公

司产品注册商标为：“尚豪”牌青花椒。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省川椒种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刘建国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0813―7202503、 

展品信息：新鲜辣椒 

企业简介：为适应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

公司机构设置规范，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

健全，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自有花椒种

植基地 2200 亩，并采用“公司+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合作模式与富顺县的三个花

椒专业合作社建立了良好的技术扶持、产

销合作关系；现有配送中心及冷储库房 1

个、加盟合作的销售网店 80 多个，经销

范围已达北京、广东、重庆、云南及川内

城市，具备了花椒种植、种植技术培训与

示范推广、花椒收购、分选包装、仓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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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销售等经营能力，市场网络发达，销售渠

道通畅，合作关系密切，售后服务优良，构

建起了从基地、加工到市场、配送和终端卖

场一条龙的农副产品市场购销网络，实现了

“农超对接”，壮大了富顺县花椒特色产业。

公司也成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

龙头企业、县级民营科技企业，法人代表尚

志刚获“优秀农村经纪人”、“第三届自贡

市优秀农村人才”、“市科协系统先进个人”

等称号。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富顺县农产品集配中心富顺县世

英农牧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杨波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13340815778 

展品信息：甜橙、金桔 

企业简介：本社注册资本 1300 万元，成员

316个。经营苗木繁育基地，水果生产展示

基地 6 个，示范带动农户 3680 户，种植面

积达 15000 亩。长期与西南农大等科研单位

建立合作关系，获得新技术、新品种、新成

果的试验示范推广支持。以本合作社为主体

建设的“富顺县农产品集配中心”，能集集

货、检测、预冷、分选、加工、冷藏、配货、

收储、可追溯和信息平台等功能为一体，完

善产业链。注册了“世英”商标，使用蔬菜、

水果无公害农产品 4 个,获得绿色食品认

证 2个。在淘宝网上开了“世英农业”产

品销售网店，建立了“世英农业”网站，

进行对外宣传、信息发布、产品销售活动。

实行“农批对接”、“农超对接”，形成

了畅通的销售网络。被列入市级特色农产

品“四进”（进菜谱、进餐馆、进食堂、

进超市）重点单位，2010、2011、2013 被

评为“自贡市先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被评为 2011 中国合作经济年度成就奖励

“中国 50 佳专业合作社”，2013 年被中

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等六个部门

命名为首批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组织、同时

被省农业厅命名为四川省第五批省级示

范社，2014 年被农业部等九部委确定为国

家级示范专业合作社。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赵化镇鹅宝山甜橙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周玉成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甜橙 

企业简介：赵化镇鹅宝山甜橙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5年 3月，占地面积 500多亩，

从业人员 20 人，带动农户 500 余户，年

产量达 30 余吨。2014 年列入“富顺县万

亩甜橙示范园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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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省万寿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小斌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13-7219599、0813―7219599 

展品信息：万寿系列酒 

企业简介：四川省万寿酒业有限公司位于万

寿镇莲花村莲花山上，从 1984 年史建的一

个小作坊式的小酒厂到 2007 年组建四川省

万寿酒业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自贡地区

最大规模的酿酒生产基地。公司注册资本

1760 万元；股东人数 2 人，其中：张朝聪

出资 1056 万元，张小斌出资 704 万元，各

股东出资均按时到位。公司现有职工 148人、

占地面积 235亩。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富顺戎春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剑波 

展品信息：戎春系列酒 

企业简介：四川戎春酒业有限公司地处国家

名酒企业富集的区域——北纬 28°中国白

酒金三角腹地。“戎春”牌白酒采用本地传

统酿酒工艺，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国际

白酒酿酒大师、全国白酒业专家赖高淮先生

的倾心指导下精心研制而成，秉承了国家名

酒风范，成就了“戎春”牌系列酒的不凡

品质。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富顺县天翔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李於刚 

联系方式：18990010200 

展品信息：鸡蛋 

企业简介：公司厂区由怀德镇安怀厂区和

长滩镇仁和厂区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

约 110余亩，具有完善的白酒酿造、储酒

设施、设备和质量检验设备，产能规模达

21500 吨。2014 年公司产值、销售收入、

利税均创历史新高，企业呈现产销两旺态

势，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成为县、市级

“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和“先

进龙头企业”、“富顺县工业强县骨干企

业”、“四川省第一批‘小巨人’企业”、

“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会员单

位”、“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质量诚信先进单位”、“质量

诚信典范企业”、“重质量守诚信最佳单

位”、“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

“全国质量诚信优秀企业”、“全国供销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戎

春牌”注册商标获“自贡市知名商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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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戎春牌”系列酒获“四川省第十一届

四川名牌”称号。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兜山镇柏山村绿壳鸡家庭农场 

联系人：刘子明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绿壳鸡蛋 

企业简介：富顺县柏山绿壳蛋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成立于 2012 年，占地面积 300 亩，总

投资 500万元，现有鸡舍五栋，今年发展到

12 万只鸡，（包括分厂的鸡），成员 105

个，带动周边农户 1600 户，于二〇一三年

申办领取“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和“无公害

畜产品产地认证书”，二〇一四年三月获得

县委“重点农民专业合作社”“先进农民专

业合作社”奖牌。九月领国家商标总局颁发

“贡凤”商标证，十一月获得“自贡市市级

示范农民合作组织”文件。在二〇一五年获

得兜山镇政府“重点专业合作组织”奖牌。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四川巧媳妇米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德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13-7700026、0813-7700125 

展品信息：巧媳妇系列大米 

企业简介：四川巧媳妇米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改制成立为民营企业，地处

富顺县代寺镇。现有员工 60 人，高中级

技术职称专业人才 9 人。注册资本 527万

元，公司占地 37.37亩。年产销规模 60000

吨。辖区辐射耕地 36 万亩，11 个乡镇。

拥有“四川省第一批优质稻生产基地”、

“四川省中稻—再生稻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基地”、“富顺县绿色食品水稻种植基

地（国家级）”等优质粮食基地。以基地

为依托，以订单为纽带，以先进的加工工

艺为载体，巧媳妇米业精心推出了泰香米、

珍珠米、汉中香米、稻花香米、香米、再

生稻米、精洁米、长粒香米、飘香米、家

乐福米、丝带米等系列特色产品，深受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拥有“四川省粮食行业

首批放心粮油企业”、“自贡市粮食系统

龙头企业” 、“富顺县农业产业化经营

重点龙头企业”和“四川省放心产品示范

单位”、“自贡市知名商品”、“四川省

著名商标”、“全国放心粮油‘放心米’”，

“绿色食品” “四川名牌”产品等荣誉。

有完整、规范的检化验设备，具备技术质

量监督检验 A级质检资格和市级计量认证，

通过了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巧媳妇”

系列大米先后参加了“富顺县豆花文化

节”、“四川•中国西部农业博览会”、

“第四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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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中国商标节”、“四川•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等，众多商家争相洽谈订购。带

动基地 18万余亩，农户 10万余户，将完善

制度，加大投资，助农增收，企业增效，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巧媳妇”系列产品包装

规格有 1kg、5kg、10kg、25kg、50kg。可

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欢迎各界朋友惠

购。公司秉承“质量树品牌，服务树形象”

的企业理念，奉行“诚信交友，真心待客”

的经营观念。以创一流产品，一流业绩为西

部大开发做出贡献。 

 

展位号：N106 

单位名称：富顺长滩红心柚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王和友 

职务：理事会长 

联系方式：0813-7680011 

展品信息：红心蜜柚 

企业简介：白岩村山专合社成立于 2013 年，

现有成员 129 户，以长滩镇白岩村为中心，

辐射全镇及周边镇村，发展面积 2000 多亩，

其中示范基地 500 亩，已挂果 500亩，专合

有高、中、初级技术人员 7人，与县农业经

济作物站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被县列为 2015

年“幸福美丽新村“指定推广水果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