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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012-N4013 

单位名称：四川省三合堂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联系人：万永吉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野生天麻加工，销售，批发 

企业简介：我公司主要从事野生天麻的人工

育种，仿野生栽培，基地面积 3000 亩，年

产天麻 100 余吨优质天麻杂交种，零代种

30000余斤，公司野生天麻产品已经走向千

家万户餐桌，得到所有客户的一致称赞和长

期支持。 

 

展位号：N4102-N4105 

单位名称：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红云 

职务：大区经理 

展品信息：肉制品，熟食 

企业简介：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4 年，主要从事优质肉羊品种改良、

繁育、推广，以及农业技术培训、农业循环

经济示范和清真肉食品精深加工等业务，公

司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甘肃省

民营百强企业和甘肃省畜牧产业协会羊业

分会会长单位，已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

系、ISO22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三项国际标

准化认证、清真认证和羊肉产品有机认证。 

展位号：N4167 

单位名称：成都北大荒绿色食品配送有限

公司 

联系人：饶文军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北大荒绿野稻花香米，有机大

豆油，山珍六宝 

企业简介：北大荒是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中国农业唯一自有全产业链企业。 

北大荒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农业企业

集团，2011 年位居“中国企业 500强”第

79 位，是中国农业行业中唯一入围企业。

集团已形成米，面，油，乳，肉，药，薯

等十大支柱产业，培养了九三粮油，完达

山乳业，北大荒米业，北大荒麦业等一大

批省级，国家级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 

 

展位号：N4182 

单位名称：湖北理工学院 

联系人：郑进 

职务：教授 

展品信息：蕲山药 

企业简介：湖北理工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

本科高校。黄石市玉蕲山药科技有 

限公司依托湖北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创新

团队注册成立。专业从事蕲山药研发、种

植、销售及技术服务。蕲山药产自医圣李

时珍故里——湖北省蕲春县。蕲山药以其

枝肥个大、肉质细腻、淀粉丰富、色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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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食味香甜、清爽可口，为《本草纲目》

所推崇。 

 

展位号：N4090-N4091 

单位名称：南京登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童兆友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景观植物 

企业简介：南京登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创新型高新科技企业。公司主营新优彩叶

树种繁育、生物试剂研发及销售、垂直绿化

事业、城市生态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与开发

等。公司拥有“金陵黄枫”的生产及销售的

全部知识产权，预计 2016 年下半年首批产

品面市。目前公司拥有国内最大的“金陵黄

枫”生产基地，市场占有率达 90%以上。  

 

展位号：N4008 

单位名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西

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联系人：权圣威 

职务：项目负责人 

展品信息：相关技术展示 

企业简介：极客云创团队主营业务为物联网

标识的应用研发及相关产品的商业推广，为

各级政府，各级单位及公司提供一体化的软

硬件技术解决方案·助理社会各单位，各企

业从传统化实现互联网的转型和升级，目前

主营产品为产品全程质量溯源平台涵盖

农产品全程质量溯源防伪平台，工业设备

的全程质量溯源平台以及二维码体验式

点餐平台。 

 

展位号：N4031 

单位名称：成都市蜀青竺辣农副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晨 

职务：销售 

展品信息：辣木片，辣木籽，辣木茶，辣

木粉，辣木浴足散 

企业简介：成都市蜀青竺辣农副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是从事辣木研发，销售，于一体

的专业化公司，公司旨在打造一家集生

产，开发为一体的具有现代农业特色的民

营科技型企业。以推广辣木为产业核心，

立足西部，着力全国，放眼全球，为人类

的健康而努力 

 

展位号：N4126-N4131 

单位名称：内蒙古展团 

 

展位号：N4076 

单位名称：四川珍源儒康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云青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贵妃鸡、细甲鱼、云雾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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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珍源儒康农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金 1000 万，是一家集农业资源开发，

农业项目投资，生态农作物种植、生态有机

猪肉于一体的全生态产业链的生态农业公

司，总部位于四川省阿坝汶川县三江镇鹿耳

坪（国家 5A 级自然保护区）。旗下拥有汶

川县三江镇，青川唐家河，丽江玉龙雪山等

多个生态农产品养殖基地。公司是当地以

“公司+基地+农户”为经营模式的农业龙头

企业。 

 

展位号：N4049 

单位名称：四川蓝堡咖啡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佩 

职务：项目经理 

展品信息：黑鹿三合一咖啡&黑鹿白咖啡&

黑鹿咖啡豆 

企业简介：四川蓝堡咖啡有限公司是集咖啡

烘焙、磨粉、加工制作于一体的中外合资企

业，由海外从事咖啡事业 40 余年的专业烘

焙团队全方位打造，黑鹿咖啡为其旗下自营

的全新咖啡品牌！黑鹿咖啡每一粒咖啡豆都

是精挑细选的珍贵，充足分量的包裹下，演

绎着浓郁醇香的极致风味，饱满细腻的口味

中 

氤氲出温暖惬意的绵绵情意。 

 

展位号：N4050 

单位名称：四川圣禾秋葵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联系人：徐波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黄秋葵植物饮品，黄秋葵养生

花茶，黄秋葵营养脆片 

企业简介：四川圣禾秋葵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总部在武侯区西部智谷，在双流 

县金桥镇有种植基地 1000 亩，种有黄秋

葵和巨菌草两个品类的作物，在崇州建有

万吨级的饮料生产线一条，正在双流规划

建设秋葵食品加工产业园。公司现在是中

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公

司的种植基地和饮料生产厂分别被全国

农村发展工作委员会、全国青少年食品安

全科技创新实验示范基地行动领导小组、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科技委员会等三家全

国性组织授予“黄秋葵种植示，范基地”

和“黄秋葵生态饮品加工基地”。 目前

公司产品有饮料 4 款，花茶 2 款，脆片 1

款，建有南京和北京两个分公司，构架有

西南、华北、华东、华南四大营销片区 

展位号：N4021 

单位名称：北京古钟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雅范 

职务：品控部主管 

联系方式：010-8072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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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芝麻酱，花生酱，芝麻香油，冷

榨香油 

企业简介：北京古钟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 1993 年，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中关

村科技园区，公司占地面积 50 亩，其中工

厂占地 2万余平方米，是一家集产品开发，

生产，销售，储运，及内外贸为一体的专业

生产健康实用油的大会中型企业，属于昌平

区政府重点扶持企业 

 

展位号：N4054 

单位名称：台湾金湛坊香茅油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聪 

展品信息：【金湛坊】香茅油 

企业简介：香茅油（lemongrass），又称柠

檬草，含有大量的香茅醇，香茅醛，这都是

蚊虫最怕的气味，而香茅精油就是由香茅草

提炼之天然植物精油，气味芬芳，具有强劲

的抗菌能力。功效 1.防止蚊虫、蚂蚁、跳

蚤等虫害，并可防止登革热。2.对无脊髓昆

虫等直接喷洒，有消灭、驱除之功效。3.

喷洒在宠物身上或栖息处及鞋柜、地毯、汽

车坐毯、洗手间、厨房，有除虫、消臭、杀

菌之功效。4.气味芬芳、浓郁持久，净身辟

邪，放松精神。5.本产品使用最先进科技【真

空分离法】提炼而成，敬请安心使用。 

 

展位号：N4176-N4179 

单位名称：生活样本韩国精品生活馆 

联系人：全春凤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韩国食品（海苔，饼干，山药

粥等） 

 

展位号：N4168 

单位名称：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新友谊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东兴 

职务：8511 农场商务粮食科长 

展品信息：黄豆珍故事面.绿豆珍故事面.

黑豆珍故事面.有机黄大豆油.有机黑大

豆油 

企业简介：1.黄豆珍故事面：大豆面中富

含植物蛋白中唯一的 50%左右全价蛋白，

大豆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素.维生素.铁.

不饱和脂肪酸等健康营养成分 

2.青豆珍故事面：青豆不但拥有黄豆拥有

的营养，它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抗氧

化。青豆维生素 B族的含量比平时吃食物

高出好几倍。 

3.黑豆珍故事面：黑豆营养全面，微量元

素如锌.铜镁.硒.氟等的含量很高，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新友谊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意大利面条，

在市场开发上，以广泛宣传-合作开发-扩

大内销-全国联动-销赠结合的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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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 农场的新友谊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推出

的“豆珍故事面条'分别为黄.绿.黑三大系

列，产品保存了大豆的全部营养价值，公司

还相继推出了猴头菇豆珍面.黑木耳豆珍

面，爱糊涂豆粉，冷榨黄大豆油，冷榨黑大

豆油。 

 

展位号：N4011 

单位名称：邹城市立军果丰树种植合作社 

联系人：孙广军 

展品信息：熟桃，及桃树苗木 

企业简介：《中国桃树视频网》是依托邹城

市立军果丰树种植合作社建立的一个为本

合作社及全国桃农服务的网站，专业致力于

桃树修剪视频.果树栽培管理新技术，苗木

新优品种.中桃 1-13 推广的综合网站。 

 

展位号：N405 

单位名称：河南懿丰油脂有限公司 

联系人：臧胜利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396-7669999\0396-7990091 

展品信息：“悦生和”菜籽油、花生油 

企业简介：河南懿丰油脂有限公司地处全国

油料百强县—泌阳县，依托当地丰富的优质

原料，主要生产“悦生合”系列非转基因双

低菜籽油和小白沙花生油，年产 30 万吨，

是中国食用油加工企业 50 强、中国油菜籽

加工企业 10 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河南省最大的双低菜籽油专业

生产企业。 

 

展位号：N405 

单位名称：河南省大程粮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联系人：完颜北京 

职务：市场部经理 

 

 

联系方式： 

0396-2206889\0396-2206886\0396-2206

222 

展品信息：“豫花”面粉、挂面 

企业简介：河南大程粮油集团是主营面粉

和挂面的国家级龙头企业，下辖 7家子公

司 

，总资产 28.4 亿元，年加工小麦 100 万

吨，年产 60多个花色品种挂面 20万吨，

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

扶贫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

地、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全国主食

产业化示范企业、中国粮油企业 100 强、

全国小麦粉加工企业 50 强、全国挂面加

工企业 10强、军队给养供应保障企业。 

 

展位号：N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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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成都埃克森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成都埃克森尔科技有限公司 是

一家做全球安全农场直达服务，对上游进行

合作农场的数据监控，下游做安全无农药，

无抗生素，无激素的农产品配送到家。目前

已经合作全球 138 家农场伙伴，并不断扩展

合作商共赢服务资源。 

 

展位号：GX401-GX470 

单位名称：广西农产品流通协会 

联系人：韦焕 

职务：办公室副主任 

企业简介：广西农产品流通协会成立于 2014

年 6月，是由广西区内农产品的生产经营、

市场推广、现代物流等企业自愿组成的行业

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构建农产品现代

流通体系和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工作载体。 

协会宗旨 

协助政府  服务企业  构流通平台  惠八

桂农业  连产销信息  促市场开发遵守宪

法、法律和法规，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会

员和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致力于打通广西

农产品流通中的各个环节，降低广西优质农

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加强行业信息交

流，提高农产品流通行业的组织带动能力，

团结会员，加强行业自律，为会员企业服务，

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协助政府有关部门

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和促进广西农产品流

通行业健康发展，搭建“走出去”桥梁，

把质优、价平、安全的广西优质农产品推

向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 

协会业务 

★行业资讯 

研究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发展方向，对会员

单位的农产品市场流通发展进行调查、论

证和指导。 

★项目推介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搞好会员单位的农产

品产销、品牌培育、信誉评估、农超对接、

南菜北运、电子商务、电子结算等农产品

现代流通工作。 

★食品安全 

致力于解决农产品“销售”、“溯源”等

问题，协助确保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量

足、质优、价平、安全，积极引导农产品

生产流通企业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农产品

安全体系。 

★行业培训 

组织会员单位的相关人员参加职业培训

和考察活动。 

★推广基地 

向国内外企业宣传推荐会员单位的优质

品牌生产基地，帮助会员单位提高农产品

市场信用度和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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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广西绿城医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惠珍 

职务：董事长助理 

联系方式： 

展品信息：龙凤启乐酒、海蛇药酒 

企业简介：广西绿城医药有限公司于 2004

年通过 GSP 认证、2010 年通过国家 GSP 认

证以及 2014 年通过国家新版 GSP 再认证。

拥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GSP）认证证书》、《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

《保健食品经营备案凭证》、《酒类流通备

案登记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合

法有效的经营证照，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并持

续有效运行。 

公司具有宽敞整洁、符合 GSP规定的经营和

仓储场所。公司总面积 4144 ㎡，其中办公

场所面积 1068㎡，仓库面积 3076平方米[其

中常温库 1323平方米，阴凉库 1737平方米，

冷库 16 平方米（50 立方米）]。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新产品的引进开

发与新市场的不断开拓，更开创了以市场为

导向的产品引进开发格局，形成了技术产品

系列引进开发的新局面。近年来，公司加大

了新产品、新市场开发的投入，成立了“广

西正善贸易有限公司”和通过了 GMP认证的

“广西绿城制药有限公司”，广西绿城制药

有限公司已取得“龙凤启乐酒”和“海蛇

药酒”的食品和药品生产批文，并正式正

常生产销售，这将大大发展公司的创新速

度和质量保障能力。公司经营业务覆盖全

区，经营品规达 10000 多个，年销售额 5

亿多元，药品满足率和配送率均达到 90%

以上。目前，公司在医院、商业调拨、零

售连锁三大市场齐头并进，并已与广西区

内 43%的三级医院以及 62%以上二级医院

保持良好的业务关系；2012 年在全区新农

合中标配送的县（区）达 12 个，并在广

西区内 14 个地级市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

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市场占有率越

来越高，走在了广西同行的前列 

供应商品：龙凤启乐酒、海蛇药酒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广西正善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志萍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药酒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 

 

展位号：N423 

单位名称：南宁市全健蜜蜂养殖场 

联系人：杨燕军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蜂蜜、蜂花粉、蜂王浆、蜂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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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南宁市全健蜜蜂养殖场位于南宁

市良庆区建源路 15 号，是广西较大的集蜜

蜂养殖、蜂产品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蜂业企

业，是中国养蜂学会、中国蜂产品协会会员

单位。 

南宁市全健蜜蜂养殖场创建于 1994 年，于

2005年搬迁至南宁市良庆区建源路 15号至

今。企业注册资金 130 万元，资产总额

1012.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886.3 万元。

养殖场占地面积 4.45 亩，建筑面积 2500平

方米。拥有现代化的蜂产品加工车间 2000

多平方米，地下储蜜仓库 1000 多平方米和

500多立方米的冷库。有蜂蜜生产包装线、

王浆包装线各一条。现有职工 168人，其中

具有大学学历 12 人，蜂产品开发科研人员

3 人，经验丰富养蜂技术人员 54 人。企业

目前有专卖店一百多家，拥有 10 个养蜂基

地，5个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有 1.2万

群蜜蜂，年产蜂蜜 1000多吨，蜂王浆 20余

吨，花粉 30 多吨。“全键”产品主要有蜂

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等四大类一百多

种，其中蜂蜜六十多个品种，蜂花粉十多个

品种，王浆二十多个品种，蜂胶五个品种。

全健产品多次在国内外质量评比中获奖：如

2011年和 2012年全健蜂王浆分别获第一届

和第三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产品金

奖；2012 年全健蜂蜜获第二届广西名特优

农产品交易会产品金奖。2013 年全健蜂王

浆获第五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产

品金奖。 

企业法人杨传全，1952 年出生，是中国养

蜂界知名专家、南宁市蜂业协会会长、广

西蜂业协会副会长。1974年从事养蜂，积

累了丰富的养蜂经验和蜂产品知识。创业

三十余载，杨传全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2008 年在第九届亚洲养蜂大会上场长杨

传全获“亚洲杰出养蜂者”荣誉称号。2009

年 6 月 2 日～5 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致

富经”栏目对杨传全进行专访并于当年 7

月 2日播出。2010 年 11月 20 日在广西水

产畜牧名特优产品展示会上杨传全的绝

手活“人蜂表演”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

报、广西电视台等媒体的纷纷报道，中央

电视台《科技苑》专访了杨传全养蜂合作

社。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对全健蜂业的

广泛关注，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成

功后杨传全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和人民。近

年来，他通过发展产业化和成立合作社扶

持了三千多人发展养蜂，帮助他们走上了

脱贫致富的道路，为广西养蜂业的发展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 

 

展位号：N419 

单位名称：广西南宁沃百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意芬 

职务：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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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碧根果、薄壳巴旦木、薄皮核桃、

东北松子、开心果夏威夷果。 

企业简介：广西南宁沃百贸易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3年 11月，致力于采购-深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主要经营绿色健康

坚果、茶叶等多种农特产品，截止目前公司

的销售终端商超已经延伸到全国 12 个省、

市、自治区，并强势进驻天猫、京东、1号

店等大型电商平台，受到众多消费者的一致

好评。 

  “朋友来了”精品坚果品牌，以极致、服

务、专注为理念，以时尚、分享、健康为宗

旨，致力于打造以森林食品为主导的坚果品

牌。产品在推出市场后销售异常火爆，得到

了众多消费者的青昧，特别是“朋友来了”

精品坚果礼盒装迅速弥补了节日送礼单一

品种的空白，给 80、90后的社会“主力军”

一种创意送礼的最佳选择。 

 

展位号：N408 

单位名称：广西永江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洁连 

职务：业务主管 

展品信息：寿司姜片，蜜汁姜条；紫苏梅，

芒果干；黄金牛蒡茶；调味笋，白玉姜芽、

酸梅精；生姜粉，姜黄粉、肉桂粉、八角粉、

酸梅粉等 

企业简介：我公司是一家以农产品为主要

原料的食品加工型外资企业，成立于 2000

年。工厂面积 45亩，员工 65人，有四条

生产线，年产量 6000 吨。早年公司主力

于生姜的种植、加工和出口业务，盐渍姜

半成品、寿司姜、梅干等产品长年出口日

本、韩国、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年出口

额在 220万美元左右。我公司拥有生姜种

植基地 1360 亩、指姜种植基地 500 亩，

黄金牛蒡种植基地 550亩。这些基地出产

的生姜（大肉姜）、指姜和牛蒡除了部份

出口外，全部在国内销售。自 2014 年下

半年起，公司改变发展战略，着力开发国

内市场，招揽高级食品研发、包装设计和

市场营销人才，建立了专门负责国内市场

的产品研发部、设计部和市场部。目前公

司获得 QS 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种类有 5

类，有条形码商品包装品种 32 个，部份

产品已发展为畅销产品。目前在国内销售

的产品有：寿司姜片，蜜汁姜条；紫苏梅，

芒果干；黄金牛蒡茶；调味笋，白玉姜芽、

酸梅精；生姜粉，姜黄粉、肉桂粉、八角

粉、酸梅粉等。其中，蜜汁姜条，黄金牛

蒡茶，调味笋，生姜粉和姜黄粉等已在南

宁、广州、云南和北京部份超市和特产店

上架，2015 年 5-8 月实现营业额 58.2 万

元。目前公司正在大力宣传和推广自有品

牌：蔬喜牌和旭亨川，积极参加各种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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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接洽会等渠道，抓住各种机遇，寻求和

发展各级代理商和经销商。实施出口+内销

双向发展是本公司未来 5 年的主要发展方

向,是保证公司长期、良性发展的重要战略，

为此，我公司全体员工将努力不懈。 

 

展位号：N405、406 

单位名称：力倍特（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庆行 

职务：董事长助理 

展品信息：立多多玉米须植物精华饮品、玉

米罐头、立多多矿泉水 

企业简介：十一世纪初始（2007 年），集

团公司在新一代年轻董事长詹友何先生的

主持下，以特有的魄力、胆识与智慧，以打

造民族品牌为己任，创世界百强企业，选择

祖国大陆作为新起点，先后用 6年时间创建

了 8家子公司。力倍特（马来西亚）国际集

团以卓越的服务和优质的产品，兼承“诚实

守信、开拓创新、誉满全球”的核心思想，

为实现振兴民族企业的目标而努力前行。 

2014年业绩达到 86 亿美元。力倍特品牌在

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以“思利及人”为核

心价值观，将“诚实守信、开拓创新、誉满

全球”的经营发展理念作为兴业的根本。力

倍特注重实干奋进，通过不断创新实现超越

自己，从而致力于让我们的品牌文化跻身世

界前茅。 

力倍特（中国）公司自成立以来，遵循“一

切以消费者价值为依归”的经营理念，恪

守集团公司一直秉承的“我们只生产对人

类健康负责的产品”；做到不良因素“零

容忍”的经营准则。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

立多多玉米须植物精华饮品、玉米罐头、

立多多矿泉水以及系列增值产品。“力倍

特”系列产品绝不含任何添加剂，是纯天

然生态产物，产品已通过国家一级轻工食

品专家的审核、鉴定及论证。 

追求，永无止境。如今是力倍特集团壮大

和发展的又一个崭新起点，而力倍特（中

国）饮料有限公司恰是力倍特做强做大民

族品牌的坚实有力的产业平台，更是成就

人生财富和事业价值的舞台。让我们以坚

定的信念和饱满的激情，向着“筑造力倍

特综合产业王国”的目标大跨步迈进，共

同践行产业腾飞、打造民族国际化品牌、

跻身世界百强品牌的宏伟理想。 

2015 年 1 月 16 日，力倍特（中国）饮料

有限公司正式拿到美国 FDA食品安全认证

证书，将国内品质生产标准全面提升为执

行国际 FDA 食品安全标准，按国际标准生

产中国新生代民族品牌。 

未来力倍特集团，必将为世人描绘出一幅

幅壮丽的图画，谱写出华人企业开拓进

取、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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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10 

单位名称：广西南宁天下臻硒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盛强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富硒辣椒风味养生酱富硒芦笋长

寿面、富硒营养调理茉莉香米、富硒旱藕养

生粉丝、富硒罗汉果等原生态绿色臻品 

企业简介：广西南宁天下臻硒食品有限公

司，位于“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

——绿城南宁；是一家集养生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富硒食品”新型

企业；目前已在湖北兴建万亩产业基地。 

本公司依托广西十万大山的优美自然生态

环境和丰富的优质植物资源，历经民间多年

潜心探索研发，目前已开发出“富硒有机绿

茶茉莉花酥爽”，已申报国家专利号

（20131040798.5）、富硒辣椒风味养生酱

（国家专利号：2007100618.6）、富硒芦笋

长寿面、富硒营养调理茉莉香米、富硒旱藕

养生粉丝、富硒罗汉果等原生态绿色臻品。

产品特点：原色、原质、原味、清香、清爽、

营养、健康、可口，而成为男女老少十分青

睐的特色养生食品。 

本公司坚持以科技为向导，与各大中专院

校、科研机构技术合作，以“富硒健康产业”

带动“富硒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以“造千万富硒臻品，赋天下

百姓健康”为企业宗旨；以“品质第一，用

户至上；诚信经营，造福社会”的康尚理

念。我们勇于不断进取、务实创新、精掘

最好的富硒养生臻品和优质的服务，来实

现国人对长寿人生的拥有。 

同时，欢迎广大有志从事健康产业的同

行、商家与我们一起携手合作、纵向联盟，

共同造福天下民众——养生、健康、长寿！ 

 

展位号：N413 

单位名称：南宁市寿康醇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莫虹棉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保健酒 

 

展位号：N414 

单位名称：广西壮姑娘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联系人：朱  永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罗汉果、桂圆肉、野菜月饼、

荔浦芋米饼等广西著名特产 

企业简介：广西壮姑娘特产有限公司（下

简称壮姑娘公司）成立于 2010 年，目前

已开设有 15 家连锁专营店，并在华联超

市、百盛超市等知名商超拥有 8家壮姑娘

特产专区。拥有员工 120多人。是目前广

西规模最大的特产连锁企业，也是广西各

地特产走向市场的最佳平台。主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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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桂圆肉、野菜月饼、荔浦芋米饼等

广西著名特产。 

公司荣誉 

——第四十五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吉祥物独

家授权运营商； 

——自治区旅游局授予的“重点旅游商品基

地”； 

——共青团广西区委授予的“广西青年就业

创业见习基地”； 

——广西名优特产商贸协会会长级企业； 

——广西旅游商品协会协会会长级企业； 

——广西旅游纪念品类必购商品； 

——广西电视台“美在广西”栏目的重点推

荐企业； 

——南宁市八桂田园野菜系列产业合作伙

伴； 

——南宁市旅游局“南宁礼物”唯一运营商。 

——广西特产最大的电商平台，广西-东盟

特产交易网投资方 

 

展位号：N415 

单位名称：广西壹佰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  峰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电子商务 

企业简介：广西壮姑娘特产控股的广西壹佰

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电子商

务公司，主要建设运营“广西-东盟特产交

易网（www.gxdm100.com）“。网站为国

内大型特产批发类 B2B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也是”广西特产，行销全国“的重

要电子商务平台。网站主要帮助特产供应

商找到精准的目标采购商、代理商、经销

商。为中小型企业减少交易对接，降低交

易成本。同时利用互联网传播方式，快速

走向全国市场，为众多采购商找到较齐全

特产商品，节约产品搜索过程，通过平台

展示，使信息更加开放透明。真正让供应

商和采购商做到快速匹配，无缝对接。 

 

展位号：N402 

单位名称：横县南方茶厂 

联系人：谢慧叶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茉莉龙井、茉莉铁观音、富硒

茉莉花茶、茉莉红茶 

企业简介：广西横县南方茶厂，是从事茶

叶种植、加工、销售、科研为一体的南宁

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注册商标

“莉香”牌，厂区占地 2万多平方米，拥

有 12 条初制、精制、窨制花茶高新技术

生产线，年可加工花茶 4万担，是横县花

茶加工规模大、窨制技术过硬的茉莉花茶

加工生产企业。我厂在横县新桥村建立了

300 亩无公害标准化茉莉花种植基地，在

横县南山建立 600 亩无公害优质茶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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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阿里巴巴和淘宝开通了电子商务平

台。我厂注重科技兴企，设有“企业技术中

心”，负责产品研发及技术改造创新，获得

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并与广西大学、广西

师范学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及广西农科院

等科研单位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近年来，我厂实行品牌化经营战略，多次在

各大茶博会上获奖，“莉香”牌茉莉花茶荣

获第八届全国优质茉莉花茶质量评比金奖

第一名，荣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全国

十大茉莉花茶优秀加工企业”，荣获国家技

术监督总局授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

志企业”，“莉香”商标被广西工商行政管

理局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我厂通过了

国家食品安全认证和 ISO22000:2005 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厅无公害产品认证，南宁市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广西发明创造成果展览交易会银奖，

中国著名品牌，全国质量信得过产品，荣获

国家知识产权局 23 项专利发明技术。可供

商品：莉香牌系列茉莉花茶：茉莉龙井、茉

莉铁观音、富硒茉莉花茶、茉莉红茶。 

 

展位号：N402 

单位名称：横县莉香生态农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梁  颖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富硒象牙白茉莉花香米、长腰

玉粒茉莉花香米、皇家御贡茉莉花香米 

企业简介：横县莉香生态农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现代化的综合性农牧业科技

公司。为打造特色品牌，提高科技含量，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广西农科院等科研单

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加大产

品研发力度，促进新产品成果转化，全力

打造优质绿色农产品。在中国科学院等科

研单位指导下，公司利用专利技术，创新

生产出富硒茉莉花香米。富硒茉莉花香米

既满足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又带

有清雅的茉莉花香。该香米的推出，得到

营养专家的认可与美食专家的赞赏，是不

可多得的养生珍品。 

放眼未来，公司紧跟时代进步潮流，积极

发展多元化生产经营，发挥最大的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积极打造一个

“富硒农产品之都”的莉香庄园，为人们

提供更丰富、更健康的富硒农产品。 

可供商品：富硒象牙白茉莉花香米、长腰

玉粒茉莉花香米、皇家御贡茉莉花香米

等。 

 

展位号：N421 

单位名称：广西源安堂肉桂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龙求玉 

职务：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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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源安堂”、“肤阴洁”医药保

健品、肉桂深加工产品 

企业简介：广西源安堂肉桂产业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2 年 8 月，是一家全新的以肉桂产

品为核心，集育林、研发、生产、营销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公司，也是全国首家“产业级”

肉桂企业。本公司为广西源安堂药业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源安

堂药业专注中国医药保健品行业已 20 余

年，旗下“源安堂”、“肤阴洁”品牌 2012

年度双双入选“中国最有价值品牌 500 强”，

品牌价值分别为 32.69亿元、25.91 亿元，

是广西唯一一家两个品牌同时上榜的企业。 

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广西桂平市，拥万亩自有

肉桂经济林，严格按 GAP规范种植，除自有

产量，年收购广西肉桂总价额超过 2亿元，

已初步实现学、研、产、销、（旅）游、文

（化）为一体的整体产业链，产业的规模效

应、经济效益已初步浮现，获得当地农户与

政府的一致好评。 

肉桂树全身都是宝，尤其是野外生长、年份

久远的肉桂，自古以来就是传统中医养生珍

品，有“南桂北参”之美誉；此外，桂木可

用来制作家具与特色工艺品；桂根可用来雕

制“桂”主题艺术品；桂枝桂叶可用来提取

肉桂精油；桂籽可以泡茶或入药。 

源安堂肉桂产业公司传承、弘扬中医中药文

化，以发挥肉桂“养肾祛寒，延年益寿”之

神效，造福万民，倾力打造出源安堂牌系

列产品，遵循产业化发展的路子，后续我

们将加快肉桂国际前沿科技成果的市场

转化，推出更多独具特色的肉桂深加工产

品。期待广大客商、消费者加入我们，共

同推动这一极富广西地方特色、极具发展

前景的“富桂”产业。 

 

展位号：N453 

单位名称：融安县恒裕香油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芬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山茶油 

企业简介：融安恒裕香油科技有限公司地

处元宝山腹地——融安县。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月，是一家集科研、种植、生产、

销售油茶籽油系列高档食用植物油于一

体的现代化民营企业。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以融安县

丰富的油茶资源作为发展之本，坚持走

“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

路，现有融安县的板榄、雅瑶、大巷镇三

大油茶种植示范基地，占地规划约 20000

亩；一个占地 2万平方米的油茶育苗基地。

基地方圆五十公里无工业区，土壤未受

“三废”污染，生态环境良好。 

 

展位号：N454 



 

 
307 

单位名称：融水县福融贝江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联系人：刘通先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香芋 

企业简介：融水县福融贝江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集

科、工、贸一体的专业化农业发展公司。于

2014 年始在永乐乡投资 500 多万元，从当

地农民手中流转土地 1000 多亩，建立“千

亩香芋种植示范基地”，以基地作为产业孵

化器，带动全县农民种植优质香芋，2015

年种植面积已达 8000 多亩。2016年有望达

到 20000亩以上种植规模，积极的引导农民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变观念、发展高效农

业。 

 

展位号：N451 

单位名称：柳州市谢氏螺丝粉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雪昌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螺丝粉 

企业简介：柳州市谢氏螺蛳粉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2 年，注册商标‘家柳’，主营

业务为螺蛳粉（方便食品）、螺蛳粉调味料

生产经营。 

公司一直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美味、营养、

方便的产品，持续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努力满足当今大众对健康食品的需求。

‘家柳’牌螺蛳粉历经二十年的不断研发

和拓展，口味不断改良提升，目前已有多

款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产品，客户遍及全

国各地。 

柳州市谢氏螺蛳粉食品有限公司凭借良

好的信誉和口碑，坚持产品即人品的生产

理念，诚信优良的服务，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和认可。 

 

展位号：N448 

单位名称：广西宏华生物股份实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王国琨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有机食品 

企业简介：广西宏华生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建于 1974 年，经过 40年的艰苦创业，

现已发展成为广西著名的集种鸡、蛋品、

饲料、种植、花卉、投融资及相关产业于

一体的多元化科技型民营企业。公司旗下

拥有宏华禽蛋养殖、宏华牧业、宏华生物

种植、宏华生物科技、宏华有机米、宏华

大北农饲料、宏华花卉七家子公司。公司

已于 2015年 7月 24日正式在全国股转系

统（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32907。

是广西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国家级高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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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49 

单位名称：广西三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小琳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粽子、年糕 

企业简介：广西三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三

江县在 2008 年东盟会招商引资的重点企

业，是一家从事油茶种植、茶油加工销售的

科技型企业，以做大做强做优油茶产业，迈

向国际化企业为目标，秉承“立足油茶促发

展，开发油茶惠民生”的发展理念，柳州市

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油茶种植、茶油

加工企业。 

广西三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三江县在

2008 年东盟会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是一

家从事油茶种植、茶油加工销售的科技型企

业，以做大做强做优油茶产业，迈向国际化

企业为目标，秉承“立足油茶促发展，开发

油茶惠民生”的发展理念，柳州市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的油茶种植、茶油加工企业。 

展位号：N452 

单位名称：融水苗都春早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覃  华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融水苗族自治县苗都春早茶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茶主要来自广西融

水（所属柳州市）大山深处的拱洞乡。拱

洞乡地处融水县北部，距柳州市 200公里。 

平均海拔 800米，属偏僻的高寒山区，山

高水冷，远离工业城市，茶叶生产有得天

独厚条件，全县气温冬季南北温差大，夏

季温差小，历年值介于 18.6℃-19.8℃之

间。最冷月是 1月，大部分地区 6.3-8.9℃

之间；最热月的 7月，大部分地区在 28℃

以上。气候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对茶叶生长、繁殖有

着得天独厚的生态地理环境优势。 

 

展位号：N450 

单位名称：柳州黄氏真味餐饮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廖雷鹰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螺丝粉 

企业简介：“黄氏真味”餐饮连锁品牌企

业，由黄祥端女士创立投资，始创于 1987

年，随着黄氏真味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

大，于 2011 年正式成立—柳州黄氏真味

餐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以更高的平台为出发点，全面贯彻服务社

会的企业宗旨。黄氏真味是一个以经营柳

州名小吃---螺蛳粉为主的企业，旗下有

“黄氏真味螺蛳粉”、“黄氏真味牛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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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品牌。公司经营理念是：品质、诚信、

创新、成长。 

 

展位号：N447 

单位名称：柳州市寄扬轩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  健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螺丝粉 

企业简介：柳州市寄杨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4 年，位于柳州市中心地段，是一家

主要生产袋装螺蛳粉现代化中型企业 

 寄杨轩名字源于北宋诗人邵雍《寄杨轩》： 

“淇水清且泚，泉源发吾地，流到君家时，

尽是思君意”诗意表达对亲朋的思念，正是

借此诗意，表达对在外漂泊的游子，深深的

思乡情，故此：起名“寄杨轩”，消费者称

有亲朋的地方，就有“寄杨轩”。 

 

展位号：N452 

单位名称：融安高誉藤茶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忠贤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藤茶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地处广西

柳州市融安县长安镇大巷村，以种植、研发、

生产藤茶为主。 

 融安地处云贵高原，九万大山之中，地理

位置独特，气候湿润温和，雨量充沛造就了

茶叶原料得天独厚的优良品质。当地少数

民族（含苗、瑶、侗、壮族）从古至今一

直保持着饮用藤茶强身健体的习惯，本公

司致力于发掘少数民族中草药资源，不断

研究、开发和推广创新产品以帮助“三高”

人群提高生活质量。 

 

展位号：N412 

单位名称：桂林普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元胜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脱水鲜罗汉果、脱水鲜罗汉果

花茶 

企业简介：公司创立于 2008 年 3 月，是

一家具有自营进出口资格的药用植物功

能成分提取开发生产企业，现占地面积

19.6 亩，建筑总面积 3632 平方米，管理

技术人员 8 人，职工总数 30 人，公司通

过了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犹太

食品认证，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桂林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并

列入“广西千家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公

司在产品工艺研究和技术创新上，承担了

国家、自治区级科技项目 6项，已有 5项

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1 用复合逆流法从柿

叶中提取熊果酸的方法—— ZL 2009 1 

0113982；2.从柿叶提取含量为 85-98%的

柿 叶 黄 酮 的 方 法 — —  ZL 20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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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597.1；3.逆流提取结合膜分离提取分

离积雪草总苷的方法——  ZL 2011 1 

0033118.0；4.一种酶法提取积雪草总苷的

方法—— ZL 2009 1 0113982.4；5.一种鲜

罗汉果的快速烘焙方法—— ZL 2010 1 

0605571.X 

公司利用智能化静态微波真空干燥技术，对

罗汉果、山药、菊花、柿叶茶等农产品进行

低温快速无硫脱水，如罗汉果的干燥时间从

7天左右减少到约 120分钟，VC含量从 100g 

中仅为 25mg 提升到 650mg，不但大幅度提

升了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而且彻底摆脱传

统的熏硫工艺，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卫生安

全，打破产品出口壁垒。未来 3至 5年内，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和产

业开发力度，做强做精区域特色资源产品，

利用技术优势延展产品线，在稳定和扩大原

有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力争实现跨越发展，

使公司发展成为具有鲜明品牌特色、拥有核

心技术和拳头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明显、

发展基础较好的多元化农产品加工企业。 

 

展位号：N423 

单位名称：广西兴安县鑫鑫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 

联系人：蒋海燕 

职务：副理事长 

展品信息：葡萄 

企业简介： 兴安县鑫鑫水果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01 年注册登记，社员从注册开

始的 6户发展到现在 286户；种植面积从

当初 20 亩发展到现在 4000 多亩，通过技

术推广辐射带动面积达到 2万多亩。合作

社从传统的粗放经营到今天的精细、绿色

标准化管理，我们合作社葡萄价格最高年

份可卖到 100元/公斤，一般价格在 30公

斤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葡萄主打品种有早熟无核、美国奶香黑

提、美国黑提、夏黑、巨玫瑰、金手指、

玫瑰香、温克、巨蜂 10 个品种以上等。

建立了葡萄良种繁育基地 2处，种苗基地

面积 200多亩，年出圃约 100多万株以上。 

2015 年被评为桂林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兴安县鑫鑫水果专业合作社在全

国葡萄果品评比中连续 4 年荣获全国金

奖。 

 

展位号：N409 

单位名称：岑溪市润和蔬菜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赖作飞 

职务：副社长 

展品信息：富硒紫玉淮山 

企业简介：合作社有办公场地 200平方米，

采用了网络电脑办公设施，建立了完善的

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合作社总资产

743 万元，固定资产 516 万元，合作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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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215 户，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聘请华南

农业大学生甘伟教授担任技术顾问。参加种

植农户 656 户，人均收入 1.1万元以上。年

种植蔬菜 3000亩，产值 3000万元以上。 

在 2012 年获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合作社示

范社，同年获自治区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之

星”。以 2014 年 6 月，合作社选送的富硒

紫玉淮山参加中国富硒协会在国家会议中

心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富硒农产品展览，并获

得了金奖。同年获准使用中国富硒农产品标

识和验证二维码。 

 

展位号：N437 

单位名称：梧州市古树六堡茶厂 

联系人：黄金福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梧州市古树六堡茶厂，厂区坐落

在一座有着 2100 多年历史的岭南名城，位

于珠江上游，处于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

汇处，与粤港澳一水相连，有着"百年商埠"

和"小香港"之美誉的绿城水都国家森林城

市----梧州市。也正在六堡茶的发源地。梧

州市年平均气温为 21.4℃，是六堡茶种植、

加工生产、陈化的自然环境下最佳地方。 

梧州市古树六堡茶厂，是一家加工、销售集

一体的企业。本厂一直使用着传统的制茶工

艺及结合现代化清洁机械于一体的加工企

业，拥有一套集传统跟现代的制茶技术，

先进独立的微生物室、计量室、审评室、

留样室，制茶设备齐全先进，实现了六堡

茶生产科学化、标准化、清洁化。 

梧州市古树六堡茶厂，以“承古纳今、传

承发展、精心制茶、诚信发展”为宗旨，

注入现代化经营理念，传承发扬六堡茶文

化，至城合作、和谐共存的经营理念，构

建以质量为生命，以服务为宗旨的营销体

系，做“放心茶、做好茶”来分享六堡茶。 

 

展位号：N438 

单位名称：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劲松 

职务：销售部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广西名茶（六堡茶）的种植、研发、

深加工、销售及六堡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

现代化高新型企业。在传承传统制茶工艺

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为生

产更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六堡茶产品奠定

了扎实基础，赋与了六堡茶这个传统特色

产品新时代的生命力。 

公司现有原生态、保健、金花、槟榔香四

大系列产品，通过参加全国性茶展及茶评

活动，多款茶叶获得了金奖，其中 T1113

荣获 2012 年中国茶叶学会第二届“国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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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全国茶叶评比一等奖，槟榔香 1号荣获

2013 年中国茶叶学会第十届“中茶杯”特

等奖。公司销售的六堡茶产品有两个品牌，

分别为“熹誉”与“臻誉”，品牌定位在中

高端市场。 产品包装颇具中国特色，6 款

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外观专利，其中，

公司突破传统观念，率先研发打造出的食用

型纤维三角袋泡茶系列产品《环保袋泡茶•

杉木包装盒》，更是一举成为六堡茶产业的

创新改革之作，荣获第二届广西旅游商品大

赛铜奖。产品具有环保、便捷化、时尚化、

科技化的特点，远销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家，

发展前景广阔。公司研发的产品品质优良，

独具特色，外形茶条壮重，色泽黑褐油润，

间有黄花，内质香气陈纯，具有独特槟榔香

味，汤色红浓，滋味醇厚，耐于久藏，越陈

越好。 

 

展位号：N440 

单位名称：广西茂圣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  炜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公司拥有当地丰富、纯天然的优

质茶叶原料，拥有成套、先进、一流的茶叶

生产加工机械设备、设施和品质、卫生检测

仪器，具有成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公司独

特的文化氛围，吸引和汇聚了一批经验丰

富、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致力于开发六堡

茶资源，提高六堡茶产品品质的制茶工程

师，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及制茶技术工人。 

    致力于合理开发利用本地优良的茶

树种质资源，不断地完善、提升产品品质，

注重在传统的六堡茶生产工艺上不断创

新，使六堡茶这个名优产品更符合国内外

的广大消费者的要求，为广大茶叶爱好者

提供绿色、健康满意的产品。 

    公司产品受到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广

泛好评，产品畅销国内市场，所占有的国

内市场份额逐年扩大。并已经出口远销到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地区。 

 

展位号：N433 

单位名称：广西梧州市麦劲堡餐饮配送有

限公司  

联系人：蒋锡民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梧州新粤西楼纸包鸡 

企业简介： 梧州是一座有着 1500年以上

文明史的古老城市， 其美食文化源远流

长，素有“食在梧州”的说法，两广地区

尝之不尽的各种美食都源于梧州风味，纸

包鸡正是梧州美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纸包鸡距今已有 150 年以上的历史了，在

梧州民间始创，发扬发光于梧州粤西楼。

1932 年，粤将军陈济棠宴请宾客，特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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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由梧空运回纸包鸡，浓香四溢的纸包鸡惊

诧四座，其已成为街闻巷知道的名人轶事，

1983 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全国烹饪美

食大赛，梧州纸包鸡名扬京华，赢得了“中

国一绝”的美誉！经过代代师传，是一道具

有历史底蕴的百年美味佳肴，是梧州的驰名

特产，它色泽金黄，香味诱人。吃起来，入

口甘、滑、甜、软，食后齿颊留香.现已成

为广西传统名菜，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食

客,国内外的游客、商人，凡是到梧州来必

尝粤西楼纸包鸡。 

 

展位号：N439 

单位名称：广西梧州圣源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文飞 

职务：董事长秘书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圣源”六堡茶产品由已经连续

制作六堡茶近五十年、茶业界泰斗级专家姚

静健先生为首主持研发，以“苍梧群体种”

和“广西大叶种”为原料，沿袭“双蒸双压”

传统生产工艺为主，辅以“罐式发酵”工艺

技术，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

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

服务为宗旨、以质量为保障，茶叶产品具有

较大的发展潜能。目前，圣源公司已在北京、

天津、上海、广东、河南、河北、内蒙古、

新疆、黑龙江、辽宁、陕西、山西、山东、

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开设了 “圣源”

六堡茶专卖店和加盟店。自 2010 年圣源

六堡茶作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六

堡茶制作技艺”唯一代表参加中国首届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后，在具有权威的

“国饮杯”“中茶杯”以及国际评比中屡

获 “特等奖”、“特别金奖”、“金奖”

和“茶王”等多项最高荣誉，深受中外客

户青睐。 

 多年来圣源公司积极参支持社会公益事

业，在“强管理、重品牌、鼓干劲、上效

益”的思想指导下，业绩不断攀升，先后

荣获“梧州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和“梧州市产业扶贫龙头企业”，董事长

李月梅先后当选为梧州市政协委员、广西

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广西女能人协

会常务副会长等，并获得了“广西优秀女

企业家”和梧州“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2015 年 1月，圣源公司参加了中国首家货

贷银行“茶百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的启航仪式，董事长李月梅在会上致

辞。最近，圣源又即将与桂林银行签约，

从此圣源六堡茶成为了“茶百科”和桂林

银行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些都为企业

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增添了后劲、注入了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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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09 

单位名称：广西茶仔龙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联系人：谢飞宇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有机山茶籽油、绿茶籽油、山茶

护肤品、茶麸家居洗涤品 

企业简介：广西茶仔龙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是岑溪软枝油茶栽培国家农业标准化示

范区龙头企业，厂区坐落在岑溪市紫坭工业

园区，占地 20 亩，拥有全套国内最高水准

的冷榨精炼生产线以及一万多亩“公司+基

地+标准化+农户”油茶基地。公司有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质监专家等多名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领衔，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好的食用植物

油品牌，弘扬国油文化，倡导品质生活，为

国人的健康长寿事业监理功勋。 

寿之元有机山茶油是符合现代健康标准的

食用油，用途可分为：食用（烹饪、保健） ，

外用（美容、卸妆、润肤、护发、推拿按摩)。 

据《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长期食用

茶油，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很好的医疗保

健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已将其作

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油。” 

寿之元有机山茶籽油营养丰富，其不饱和脂

肪酸高达 90%以上，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

全符合“欧米伽膳食”国际营养标准。山茶

籽油还富含山茶甙、茶多酚、磷脂质和皂甙、

鞣质,以及抗氧化剂和具有消炎功效的角

鲨烯，它可以防止血液凝块及降低胆固醇

的含量，长期食用，具有明显的预防心血

管硬化、降血压、降血脂和防癌抗癌的特

殊功效，是岑溪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的

原因所在。 

寿之元有机山茶油荣获奖项： 

★ 荣获 2014 年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

有机食品及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 荣获 2014 年第八届中国（广州）国际

食用油及橄榄油产业博览会--优质品质

金奖  

★ 荣获 2014 年首届“中国长寿之乡”（广

西）健康产品博览会--最喜爱产品奖 

★ 荣获 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商务与

投资峰会指定食用油 

★ 荣获中国有机产品 

★ 荣获广西放心粮油生产企业 

★ 企业通过 1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 

 

展位号：N434 

单位名称：广西南珠宫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联系人：张庆庆 

职务：区域经理 

展品信息：珍珠首饰、珍珠工艺品 



 

 
315 

企业简介：广西南珠宫投资控股集团公司集

南珠产品、南珠科研、酒店管理、文化教育、

地产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法人代

表王世全先生，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旗下拥有北海南珠宫饰品有限公司；北海太

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北海南珠宫教育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北海国发高级中学、北

海国发信息技术学校、北海市娇子幼儿园）；

北海南珠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北海南

珠宫酒店）；南珠研究所、中国南珠博物馆

等单位和企业。 

公司的南珠品牌“南珠宫”于 1958 年诞生

在美丽的南珠故乡——广西北海。2004 年

公司顺利通过了 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先

后荣获北海市第一批文化产业试验基地、广

西第四批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北海

市首届市长质量奖、国家中小学生质量教育

社会实践基地、广西自治区示范综合高中、

广西区首届四星级旅游购物店、首家获得合

浦南珠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的企业、

中国东盟博览会 10 周年合作伙伴优秀贡献

奖、中国品牌企业 500强。“南珠宫”品牌

还是广西著名商标、广西名牌产品。胡锦涛、

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吴邦国等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国外

政要和知名人士都亲临南珠宫视察指导工

作并作重要指示和题词。 

＂弘扬南珠文化，打造百年品牌＂是公司

的宗旨，把南珠打造成为中国海水珍珠第

一品牌，中国弛名商标是我们的己任。 

 

展位号：N429 

单位名称：广西名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燕清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腊味制品、熟肉制品、速冻食

品、干果制品 

企业简介：广西名香园食品有限公司，是

集养殖、研发、腊味制品、熟肉制品、速

冻食品、干果制品、冷藏储运为一体的综

合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 2010 年 8 月被认定为“广西水产畜

牧行业重点龙头企业”，2011 年 11 月被

评为“广西畜禽加工行业优秀企业”，2012

年 1月被认定为“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 

2012 年 12月“名香园”商标被认定为“广

西著名商标”。 

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的经营宗旨，始终

把提高产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和创立品

牌 作 为 企 业 发 展 的 基 础 ， 通 过 了 

ISO9001:2008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和

ISO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产品质量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

供应商品：腊制品和火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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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18 

单位名称：钦州市东方坭兴陶艺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钦玲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坭兴陶制品 

企业简介：钦州东方坭兴陶艺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成立，为独资企业，拥有一千

多平方的展馆及厂房。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制作、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坭兴

陶企业。 

公司以钦州优质的天然陶土为原料，取土于

钦江东西两岸，东坭软为肉，西坭硬为骨，

按软四硬六相配，骨肉相互得以支撑方为上

品。因其深藏于山腹之底，坭质细腻、天然

纯净、光润结实、音质铿锵；含有多种对人

体有益的铁、锌、钙、镁、钾、钠等丰富的

矿物质，不含任何毒素，铅、镉释出量为零，

且耐酸碱；具有独特的透气又不透水双重

性，使器皿内氯分充足，适合食物长久存储。

公司名师荟萃，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致

力于坭兴陶艺事业的精英队伍。理念超前，

设计独特，形式新颖，既古雅、简约，又不

失现代风格，聘请享誉全国艺术书法家“闭

理由”大师作为公司艺术总监。聘请了多名

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书法名家、制陶大师

作为公司顾问，多位大师亲自为本公司设

计、雕刻、制作，无论是拉坯制作工艺或是

雕刻、窑变、打磨，均达到国内高层次水

平。公司研发出自己特独的烧制技术，更

能体现坭光陶在陶土中无需添加任何颜

料，窑变艺术陶，须通过工艺设计造型，

画面雕刻装饰相结合，集春暖、夏绿、秋

红、冬寒之灵气于一体，更能体现出最高

的艺术效果，尽显色彩变化的奥妙，窑变

乃火中求宝，得之偶然，并无定格，品位

极珍，可谓火与土结合之极至也，在陶器

行业中绝无仅有，艺术品位极高，故有“中

国一绝”之称。公司以弘扬千年古陶文化

为宗旨，把钦州千年古陶优越特性与中华

民族千年文化相融合，体现出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文化底魂。以“追求卓越，超越自

我”为创新，以“继承千年精艺，雕绘天

下经典”为宗旨，以“志高上、信永恒、

德至极”为品质。深得商家信赖，倍受消

费者喜爱。 

 

展位号：N417 

单位名称：钦州市方圆坭兴陶艺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甲兰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坭兴陶制品 

企业简介：钦州市方圆坭兴陶艺有限公司

在秉承传统坭兴陶艺的基础上，精选钦州

当地优质陶土为原料，汇聚坭兴陶行业的

大师、名家、巧匠，作品精雕细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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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瓶、茶具、水杯、摆件等产品窑变色泽

丰富，变化万千。无一类同，具有非常高的

收藏价值和观赏实用价值。 

 

展位号：N416 

单位名称：广西钦州北部湾坭兴玉陶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张  秋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坭兴陶制品 

企业简介：广西钦州北部湾坭兴玉陶有限责

任公司，是一家以家居陶制品（包括艺术品

和通用家居用品）和功能性陶制品（结合高

科技技术）两大类为主导，名家作品系列为

辅助，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坭兴陶制造企业。 

是上海世博会特许商品生产供应商、国家级

2A 旅游景区、广西工业旅游示范点及自治

区 4星级旅游购物店，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产品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

志”,获广西著名商标荣誉，多次作为国礼

赠送各国领导人，并被世博局及博物馆收

藏，创新成果突出，近年来获得 50 多项荣

誉、7项发明专利和 50多项外观专利。 

公司广集书画、雕刻、壶艺等艺术家的智能，

现可为社会提供的玉陶产品主要包括：绿色

环保的日用陶、精美实用的礼品陶和名家大

师的陶艺作品等。 

 

展位号：N429 

单位名称：广西玛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联系人：黄丽梅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火龙果酵素、火龙果酒、火龙

果醋、火龙果发酵果汁 

企业简介：广西玛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中国最适合火龙果生长的地方广

西钦州，拥有众多大型下属企业，旗下 9

家公司分别为：广西玛氏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钦州玛氏食品有限公司、广

西钦州高丰农业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龙玛

农业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龙玛旅游开发公

司、广西巨龙商业有限公司、广西钦州稼

禾农业有限公司、玛氏火龙果山庄。业务

涉及火龙果种植、火龙果深加工、旅游休

闲、美容护肤品、教育等众多领域。 

供应商品：玛氏火龙果酵素 6 支装 12 盒

和 12 支装 6 盒、玛氏火龙果酒 6 瓶、玛

氏火龙果醋 8瓶、玛氏火龙果发酵果汁 12

罐。 

 

展位号：N425 

单位名称：桂平市社坡天天食厂 

联系人：韦栋天 

职务：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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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腐竹 

企业简介：桂平市社坡天天食品厂位于广西

贵港市桂平市社坡镇维新村，属个人独资企

业。桂平市社坡天天食品厂地处三江交汇、

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桂平市，本厂始建于

1993 年，在党和市领导还有社会各界的关

心帮助下，通过全体员工同心协力、诚实苦

干的努力打造已拥有强大规模和多年稳健

而踏实发展经验,桂平市社坡天天食品厂主

营腐竹加工生产销售 

产品注册商标有“御豆”、“正乡”牌。腐

竹产品质量上乘，供不应求，多年来一直畅

销国内各大市场及出口美国、日本、东南亚

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台

湾地区。天天食品厂是广西营养学团体会员

单位，是具有自营进出口资格的企业。现企

业占地面积 20 亩（折合 13334 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 7000多平方米，现有员工 150

多人。企业生产经营健康、卫生、安全食品

为宗旨，在传统工艺生产的基础上提升为机

械化生产工艺，进一步提高了腐竹产品的数

量与质量，并使生产场所达到卫生、清洁和

环保的标准要求。腐竹产品生产管理已通过

了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HACCP-EC-01(ISO/DIS22000)认证，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 QS 认证，国家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卫生登记认证，并严格按 HACCP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的要求生产。桂平市社坡天天食品

厂自建立以来便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制

度，以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建立

了严格的内部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各

岗位职责，制定了计划管理制度，人事管

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

质量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销售服务

管理制度等。经过十多年的工厂建设、原

料采购、产品生产管理、产品营销等工作

改革，天天食品厂现已成为一间标准化、

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目前

年产量 900 吨，新建车间投产后年产量

2000 多吨。目前我厂是桂平市重点出口企

业之一。 

 

展位号：N435 

单位名称：贵港市港南区储备粮管理公司 

联系人：张武经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免淘洗米“东津细米”牌系列

大米 

企业简介：贵港市港南区储备粮管理公司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桥圩

镇江北路，是港南区唯一一家广西壮族自

治区储备粮代储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经营

为本区域内的粮食收购；粮食储存，批发

（顺价销售）；代管国家，自治区，市，

县（区）的储备粮，流动资金实力雄厚，

年均流动资金 9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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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日产 50 吨大米加工厂，是港南区

粮食应急预案指定加工厂，担负着港南区

“放心粮油”、库区供应口粮、救灾、两户

两属及平抑粮油市场加工的责任，加工出厂

的产品具有食品安全、卫生、无毒、诚信经

营，确保质量对每批次加工大米的标本进行

建档登记，并保存一年。主要生产免淘洗米

“东津细米”牌系列大米，主要的产品有：

百香 139号、马坝银占等多种不同规格的大

米，产品具有食品安全、卫生、无毒、晶莹

剔透、色泽光亮、香味独特、甘滑爽口、软

硬适中、营养丰富、煮时方便等优良品质。

企业库设施先进、配置科学，仓房均配有电

子测温、环流熏蒸及机械通风系统，并配套

检化验、地磅、药品管理、配电、机械等设

施。仓储骨干人员一批，90%已取得中级粮

油保管员或质量检验员资格，仓储人员年龄

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操作技能强，为持

续推进仓储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公司遵循“规范储粮保安全，创新管理增

效益”的企业理念不断稳步发展。狠抓科学

储粮，积极推广绿色储粮和生态储粮，为全

区粮油仓储企业树立标杆、努力为粮油仓储

企业规范化管理以及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

贡献。 

 

 

展位号：N436 

单位名称：广西博白桂生园果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联系人：黄江兴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桂圆肉、金竹笋 

企业简介：广西博白县桂生园果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是一家集桂圆、果蔗种植、初加

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社员 128 人，桂圆基地 1600 多亩、果蔗

基地 3000 多亩，本社具有法人资格，实

行理事长负责制。下设财务部、市场部、

生产技术咨询部等，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

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它涉农活

动的税收优惠。 

合作社对所有加入成员的农副产品严格

执行“五统一”：统一产品质量、统一生

产技术规程、统一农资物品供应、统一品

牌包装、统一市场销售。实行从“土地到

市场”的全程质量管理和监控。欢迎全国

各地客商加盟，共创未来。 

 

展位号：N436 

单位名称：广西玉林逸兴农业科技发展总

公司 

联系人：黄  雁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桂圆干、肾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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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逸兴企业目前包括由玉林市农业

推广中心主管的集体法人企业“玉林市逸兴

农业科技发展总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广西

逸兴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两个生产销售

经营公司及玉林科技特派员创新服务中心、

玉林有机农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玉林市高新

农业推广协会、玉林市有机农业生产协会、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广西分中

心等五个民办非营利性社团组织。 

逸兴企业主要业务为研究、开发、引进、推

广名特新优农林牧渔业生产新技术与新品

种，开展农林牧渔等方面的野生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开展生态农业及有机农业技术研

究、咨询和生产销售有机农产品（食品），

代理经营农林牧渔生产资料、农业器械、农

林牧渔产品、五金交电及日用百货等商品的

批零，花卉、中草药、珍稀植物及各种农作

物的种植繁育与销售，水产、禽畜、珍稀动

物的养殖繁育与销售等业务。逸兴企业创办

于 1992 年，现有资产约 2000 万元，拥有办

公楼及员工宿舍近 3000 平方米和相配套的

现代办公与交通设施，目前有“公司+农户”

的形式共建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10 个；

逸兴企业现有职工 150多人，其中总部职员

40 多人且全部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20 人

具有中高级农业技术职称；逸兴企业现有农

业技术推广终端网点 120个，其中直属分支

30 个，农业技术推广力量雄厚；逸兴企业

集农业技术研究、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

体，是广西最早开展有机农业研究和广西

目前通过有机认证面积最大与产品种类

最多的有机农产品生产企业。逸兴企业通

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

得出境水果果园注册登记，具备外贸出口

资质。公司真诚希望与国内外新老厂

（商）、科研院校友好合作，共创富裕美

好的明天。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陆川县银湖橘红种植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江泽创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陆川橘红 

企业简介：陆川县银湖橘红种植专业合作

社位于中国橘红之乡——广西陆川。采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依托现代科

学技术的运营模式，把驰名中外，明清“宫

廷御品橘红”进行研究和有机开发，自有

基地种植橘红八百余亩，专联农户八百余

户，面积超万亩。以质量求发展，秉承“创

新、责任、信誉”的经营理念，实现产品

专业化，生产现代化，管理规范化，发展

规模化的跨越式的战略，合作社集种植、

加工、销售、科研于一体橘红的生产基地。

陆川橘红，气味清香，为理气宽中，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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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咳中药之珍品，为历史学家和医学家所认

同和推崇。橘红具有“治痰症如神、消油腻、

消食、醒酒、宽中”的功效。 

用于风寒咳嗽、喉痒痰多，食积伤酒、呕恶

痞闷。橘红具有明显降血脂，抗氧化、抗衰

老、调节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保肝利胆，

是预防多种疾病的天然保健品。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陆川县陆宝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岸融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陆川土猪产品 

企业简介：陆川县陆宝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养殖产品深加工、市场连锁为一体的新

型企业，公司总投资 2000多万元，承包 2000

亩山岭，现有绿色环保养殖基地——陆川深

加工厂。 

陆宝公司成立之初，就以“让陆宝食品成就

健康生活”为企业使命，以“质量取胜、诚

信为本、服务至上、创新超越”为经营理念，

力争让绿色美味的陆川土猪产品走进千家

万户，作出自己的贡献！ 

 

展位号：N420 

单位名称：广西博白县好好福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刘盛荣 

职务：业务主管 

展品信息：桂圆肉 

企业简介：广西博白县好好福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玉林分公司专业致力于纯天然绿

色食品及野生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加

工，公司位于中国桂圆之乡--并拥有万亩

果园作为原料供应地，全部种植各种荔

枝、龙眼等南方土特产优良品种，集生产、

加工、销售于一体，为当地政府重点扶持

农民脱贫致富的科技“富农”项目。 

采用传统加工工艺和烘烤技术，采取正宗

博白桂圆鲜果加工，不含任何化学添加

剂，具有色泽鲜艳、清香可口、干爽黄净，

包装精美, 欢迎各经销商回顾洽谈.本公

司严抓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依靠科

技，注重绿色环保重合，讲信誉，被自治

区评为优良品牌之一 

 

展位号：N407 

单位名称：广西容县梁丰养蜂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梁 毅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蜂蜜、花粉、皇浆、荔枝蜜 

企业简介：容县梁丰养蜂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 2012 年 9 月，当时成员有 6 名，都是

养蜂专业户（蜂农），且多数都是养蜂世

家。合作社有祖辈传承下来的丰富养蜂经

验，通过学习现代的科学养蜂技术，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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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蜂农进行养蜂经验交流活动，合作社整

体的养蜂技术不断在提高，已获得多项国家

发明专利，其中“有身份证的蜂蜜”已成功

试产，并获得客商的一致好评。 

合作社通过两年多来的发展，现在已有五十

多个农户加入合作社，现有中华蜜蜂（土蜂）

10000 多群，年产种蜂 8000 多群，年产蜂

蜜 80 多吨；意大利蜂（意蜂）5000 多群，

年产种蜂 3000 多群，年产蜂蜜 100 多吨，

产蜂花粉 2000公斤，蜂王浆 500公斤。 

我社位于中国长寿之乡、铁皮石斛之乡、杨

贵妃故里、广西最大侨乡--容县。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荔枝树、龙眼树漫山遍野，

还有原始森林公园。主产荔枝蜜、龙眼蜜、

鸭脚蜜、野桂花蜜。 

 

展位号：N404 

单位名称：广西壮乡河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奎 

职务：销售总监 

展品信息：圣女果、芒果 

企业简介：广西壮乡河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龙头企业，国家“南

菜北运”项目承担企业。是集产业基地种植、

精品果蔬配送、高新生物技术开发应用、农

产品保鲜贮藏、冷链物流配送、酒店经营管

理、现代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产业化集团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广西百色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内核心区域，总投资 2亿元人民币，占

地面积 500 多亩。拥有生产车间面积达到

11600 多平方，冷库容积达到 2 万多个立

方米，拥有自动化的圣女果采后处理生产

线、自主知识产权的芒果采后商品化处理

生产线；并拥有高新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

生产的现代化生产车间。 

公司目前拥有涵盖整个右江河谷地区的

圣女果、芒果标准化种植基地近 5万亩，

并通过设立北京分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天津分公司等

战略规划，使“壮乡河谷”精品果蔬进驻

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银川、广州、

深圳等十余个大中型省会城市的连锁超

市销售，及拥有大型批发市场的直销配送

网络 

 

展位号：N403 

单位名称：广西百色红谷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隆雷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山茶油 

企业简介：广西百色红谷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专业从事立体循环生态农业开发，集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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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研发、养殖生产、鲜肉销售、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为一体，采取“政府主导+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社员）+连锁店”全产

业链经营模式，是一家立足百色，充分整合

各方资源的平台型创新生态农业投资公司。

公司主要以“隆林黑猪”、“红谷放养草猪”

为主导品牌，隆林黑猪品牌自上市以来，隆

林黑猪以差异化突出的优质产品、鲜美的口

感、绿色健康的品质以及个性鲜明的员工精

英团队，倍受过万忠实消费者的青睐与认

同，现在百色地区已拥有 18 家连锁门店，

是目前百色城内最大的土猪生态鲜肉食品

连锁企业，已成为百色土猪第一品牌。 

2014 年 8 月进军南宁市场，截止目前已开

了 18 家，规划 2 年时间在南宁市场开 100

间连锁专卖店；2016 年下半年进军广东市

场，同时向食品深加工、冷链配送方向延伸。

同时，还可以借助“百色--北京”专列、“百

色—上海”航班，冷链配送我们优质的隆林

黑猪肉、腊肉腊肠、隆林黑粽等原生态食品

销售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造全国性品

牌。 

 

 

展位号：N424 

单位名称：广西德保县金蛤蚧酒厂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高星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蛤蚧保健酒系列、芳山蛤蚧酒 

企业简介：广西德保县金蛤蚧酒厂有限公

司是原国有德保县酒厂品牌传承企业，现

有大专以上 29 人，技术人员 36人，中高

级工程师 5人，国家品酒师 1人、广西品

酒师 3 人，固定资产 7000 多万元，注册

商标“芳山牌”、“布洛陀”牌都是广西

名牌产品和广西著名商标 

“芳山牌”被认定建国以来广西 60 年最

具有影响力品牌和广西首批广西老字号，

企业荣获 2009至 2011年百色市非公有制

经济先进单位，2009 年、2012 年百色市

创品牌，品牌创优企业；2013 年通过

IS0900 质量体质认证，主导产品蛤蚧保健

酒系列，芳山蛤蚧酒等。 

 

展位号：N443 

单位名称：钟山成业食品厂 

联系人：刘明 

职务：销售员 

展品信息：樱桃小辣椒、什锦菜、酱香蒜、

乡味木瓜、珍珠果等酱腌食品 

企业简介：钟山成业食品厂位于广西贺州

市钟山县钟山镇环城东路 332 号（县农科

所内），生产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主

要经营生产加工酱腌食品，品牌产品有：

樱桃小辣椒、什锦菜、酱香蒜、乡味木瓜、

珍珠果等酱腌食品，具有传统酱腌菜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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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正香醇。年产达 300多吨，厂内生产环

境干净卫生，生产工艺流程符合国家食品生

产环境卫生标准 

产品出厂具有严格的检验工序，于 2009 年

9 月通过 QS 认证。本厂实行“厂家+品牌+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所有产品原料均

为当地农林特产，确保使用最新鲜、优质的

原料和配料，打造安全、绿色、传统、纯正

的优质产品。 

本厂产品自从面世以来，作为钟山特色农产

品，相继参加了省内外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十

余次，产品远销桂、粤、湘等大中城市，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展位号：N443 

单位名称：英家富民大头菜生产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黄炳丰 

职务：销售员 

展品信息：灵猴牌大头菜 

企业简介：英家富民大头菜生产专业合作社

组建于 2007 年 4 月，由农民自愿组合成

立。在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关怀下，为了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和企业发展打开了新局面，由供销社扶持、

英家富民大头菜生产专业合作社于 2008 年

8 月经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金 8.4 

万元，合作社成立时只有社员 9 户，现已

发展社员 351 户，带动农户 1200 多户。拥

有优质大头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1500 亩，

与农业部门合作计划发展到 3000 亩（项

目已上报区农业厅）。2009 年 9 月与钟

山县土产公司合作建立了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模式，投资

100 多万元建成了大头菜加工厂，2013年

加工产量达 1500 吨，年总销售 651 万元，

利润 16.2 万元。生产的灵猴牌大头菜经

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商标后（由钟山县供销

社宏发食品厂申报） 

 已获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2010 年

5 月由钟山县土产公司申报），2008 年

被区供销社评为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示

范专业合作社，2012 年被自治区农业厅

评为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多年参加

市、省（区）、全国农展会；2012 年 11 月，

参加自治区第三届名优农产品交易会获

银奖，2014 年 8 月获得第五届广西名特

优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颁发的“广西钟山

县英家富民大头菜生产专业合作社英家

大头菜荣获“第五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

易会银奖”；2013 年 12月通过国家农业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审批（由英家富民

大头菜专业合作社协助农业部门申报）。

2015 年获“广西名牌产品（农产品）”。 

 

展位号：N442 

单位名称：广西富川麦峰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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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钟德志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紫薯仔、番薯仔、南瓜仔、香芋

仔、马铃薯仔、圣女果、金桔等产品 

企业简介：广西富川麦峰食品厂位于广西贺

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麦岭镇，是一家从事农

产品加工近二十年的个体民营企业。已于

2014 年注册广西麦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 600 万，专业从事农产品研究

开发、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企业。本

厂自 1998年 8月建厂以来坚持以诚信经营，

产品质量至上的原则，采用现代先进技术与

设备，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本厂自 2009 年开发果脯生产线以来，产品

有紫薯仔、番薯仔、南瓜仔、香芋仔、马铃

薯仔、圣女果、金桔果等产品，产品符合天

然、健康、营养的要求，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欢。 

 

展位号：N446 

单位名称：贺州市浮山果蔬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凤云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话梅、麻辣梅、脆口梅、芙蓉李、

黑加仑、甘草黄皮、川贝黄皮 

企业简介：贺州市浮山果蔬有限公司前身为

成立于 1995 年的贺州市八步浮山果品厂，

由有二十多年凉果生产管理经验的厂长带

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发展，已形成一定

规模，现占地面积 5000平方米的腌制池.

晒场.半成品.成品.车间等全套的凉果.

酸菜生产.制作场地 

所生产的“浮山正宗话梅”“浮山凉果'"

浮山酸菜”以纯正的口味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信赖。2001 年被地市技术监督局选为

3.15 消费的推荐产品，同时被地区选为参

加全区名优新特产品展示会。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时，“浮山正宗

话梅”被指定为中央代表团.艺术团选用

产品。在 2010 年首届广西特色旅游品牌

评比中“浮山正宗话梅”获“广西最受欢

迎旅游休闲产品” 

 

展位号：N469、470 

单位名称：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玉华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桑蚕丝被、桑蚕丝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 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座

落于中国最大的桑蚕养殖基地— —美丽

的河池，是一家集种桑养蚕、蚕茧收烘、

丝绸加工、品牌销售和国内外贸易为一体

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现有 8条自

动缫丝生产线，员工 300多人，年产商检

4-5A白厂丝 300吨，“九梦尔”高级纯天

然蚕丝被十余万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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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先进单位”、“百企入桂优秀企

业”、“重点龙头企业”“广西著名商标”

等多重荣誉称号，是中国广西生丝产品重要

出口企业。 

 

展位号：N445 

单位名称：广西宜州市王媒婆地方特色食品

厂 

联系人：石金秀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香辣什锦菜、香辣木瓜金丝、香

辣七彩泡椒、豆酱、麦酱、晒酱等产品 

企业简介：广西宜州市王媒婆地方特色食品

厂成立于 2008年 8 月 8号，2010年 7月取

得全国工业生产许可证，并正式投产销售。

2010年 11月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颁发的“王媒婆”注册商标。2011 年 9

月获宜州市旅游产品酱菜类金奖。2014 年

获河池市旅游局作为指定旅游产品及宜州

商务局推荐为广西名品大全申报企业。 

   目前我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王媒婆香

辣什锦菜、王媒婆香辣木瓜金丝、王媒婆香

辣七彩泡椒、豆酱、麦酱、晒酱等地方特色

产品。 

 

展位号：N464、465 

单位名称：广西宜州市宏基茧丝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晓晗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白厂丝和蚕丝被 

企业简介：广西宜州市宏基茧丝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7 年 3月 30日，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公司占地面积 33 亩，厂房建筑面

积 2.53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652 人。公

司投入固定资产4000万元，流动资金3000

万元，总投资 7000 万元，建有 25条缫丝

生产线，25 台打绵机。2014 年，公司生

产白厂丝 590吨，总产值达 2.8个亿；2015

年可生产白厂丝 700 吨，年产值可达 2.8

个亿，可实现利税 1500 万元以上。公司

的主要产品为白厂丝和蚕丝被。公司生产

的白厂丝，大部分在 4A级以上。 

公司拥有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刘三姐品

牌，其下属的刘三姐蚕丝被服厂颇具规

模， 该厂生产的“刘三姐”牌桑蚕丝被

选用 100%优质双宫桑蚕茧，经高科技工艺

脱脂、除味、抗菌处理，以独特的交叉阡

陌结构方式手工精心拉制而成，并精选优

质纯棉面料作被套。“刘三姐”桑蚕丝被

保暖性、蓬松度、柔软性均上乘，其生产

环境无公害无污染，是当之无愧的绿色产

品。“刘三姐”的优异品质得益于天然桑

蚕丝富含有丝蛋白质及 18 种人体所需的

氨基酸，具有呵护皮肤、促进睡眠、防螨

抗菌、排汗透气的功效。刘三姐真丝系列

床上用品，因其优良的产品，深受广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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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喜爱，产品不但行销全国，而且颇受外

国游客的青睐 

 

展位号：N464-N466 

单位名称：广西宜州市银利来茧丝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理 

职务：业务经理 

展品信息：桑蚕丝绸家纺服装 

企业简介：宜州市银利来茧丝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2 年，是宜州经济开发区茧丝绸加工

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3000 万元，占地面积

60 亩。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贸易

于一体的桑蚕丝绸家纺服装的专业厂家。  

公司坐落于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广

西宜州市。宜州是全国最大桑蚕基地县

（市），桑园面积超过 30 万亩，鲜茧产量

超过 5 万吨/年，桑园面积和鲜茧产量连续

8年保持全国县域第一。这里沉淀着几千年

的种桑织布文化，在弘扬和传承桑蚕丝绸文

化的基础上，公司以“给您健康，还您自然”

为理念，拥有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宜苑

春”、“唱着山歌等你来”品牌产品。  

“宜苑春”服饰品牌：旗袍、衬衣、睡衣、

唐装、领带、围巾……。产品冬暖夏凉、抗

菌极佳、透气性好，为人们传播自然、健康、

幸福的生活消费！  

“宜苑春”、“唱着山歌等你来”品牌，热

销全国各地及欧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

等国家。公司董事长韦科宁先后荣获广西

优秀女企业家、河池市十大创业女性、河

池市优秀女企业家等荣誉称号，系广西女

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河池市女企业家协会

常务副会长单位。公司将不断研发新的产

品，开发新的市场，为做强做大茧丝绸行

业做出更大贡献。  

 

展位号：N444 

单位名称：宜州市宜味美什源食品厂 

联系人：刘国平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什锦菜 

企业简介：宜州市宜味美什源食品厂位于

人杰地灵的刘三姐故乡广西宜州市东升

路 105号（原 32医院往洛西方面 500米），

主要从事食品生产、销售。 

本厂是目前河池市最大生产腌制食品的

企业，成立于 2007 年，现已获得广西著

名商标，本厂通过独特的手工技术、做工

精细、选料讲究相结合的方法生产出一流

的农副产品；本企业主打形象产品刘大嘴

什锦菜，具有非常独特的香味，并有脆、

嫩、香等特点，本品健康益体，价廉物美，

是居家、旅游不可缺少佳品！本产品深得

广大消费者喜爱，目前销售势头良好，市

场前景广阔，为了迎合更大的市场空间和

满足更大的消费需求。企业经过认真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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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查，加大投资力度，投入资金 1000 万

元进行厂区扩建，新建厂区占地 20亩，2011

年春全面投产，扩建后厂区环境优美，设备

先进，年生产力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三倍

以上，年生产能力达 200吨，生产成品超过

百万瓶，产值突破 1200万元。 

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服务“三农”的号召，解

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宜州的农

业经济添砖加瓦，我们以争做一流企业为目

标，以消费者的健康为宗旨，以质量求生存，

以信誉求发展，生产消费者吃得健康，吃得

放心的优质食品。 

展位号：N444 

单位名称：广西宜州市七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韦江涛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绞股蓝代用茶、野生红茶、辣木

茶、圣树茶等系列茶 

企业简介：宜州市宜味美什源食品厂位于人

杰地灵的刘三姐故乡广西宜州市东升路 105

号（原 32医院往洛西方面 500米） 

主要从事食品生产、销售。 

 

展位号：N457 

单位名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养蜂协会 

联系人：唐艳萍 

职务：会长 

展品信息：蜂蜜系列品 

企业简介：本厂是目前河池市最大生产腌

制食品的企业，成立于 2007 年，现已获

得广西著名商标，本厂通过独特的手工技

术、做工精细、选料讲究相结合的方法生

产出一流的农副产品；本企业主打形象产

品刘大嘴什锦菜，具有非常独特的香味，

并有脆、嫩、香等特点，本品健康益体，

价廉物美，是居家、旅游不可缺少佳品！

本产品深得广大消费者喜爱，目前销售势

头良好，市场前景广阔，为了迎合更大的

市场空间和满足更大的消费需求。 

企业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加大投资力

度，投入资金 1000 万元进行厂区扩建，

新建厂区占地 20亩，2011 年春全面投产，

扩建后厂区环境优美，设备先进，年生产

力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三倍以上，年生

产能力达 200吨，生产成品超过百万瓶，

产值突破 1200 万元。企业积极响应国家

服务“三农”的号召，解决农民工就业问

题，为进一步发展宜州的农业经济添砖加

瓦，我们以争做一流企业为目标，以消费

者的健康为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

求发展，生产消费者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的优质食品。 

 

展位号：N456 

单位名称：环江香宝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覃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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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环江腊香猪、环江香菇、环江木

耳、环江香梗米 

企业简介：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服务“三农”

的号召， 

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宜州的

农业经济添砖加瓦我们以争做一流企业为

目标，以消费者的健康为宗旨，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求发展，生产消费者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的优质食品。 

 

展位号：N463 

单位名称：南丹县瑶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韦秋燕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瑶家庄牌南丹巴平米 

企业简介：南丹县瑶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由南丹兴农科技有限公司牵头，采用“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

于 2012 年 2 月，办公地点位于南丹县城关

镇莲花路 37号。 

合作社以芒场镇巴平村为核心区，范围辐射

覆盖六寨镇、月里镇建设了 11200亩的“南

丹县万亩绿色巴平米基地”,其中包括 4551

亩“巴平米有机水稻种植示范区”。在种植

上实行“五个统一”，即统一购买生产资料、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回收产品、统一产品包

装、统一产品销售。合作社目前注册有“瑶

家庄”“土司府”“丹州”等自主品牌，

建有占地约 900 ㎡日产 50 吨的现代化精

米加工厂，我社严格要求巴平米的种植和

生产，产品先后获得了“绿色食品证书”

和“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通过全社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南丹巴平米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百

个农产品品牌”。合作社获“2013 年全区

粮食先进合作社”、“河池市诚信品牌企

业”、 “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广西民族贸易县民族贸易企业”、 “广

西食品行业成长性企业”等殊荣。 

我社在县城设有两家巴平米品牌专卖店，

负责产品经营销售与专业配送，产品还进

入本地以及天峨、金城江、宜州、南宁等

地各大超市和各特产店。合作社建立了

“南丹巴平米”的企业网站，在央视网、

百度搜索、360 搜索、广西电视台、南丹

电视台等投放了企业宣传广告；在淘宝、

天猫、阿里巴巴、中国惠农网、优购网、

微信等平台建立互联网店铺 13 个。合作

社积极参加各种产品推介会、展销会，各

类产品在金城江、桂林、柳州、南宁、广

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展出。 

合作社将努力让南丹巴平米这个特色品

牌真正成为中高端大米消费市场的新宠，

成为南丹人民引以为豪的亮丽名片，当地

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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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63 

单位名称：广西中科群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牙韩信 

职务：市场部经理 

展品信息：宝宝富硒有机粥米、富硒粥米系

列、富硒红香粳米、珍硒粮品、巴马富硒米、

瑶乡稻米 

企业简介：广西中科群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5月，是一家集种植、养殖、

农牧产品加工、林下中药材种植以及生产加

工为一体的民营股份制企业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开展扶贫攻坚，大力推进当地农业产业

化发展。 

 

展位号：N468 

单位名称：天峨县金桂元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明渊 

职务：销售部经理 

展品信息：茶油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 广西天峨金桂元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3 月，是从事植物食用油种

植及生产加工的专业厂家，具有独立的法人

资格、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有在实践

中熟练掌握植物油生产的一批技术人员。公

司生产车间位于天峨县城郊，厂址上游是气

势磅礴的龙滩水电站，风景秀丽，山清水秀，

是理想的 旅游胜地。本公司是一家集生

产、加工、经营于一体，以加工植物油脂

茶油系列产品为主的专业性生产厂家。 

在产品的质量控制上，建有完备的检验

室，产品全部经检验合格后才出厂，对生

产关键环节，完全正确按照标准要求进行

关键质量控制点检测和控制，保证了产品

的优质、稳定、可靠，本公司建立有完善

的服务监督管理体系。公司是以用户为关

注焦点，诚信经营，为广大用户提供规范

化、人性化服务。 

 

展位号：N468 

单位名称：东兰县墨米酒厂 

联系人：韦德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 

墨米酒、保健红酒 

企业简介：广西东兰县墨米酒厂建于 1958

年，坐落于四季恒温、古树环绕青山脚下，

一尊大佛安详地在云雾中端坐，笑迎天下

英杰，来到厂门口，酒香扑鼻，醉人心扉。

全厂共有职工 130多人，占地面积 250亩，

固定资产 1800 万元，年产优质保健红酒

3500 吨。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兰墨米酒厂继承古越

壮族传统酿酒技艺，并结合现代先进酿造

技术，依托深厚的壮族酿酒文化，选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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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特有的优质原料，采集青山顶上无污染的

山泉水，精心配制的新派露酒——东兰红。

东兰红以东兰墨米和野生红花金樱果为原

料，以壮族传统酿造工艺，恒温洞藏，陈酿

老熟，泽出墨米及金樱果原色，酒味涩醇绵，

隽永深长，为酒中的佳品。（在东巴凤长寿

带，当地土壤及地下水含有丰富的硒元素。

东兰墨米是东兰一大特产，也是广西的特

产，因米谷为紫红色而得名，含有 18 种氨

基酸，特别是含丰富抗癌元素硒。本地人因

长年食用而长寿。李时珍的《本草纲木》及

其他古籍药典详有记载：墨米有滋阴补肾，

健脾温肝，益气补血，生津润胃，活筋壮骨，

利便止泻，抗衰保颜等功效。近年经科研人

员研究证明：墨米具有较好的清除自由基，

降低丙二醛含量，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强抗耐氧、

抗疲劳、抗衰老作用。长期食用有健体及延

年益寿之功，所以古代宫廷把墨米列为首先

贡米。） 

东兰县墨米酒陈酿老熟，泽出原料原色，酒

味甜涩醇绵，隽永深长，是绝佳的贵宾宴酒。

常饮可调中气，降血压，泫阴补肾、延年益

寿。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实为宴请宾朋，

馈赠亲友的理想佳品。 

质量成就企业，管理促进发展。近年来，东

兰墨米酒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强化管理意

识、质量意识，销售收入持续保持 25%的增

长态势，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我公司

始终奉行“以信为本、以诚待人、以质取

胜、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热诚欢迎各

界朋友、新老客户投资加盟，共谋发展。 

 

展位号：N459 

单位名称：广西巴马寿香源健康食品 

联系人：陈根亮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巴马腊香猪、火麻糊、香猪肉

干等巴马特产 

企业简介：2011 年 5 月 20 日，广西巴马

寿香源健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巴马县

人民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

正式挂牌成立。公司座落于风景秀丽、环

境优美、被称为“世界著名长寿之乡”美

誉的广西巴马赐福湖畔。 

公司以巴马独有的长寿绿色资源为依托，

以特制长寿秘料为配方，现以生产巴马腊

香猪、火麻糊、香猪肉干等巴马特产为主，

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把关，把优质的产

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公司以“打造百年之寿香源”为宗旨，以

“传播巴马长寿奥秘”为理念，致力于生

产出原汁原味的巴马长寿食品，让您足不

出户即可品味到属于巴马特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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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60 

单位名称：广西巴马千百年健康食品有限公

司 

联系人：陈根海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火麻八宝粥、巴马香猪罐头、巴

马香鱼罐头、巴马牛肉巴罐头以及巴马壹

号、养生壹号等果汁饮料 

企业简介：广西巴马千百年健康食品有限公

司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份成立至今，以“忠诚

进取、规范创新、保质创优、品牌至上、洞

察市场、为人民养生”为企业宗旨， 公司

由简易传统的手工业加工，转变为先进的机

械化生产，由小规模特色食品加工发展到现

代化养生食品工业的巨变。  

   千百年公司以“一中心、二基地、三协

作”为发展模式，即以生产加工养生优质食

品为中心；以赐福特色食品一厂和盘中滩养

生食品二厂为加工基地；以公司带动农户种

植优质原材料生产提供+科研单位技术指导

+市场需求的框架为指导的三方协作模式。

赐福特色食品加工基地先后生产开发了“巴

马锅巴、巴马墨米火麻糊、巴马腊香猪” 等

特色食品，同时开工的盘中滩养生食品基地

经过两年建设于二零一三年十月试产成功，

该基地以先进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科学养

生的食品工艺，先后成功研制出“火麻八宝

粥、巴马香猪罐头、巴马香鱼罐头、巴马

牛肉巴罐头以及巴马壹号、养生壹号等果

汁饮料”填补了巴马和国内空白市场，成

为了养生食品行业领域的佼佼者，受到来

自国内及世界客人的瞩目和好评。  

   千百年公司秉承“保质创优、品牌至

上”的宗旨，致力于产品质量把关，严格

控制品质生产环节，为顾客提供优质的养

生食品进行坚强有力的保障，树立公司良

好形象与打造优秀品牌是千百年人的奋

斗目标，把营养、健康、养生的优质食品

献给社会是我们夙愿。站在巴马长寿养生

国际旅游区前端，我们一直致力于行业、

产业的先行者。产品从无到有、从有到精、

从精到优，是千百年人的革命创举。传递

巴马的味道——是千百年食品传播人间

的一座桥梁。  

   千百年人以忠诚进取为职业情操，以

规范创新为工作准则，以洞察市场需求为

前提，以为民养生为己任，把增强人民体

质，促进人们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立足

巴马，展望世界，巴马未来的前景一片光

芒，愿你我共同携手，共创辉煌。 

 

展位号：N461 

单位名称：广西巴马帝瑶健康食品有限公

司 

联系人：陈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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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山茶油、火麻油、火麻茶籽油系

列产品 

企业简介：广西巴马帝瑶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创立于 2011 年 7 月，位于世界着名长寿乡

巴马旅游胜地赐福湖畔，是巴马山茶油、巴

马火麻油重点生产单位。 公司现拥有高级

精炼油生产线一条及先进的化验检测仪器。

公司整体发展以生态农业和健康长寿食品

为核心，以“公司司+农户+基地”的经营管

理模式，“从土地到餐桌”全程确保产品质

量安全。 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帝瑶巴马山

茶油系列、帝瑶 100%纯火麻油系列、帝瑶

火麻茶籽油系列。 

  公司从投产就按照有机食品及 ISO22000

食品质量安全体系的管理要求去组织采购

与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

拥有精干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营销手段，通

过几年的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大部分区

域。我们企业的理念是：专注油茶事业，产

品精益求精，与广大消费者共享寿乡巴马的

长寿资源。 

展位号：N462 

单位名称：广西巴马百岁寿星健康长寿产业

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丽珍 

职务：市场部经理 

展品信息：巴马腊香猪、火麻油、野茶油、

五谷杂粮 

企业简介：广西巴马百岁寿星健康长寿产

业有限公司于 2006年 1月 22日在世界著

名的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成立，公司总部

设在巴马县巴马镇那湾村（国道 323 线淀

粉厂桥头）。法人代表：陈辉君，注册号：

451227200000995。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是一家集

研究开发、生产加工与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化企业。公司秉承“开发长寿食品，吃出

健康长寿，服务全世界”的经营服务理念，

以巴马纯天然的农副产品为加工生产原

材料，并以 为产品品牌名称，研发生产

与销售一系列巴马原生态绿色特产食品。 

2002 年我公司注册“百岁老人”牌商标，

2010 年 12 月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和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我公司的“百

岁老人”商标为广西著名商标;2011 年 6

月获“河池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荣誉证书。2011 年 7 月我公司“百岁老人”

牌腊香猪荣获广西水产畜牧品牌产品北

京推介会最佳品牌产品。2011 年 11 月荣

获“第一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产品

银奖”;2011 年 11月荣获“第一届广西名

特优农产品交易会销售奖三等奖”;2012

年 9月荣获广西区水产畜牧业龙头企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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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会单位会员，2012 年 9 月荣获广西区水

产畜牧行业重点龙头企业， 

2013年 9月荣获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本公司现已开发的产品主要有“百岁老人”

牌系列规格的火麻油、野茶油（山茶油，茶

籽油）、巴马甜茶、巴马香猪、各种五谷杂

粮以及饮用天然泉水等一系列巴马百岁老

人们一生食用的各种食品。 

 

展位号：N467 

单位名称：巴马福禄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锡书 

职务：业务经理 

展品信息：香猪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巴马福禄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在巴马县工商局注册成立，主

要经营肉制品、膨化食品和五谷杂粮的生产

加工与销售。公司位于世界著名长寿之乡

---巴马县城城东食品加工区内，占地 15

亩，总投资 200 万元。公司环境优美、清洁

卫生。建设有现代化标准的厂房，购置先进

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检测设备，现有员工

80 余人，已获得国家颁发的“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腌腊肉制品、熏烧烤肉制

品、膨化食品）三张生产许可证，已申请注

册商标“补粮神”并已取得注册证书。公司

生产的品主要产品主要有：巴马腊香猪、巴

马腊猪头、巴马香猪腊肠、巴马腊猪肉、

巴马香猪肉条、巴马牛肉条、巴马火麻糊、

巴马火麻酥、巴马特产大礼包等系列产

品；产品包装精美。规格齐全，是孝敬父

母和馈赠亲朋好友的首选佳品。 

 公司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特、人特我新” 的创业精神，高起点

全新打造 “补粮神”品牌。精心经营科

学管理，不断开发新的长寿绿色食品投放

市场，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绿色食

品，共享长寿奥秘。让“补粮神”产品为

普天下的父母补粮，初愿他们补粮而增

寿，长命百岁月 

 

展位号：N458 

单位名称：广西都安密洛陀野生葡萄酒有

限公司 

联系人：周锡生 

职务：常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野生干红葡萄酒、野生甜红葡

萄酒、野生脱醇葡萄酒 

企业简介：广西都安密洛陀野生葡萄酒有

限公司，是 2003 年利用具有近四十多年

历史的原广西都安野生山葡萄酒厂优势

资源，并引进外资重组成立的葡萄酒专业

酿造公司。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同

时打造都安"瑶岭"和"密洛陀"野生山葡

萄酒品牌,重振都安野生山葡萄酒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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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消费者奉献高品质的野生山葡萄酒

珍品.公司年产万吨葡萄酒基地一期工程

(5000吨/年)于 2005 年 12月竣工投产，年

产野生山葡萄酒 5000 吨。工厂的工艺设计

由享誉国内外的葡萄酒专业设计单位烟台

凯尼葡萄酒工程公司负责，原酒过滤与冷冻

设备全部由意大利引进，窖藏原酒橡木桶由

美国引进；公司聘请我国著名的葡萄酒专

家、葡萄酒国际评委孙方勋教授为技术顾

问，公司与广西农业科学院合作，成立“南

方葡萄酒研究中心试验基地”。同时，公司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合作，产品

由该大学负责监制。公司还聘用原国营葡萄

酒厂一大批具有中级职称的酿酒精英为技

术骨干，生产工人也是从原国营都安野生山

葡萄酒厂中择优录用。为使广大消费者能享

受到高品质的野生葡萄酒珍品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保障。 

    都安野生山葡萄酒系列产品是选用中

国巴马长寿带山区特有的中国原生葡萄品

种纯天然野生山葡萄为原料，将瑶族古老传

统酿酒方法溶入现代先进工艺技术，经低温

发酵陈酿形成自身独具一格的酿造工艺。公

司生产两个品牌(瑶岭、密洛陀）三大系列

野生山葡萄酒：即野生干红、野生甜红、脱

醇葡萄酒（号称 0 度或无醇）产品色泽呈宝

石红，果香酒香优雅独特，馥郁醇厚，爽净

适口，酒体丰满，风格独特。葡萄酒对人体

的健康具有美容减肥抗衰老、防癌利尿助

消化、防治心血管疾病等保健功能。野生

山葡萄的采收、管理和酿造，具有着四十

多年的历史，都安已成为我国中南各省县

级最大的野生山葡萄生产基地之一，县境

内至今仍生长着众多 100年以上树龄葡萄

树。都安野生山葡萄酒品牌发展轨迹曾荣

获“93 国际名酒香港博览会金奖”、“96

第二届国际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

名牌产品金奖”，“96 法国‘欧亚杯'国

际名牌产品金奖，“97 广西名牌产品”,

“99国优产品、中国公认名牌产品”，2007

年公司通过 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体系

认证及 HACCP 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被认定为“河池市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并成为“广西工业旅游

示范点”。2008 年荣获第三届亚洲葡萄酒

质量大赛金奖。2008年第二届中国葡萄酒

经济年会被评为“普瑞特”杯，2008 中国

葡萄酒最具竞争潜力品牌。2009年都安野

生葡萄酒被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广西

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授予“2008年度广西

名牌产品”称号。2010 年都安野生山葡萄

利口酒荣获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银奖。

2011 年被认定为广西扶贫龙头企业，被授

予“广西放心酒生产企业”。2011年荣获

第一届广西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产品奖

银奖。2011 年公司通过有机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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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被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2012

年被授予“消费者满意单位”。2013 年公

司与广西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合作科研项目

荣获得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 年 12 月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都安野生山葡萄酒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 年度中国葡

萄酒金羊奖。 

公司食品安全目标：遵守食品法规，完善质

量管理，全员参与控制，保证食品安全。公

司的发展目标：立足广西，走向世界。 

 

展位号：N458 

单位名称：广西都安宏慧黄酒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宏慧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高、中、普通档系列宏慧牌黄酒 

企业简介：广西都安宏慧黄酒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

县安阳镇水厂路，生产厂址位于都安瑶族自

治县安阳镇北面，处于城乡结合部、交通方

便，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占地面积 4436

平方米。 

本公司于 2007 年 3 月开始破土动工，用一

年时间完成土建及设备安装工作。厂房投资

480万元人民币，设备投入 200万元人民币，

2009 年 5 月获得黄酒生产许可证。2013 年

投入 1500 万元进行中高档黄酒技术改造。

工厂的工艺设计由具有丰富经验的食品加

工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果露酒评酒委员黄

宏慧先生负责。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 1000

吨中高档黄酒。一个面积为 1600 平方米

常年温度保持在 20℃的地下酒窖已建造

完成。工厂工艺设计合理、布局规范。本

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质

量检测设备，在保证食品品质的同时，对

食品的卫生严格把关，确保本厂产品的卫

生和质量。 

“宏慧”牌黄酒是以优质大糯为原料，加

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酒曲，经过一个多

月的控温发酵并陈酿一年以上而成。产品

色泽呈橙黄色至棕黄色，清亮透明，有光

泽；具黄酒特有的浓郁醇香；口感醇厚，

鲜甜爽口；酒体协调，典型性强。经广西

区质检院检验，产品质量完全符合黄酒国

家标 

准 GB/T13662 要求。产品品质得到广西文

坛“三剑客”及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赞赏，

并于 2010年 10进入南宁荔园山庄及南宁

饭店等星级酒店,成为广西对外接待用

酒。宏慧黄酒也因此被誉为“桂派黄酒典

范”。 

 

展位号：N455 

单位名称：广西凤山春天有机农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陈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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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贡米 

企业简介：广西凤山春天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有机农业生产的专业公司，公

司现有员工 25 人，大学本科 6 人，专科 6

人，高级技术职称 3人，中级职称 4人，初

级职称 5人。 

通过近 6年开展有机稻的种植生产研究，公

司已开展从稻种种源收集，提纯复壮到土壤

选择和改良有机稻肥料的研制开发，贡米的

种植管护探究，稻田病虫害的生物防治，贡

米的物理性状和生物品质的提高形成了一

系列标准。 

 

展位号：N455 

单位名称：凤山百乐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龙永欧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百乐香粳 

企业简介：凤山县百乐粮油专业种植合作社

无公害水稻生产基地于 2012 年建立，基地

总面积 623.2 公顷，分布 3 个乡镇，15 个

行政村，其中长洲乡百乐村 79.6 公顷，那

老村 53.2 公顷，郎里村 54.1 公顷那烘村

65.5 公顷。基地自建立以来，严格按照无

公害水稻生产标准执行，2013 年获得省、

部级审核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和产品认

证 

并列为市级示范基地。生产主要品种有：

百乐香粳，优质杂交稻谷，“百乐粳”商

标已取得国家注册商标权，产品主要销往

广西、广东等地，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无公害稻米的

市场将会越来越广，凤山是世界地质公

园，世界长寿之源，无任何污染，在此打

造无公害水稻品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市

场前景看好 

 

展位号：N455 

单位名称：凤山县寿源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国恩 

职务：董事长 

展品信息：山茶油、香猪、山核桃、野生

灵芝、火麻香酥、玉米锅巴、火麻卷、核

桃卷、火麻曲奇、核桃曲奇等产品 

企业简介：广西凤山寿源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地处桂西北，座落在美丽的世界地质公

园—凤山，是世界第五大长寿之乡巴马盘

阳河流域的源头—长寿之源。有保护完好

的原生态环境，有着独特的土壤气候条

件，孕育着极为丰富无污染的原生态动、

植物资源，享有着天然氧吧的美誉。 

广西凤山寿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

专业研发、生产与销售长寿养生食品的现

代化高科技企业。目前我公司以凤山、巴

马及东兰（长寿三角洲）的长寿绿色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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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资源为依托，走种、养、加工之路，形

成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生产开发的主产品

有：凤山山茶油、凤山香猪、凤山山核桃、

野生灵芝、火麻香酥、玉米锅巴、火麻卷、

核桃卷、火麻曲奇、核桃曲奇等产品。产品

投放市场以来，远销天津、上海、北京、浙

江、广东等省、市，成为凤山县的重点旅游

产品。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和好评。 

公司以“质量与品牌缔造完美、服务与信誉

创造佳绩、拼搏与创新开拓发展”为企业精

神，产品从生产到加工，从销售到服务，从

市场到信誉都格守这一企业精神，我们以生

产出“相同的产品、独特的口感、鲜美的味

道、不同的配方、丰富的营养、先进的工艺”

为质量目标。“发展凤山长寿特色食品为已

任，做好凤山长寿特色食品的先行者”是我

们的企业信念。精心培育出具有长寿之乡特

色，又符合广大消费者需求的健康绿色食

品。使更多消费者食用“寿源”的食品吃出

健康、食出快乐、品出味道、偿出满意。 

 

展位号：N413 

单位名称：来宾市长兴芦笋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劳子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芦笋茶、芦笋面条、芦笋粉 

企业简介：来宾市长兴芦笋制品有限公司前

身为忻城县长兴芦笋茶厂、忻城县特种蔬菜

生产基地。始建于 2001 年，主要种植芦

笋。基地 2011 年获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

证书和广西区农业厅无公害产品产地认

证。于 2010 年成功研制成携带方便随泡

随喝的百寿禄牌芦笋茶。芦笋富含人体所

必须的十多种氨基酸和硒、钼、锰、锌、

铁等多种微量元素。特别是所含的芦丁、

芦笋皂苷、叶酸更是防癌抗癌降三高的必

不可少的微量元素。百寿禄牌芦笋茶系列

产品，经国家级权威部门检测，各项卫生

指标数据、重金属含量大大低于国家标

准，农药残留量均未检出，硒含量是国家

标准的三倍多 

同时富含多种防癌抗癌、排毒养颜、降三

高微量元素。产品一投放市场，很快得到

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和信赖。2014年来又新

添了芦笋面条、芦笋蜜丸、芦笋粉系列产

品。目前百寿禄牌芦笋系列产品畅销北

京、上海、河南、广西、广东全国各地。

百寿禄牌芦笋茶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十分

看好。 

 

展位号：N441 

单位名称：广西来宾市鑫康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联系人：丁  俐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大米、富硒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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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广西来宾市鑫康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粮食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企业。公司具有粮食收购资质，具有

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生产许可证、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具有日处理 200 吨粮食

的生产线。自公司成立以来，被粮食行业协

会授予“放心粮油”企业称号（广西放心粮

油证号：451300001）；连续被评为“来宾

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被来宾市粮

食局指定为高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和应急

供应企业。 

我公司与来宾市民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合

作，在广西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农业专家指导

下，目前在盘古文化发源地——广西来宾市

稻米生产区建立了 5000 亩生态富硒大米种

植基地，种植基地位于山岭连绵、山清水秀、

自然生态环境保留良好的山区，所产大米富

含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种植的水稻均

为广西壮乡特有的小香米品种，所产大米区

别于北方大米，米粒细小、质地硬韧、晶莹

透明、色泽白润如玉，煮饭香软适口，煮粥

粘而不腻，营养价值极高，色、香、味俱佳。 

硒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华医学会确定为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被科学界称为“抗癌之

王”，是继碘、锌后必补的第三大微量营养

保健元素。硒在人体中起着抗氧化，延缓衰

老，解毒、排毒、抗污染，保护肝脏和造血

系统，防止细胞老化，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预防癌变，提高免疫力等多项功能。 

经权威认证机构检测，我公司生产大米含

硒量均在 150-350ug/kg 之间，符合国标

《DB45/ T1061-2014富硒农产品硒含量分

类要求》中限量指标的规定。 

我公司供应商品为：大米，富硒香米。 

 

展位号：N441 

单位名称：广西三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建芬 

职务：办公室主任 

展品信息：百香果鲜果、果脯及果浆样品 

企业简介： 广西三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1月 10日，注册资金 1001

万元，是由 4家涉农企业和百香果专业合

作社合作成立，以带头示范种植、农业工

业化管理 

公司＋专业合作社＋协会的经营模式，带

领农民脱贫共同致富为公司宗旨，以种植

百香果为主，逐步引进 100 种以上名优水

果、组建无病健康繁育基地，集种、养、

农产品加工，旅游、酒店、度假、餐饮为

一体的大型农业绿色环保综合性企业。 

展位号：N428 

单位名称：广西民之天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  柳 

职务：文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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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开心果、腰果、夏威夷果、榛子、

碧根果、核桃系列产品及南枣核桃糕、牛轧

糖 

企业简介：广西民之天食品有限公司的前称

叫“广西爆爆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

合资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元月份，注

册资金为一千万元人民币，总投资 3.5 亿

元。目前公司员工含中高级研发技术人员约

75 人，研发团队主要在台湾，生产基地在

广西龙州水口镇。 

一期投入 5000万元，于 2013 年元月份建成

投产，又于 2014年投资 5000 万元进行设备

改造升级，于 2014 年 6 月完成投产。公司

引进台湾先进的食品加工生产技术、先进的

研发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产品开发

主要有开心果系列产品、腰果系列产品、夏

威夷果系列产品、榛子系列产品、碧根果系

列产品、核桃系列产品及南枣核桃糕、牛轧

糖等 40 多种类系列产品。年产值可达 10亿

元人民币左右。 

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用地占地约 230亩，总投

入约 2.5亿元人民币。主要建设观光生产基

地，打造中国东盟边境口岸最大的坚果加工

生产厂和观光旅游、购物中心 

 

展位号：N430 

单位名称：广西凭祥市金正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建强 

职务：副经理 

展品信息：开胃菜系列食品 

企业简介：凭祥市金正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2 年，总部位于广西凭祥边境经济

合作区友谊关工业园，主营鲜水果类（火

龙果、山竹、西瓜、荔枝等）和农副产品

类（花生、绿豆、黄豆等）加工，拥有占

地 30亩的农副产品加工厂 

生产线年加工处理能力 50000 吨，企业人

员规模 80 人。加工厂距南友高速公路夏

石出口 1.5 公里，距 322国道 0.5公里，

交通十分便利。 

 

 

展位号：N430 

单位名称：广西凭祥市利昌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  冠 

职务：副经理 

展品信息：酱腌爽脆萝卜萝卜、李果、辣

椒等 

企业简介：凭祥市利昌食品有限公司位于

广西凭祥市上石镇上石社区，依托上石镇

练江村无公害蔬菜基地，主营农副产品的

生产、加工和销售，包括萝卜、李果、辣

椒等。现有主打产品是酱腌爽脆萝卜，以

祖传秘方及现代工艺制做。 

公司生产基地占地面积 8 亩，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2013 年 7 月 1 日，取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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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QS4588 

1601 0001），产品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合格（检验报告

编号为 H15—001157）。公司始终视产品质

量为企业生命线，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

备，内设净化车间及化验室等，拥有一支高

素质管理人才及技术精湛人员。工厂装备供

电、生产及消防给水系统和污水排放及处理

系统，具备生产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

质、营养型食品的理想条件。 

公司坚持“创一流品质、立百年企业”宗旨，

始终以产品质量为核心，围绕客户的特定需

求，以专业的精神、专注的姿态对待生产中

每一处细节。公司生产的“利昌”牌爽脆萝

卜，口感鲜嫩脆爽，颜色清新，呈淡酱香型

色，营养成份基本保持原有天然本色，是老

少皆宜的绿色食品。产品质量上乘，价格优

惠，使企业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客户，并长期

保持着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和谐关系，树

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携手共进，同创未

来”这是企业的心声，也是市场的召唤，凭

祥市利昌食品有限公司将一如既往以优质

产品，贴心服务，赢得广大新老朋友的信赖

与支持。 

 

展位号：N431 

单位名称：广西凭祥市润农野乌骨鸡有限公

司 

联系人：黄建敏 

职务：副经理 

展品信息：乌骨鸡蛋 

企业简介：广西凭祥市润农野山乌骨鸡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公司地处广西凭

祥市夏石镇夏桐村的深山，山清水秀，人

迹罕至，地跨凭祥、龙州八角乡、宁明花

山自然保护区。公司周围覆盖着约 50 万

亩的野生林、八角林等林地，其中八角林

覆盖率达 58%以上，公司主要牧养销售珍

稀鸡种——乌骨鸡，是目前广西唯一一家

野生态牧养乌骨鸡公司。 

        公司养殖的乌骨鸡采取全程野

生态牧养，以山地杂粮、草籽、各类昆虫、

绿色植物为食，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添加

剂，采用生姜、八角、香叶等天然中草药

防治疯疾病，从根本上杜绝有害残留物

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绿色、天然、安全、

营养、健康产品。在 2012 年中国—东盟

博览会林产品及木制品展评审活动中，公

司产品乌骨鸡蛋荣获“优秀展品奖”，是

崇左市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参展产品，也

是 2013 年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林

产品及木制品展”崇左地区唯一指定农产

品参展产品。 

     公司所牧养的乌骨鸡体小骨细（母

鸡 1.25 ㎏，公鸡 1.75㎏），肉质鲜美，

皮薄肉嫩，营养价值极高，具有蛋白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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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氨基酸种类齐全，还富含维生素与微

量元素，胆固醇含量特别低，属于高维生素、

高微量元素、高氨基酸、低胆固醇、低脂肪

的天然保健食品，是我国传统的营养滋补类

功能性食品，具有较高的食用及药用价值，

享有“滋阴胜甲鱼，补虚赛白鸽，养颜如珍

珠”的美誉。 

      公司生产的乌骨鸡蛋蛋黄色素可达

罗氏 13 级左右（普通鸡为 4—5级），蛋黄

比普通鸡大 8%，蛋清稠，极易被人体消化

吸收，富含维生素 A、B、E，蛋黄含有二十

多种氨基酸，尤其是碘、锌、硒等微量元素

的含量高，而胆固醇含量低，属于良好的保

健食品，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展位号：N427 

单位名称：广西鹭垦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素静 

职务：副经理 

展品信息：桄榔粉、山黄皮，柠檬辣椒酱 

企业简介：广西鹭垦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是广

西第一家专业乌龙茶种植与加工的企业，自

2005 年 3 月注册成立以来，公司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以加工企业为龙头，以茶叶生产

基地为基础，以增加企业和农民收入为出发

点，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建成了 40 亩乌龙茶种

苗繁育基地、8000 亩乌龙茶生产基地和 2

家乌龙茶加工厂。公司主要生产铁观音、

本山、金萱、黄金桂等系列乌龙茶，以及

“龙津红”、“露华香”红茶，玉茗香绿

茶等 

注册品牌为“鹭垦”、“绿思”，产品获

得了 QS 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产品

认证，其中本山乌龙茶、金萱乌龙茶被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A级

产品；大青山 500亩茶园获得了有机产品

认证。是崇左市首家获得绿色食品和有机

产品认证的企业。 

 

展位号：N427 

单位名称： 龙州县原林食品厂 

联系人：肖燕萍 

职务：销售部经理 

展品信息：乌龙茶、红茶、绿茶桄榔粉、

山黄皮，柠檬辣椒酱 

企业简介：广西龙州县原林食品厂，座落

于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接壤，其水口口

岸属国家一级口岸，是我国通往东南亚的

重要口岸通道。山与河连绵，有着共饮一

江水，共闻雄鸡鸣的邻国情怀。亚热带层

次分明的气候特征，优越的自然环境，使

得此地野生植物种类繁多，产量异常丰

富。 

厂家在原料的取材、制作上有着得天独厚

的条件。层层优选原料，采用传统工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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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代技术，生产出质优味美的一系列产

品，如桄榔粉、山黄皮，柠檬辣椒酱等。 

桄榔粉，由深山野生的棕榈科植物桄榔树的

树干，经去皮，提取髓部淀粉，晒干，磨粉

而成，是广西龙州县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美

食。其属凉性食品，经科学认证含有人体所

需的氨基酸、铜、铁、锌、钙、维生素、蛋

白质等。 

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要求，原林食品厂加大

生产力度，把壮族传统产品带出深山，投放

市场，远销国内外。厂家奉行的宗旨是：严

把产品质量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展位号：N432 

单位名称：广西国礼康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磨善德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辣木面条、辣木曲奇饼、辣木茶、

辣木桄榔粉、辣木粉、辣木籽 

企业简介：广西国礼康宝是一家长期从事健

康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优秀企业，公司

从原料种植、培育到产品销售，统一严格把

关，保证产品高质量；努力为民众创造健康、

绿色的高品质生活。公司秉承“您的健康，

就是我们的追求”的理念，沿袭“国之粹，

礼泽天下，康润福，宝赋人人”的企业文化。

不断创新，创造出更大的利润空间，实现健

康财富的共享，绿色产业的共赢。国礼康宝

借助专业技术研发平台，以辣木为核心原

料，研发出了辣木牛系列绿色、健康食品。 

  公司在崇左市的龙州、渠旧等地有 400

多亩辣木种植基地，并与龙州县驻村“第

一书记”合作，组织建立了“辣木产业联

盟”；不仅保证了原料的供应，也带动当

地的农民开发辣木产业脱贫致富。2015第

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公司携辣木商

品参展，受到广泛关注。 

 

展位号： 

单位名称：南宁市定时达航空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联系人：宁刚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航空货运、冷藏仓储、同城派

送 

企业简介：南宁市定时达和航空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国际国内航空货运、冷

藏仓储、同城派送等业务，公司通过与全

国各大航空公司，南宁机场、桂林机场、

柳州机场、北海机场等合作，大力推动广

西航空货运事业，立足广西，辐射全国 

为客户提供港到港、门到门等货运运输服

务，公司全体员工将竭诚为客户提供优

质、高效、安全的服务，欢迎各位顾客洽

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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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01 

单位名称：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燕文 

职务：销售部经理 

展品信息：香蕉 

企业简介：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建

于 1996 年，是一家集农业种植、种苗培育、

生物有机肥生产、酒精生产、食品深加工、

仓储物流、农村金融服务、园林美化工程和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集团旗下拥有十三家分、

子公司，分布于广西、云南、老挝等地。 

 

展位号：N4314 

单位名称：金台湾联合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永红 

展品信息：海苔脆片、休闲食品 

 

展位号：N4315 

单位名称：台湾崴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晓坤 

展品信息：台湾牛肉干、坚果、果干 

 

展位号：N4317 

单位名称：台湾安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文忠 

联系方式：03-3779627 

展品信息：台湾(安欣达)一条根系列、纯

天然植物顶级手工皂、马油系列、黄金姜

霜  

企业简介：为了让顾客拥有最好的品质,

安欣与古早味合资上千万创办了安欣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生产天然/草本/

保健/养生为主多项保养系列产品,让每

位热爱安欣产品的顾客都能买的安心、用

的放心。  

 

展位号：N4318 

单位名称：台湾和寿堂工艺社 

联系人：李富 

展品信息：咖啡、鱼松、牛肉干、综合果

干、裙带菜、猪肉片、茶叶、铁壶 

 

展位号：N4319 

单位名称：台湾邑锜 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Stacy 范 

联系方式：0955100124 

展品信息：农业用摄影机 

企业简介：《邑锜》（Brinno）成立于 2003

年，初期专注于工业设计，经历多年积累，

在电子行业里跻身于“顶级专业设计企

业”的行列。 

《邑锜》是简化“缩时摄影”技术的“先

行者”，潜心钻研技术的改进与优化。我

们结合相关软、硬件功能，整合成为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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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突破传统“缩时摄影”费时、费力、费

钱的瓶颈，成就了即拍、即缩、即看的全新

用户体验，销售通路遍布全球 50多国。 

 

展位号：N4320 

单位名称：台湾两岸生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崇斌 

展品信息：台湾牛肉干、白柚参 

 

展位号：N4322 

单位名称：台湾巴黎恋人国际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安蒂 

展品信息：咖啡、茶叶、白柚蔘、肉干片、

台湾休闲包装食品 

 

展位号：N4323 

单位名称：台湾展云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孟庆红 

展品信息：洋车前子、白柚蔘、牛肉干、鱼

松、裙带菜、鲍鱼卷等休闲食品 

 

展位号：N4329、N4332 

单位名称：台湾诚之优品国际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斌 

展品信息：台湾黑糖姜母茶、柚子蔘茶、枸

杞养生茶、铁壶、牛肉干 

 

展位号：N4330 

单位名称：台湾合颍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育弘 

展品信息：合颖高梁酒、养生酒、米酒…

等 

企业简介：合颍酒厂创于 2002 年，为台

湾花东地区第一家民营酒厂，专生产纯高

粱酒、深层海水高粱酒及米酒。 

 

展位号：N4331 

单位名称：台湾名谷屋食品生技企业社 

联系人：陈牧华 

联系方式：02-29027930 

展品信息：黄金亚麻粉、南瓜杏仁粉、元

气三宝粉、黄金亚麻仁油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天齐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陈盛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野生食用菌系列产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普洱昌云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宁灵 

职务：  经理 

展品信息：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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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伍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陶建惠   

职务：  经理 

展品信息：鲜花饼、野生菌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昆明七彩云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迎春 

展品信息：鲜花特色食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石林美佳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世川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高原燕饺、野生菌燕饺等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石屏县聚龙园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元博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食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金大德肉食

制品厂 

联系人：李健 

职务：销售科长 

展品信息：腌腊肉制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石林鲁撒玛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普永刚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手工刺绣产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曲靖福万家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二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普洱茶产品 

企业简介：采购商、茶业展区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永德秀林普洱茶厂 

联系人：张华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普洱茶 

企业简介：茶业展区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苗皇宫廷酒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其锋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苗皇宫廷保卫酒 

 



 

 
347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普洱景谷李记谷庄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庞文庆 

展品信息：普洱茶 

企业简介：茶业展区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雄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俊伟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玛咖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书达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学珍 

展品信息：三七、天麻、玛咖等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红河谷辣木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喜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辣木籽、辣木茶、辣木油、辣木

精片等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临沧市云县家盟茶业酒业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普永刚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茶业展区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云南红塔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倩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鲜花饼、果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昆明后谷咖啡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  艳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咖啡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昆明醉美云滇咖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宇辉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咖啡系列产品 

 

展位号：云南展团 

单位名称：昆明尚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普永刚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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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06 

单位名称：云南越谷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大林  

 

展位号：N4043、N4046 

单位名称：长春红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少奎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431-88931858 

展品信息：长白山野生蓝莓干，木耳、榛蘑、

猴头菇 

企业简介：长春红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

于东北中心城市—长春市，主营业务：婴幼

儿用品的设计、开发；经销预包装食品，婴

幼儿用品，土特产品，农副产品等；通过经

销长白山或大兴安岭原产地的野生蓝莓干、

榛蘑、猴头菇、黑木耳等系列产品，展示中

国关东大地丰富物产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传

播多姿多彩的关东历史和文化，倡导绿色、

天然、安全、健康的大众消费理念，企业的

经营理念是“保证品质，拒绝掺假”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淄博博山舜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化友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淄博乐上口休闲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百家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宗成伟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建忠 

职务：区域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泰安鲁粮面粉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永超 

职务：副总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日照春源坚果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治波 

职务：副总 

展品信息：花生油、黑花生油 

企业简介：日照春源坚果有限公司座落于

莒县招贤镇工业聚集区，是拥有自营进出

口经营权的经营企业，占地面积 18000 平

方米，现有厂房 7000 平方米，货场 4020

平方米，生产经营范围：炒货食品及坚果

制品；食用植物油加工销售；花生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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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初级加工销售。公司现有花生米脱皮、植

物油、花生米生料、花生酱四大车间。主要

生产脱皮花生仁、花生米、花生果、花生油、

花生酱等，年产量 10000吨。国内、国外销

售相结合。公司产品加工原料来自本地的无

公害绿色食品。公司本着“以质量求生存，

以服务求信誉，以管理求效益，以创新求发

展”的经营方针。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

良好的市场信誉，产品上市以来供不应求，

内销中粮集团，娃哈哈集团，达利集团等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省万利来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霞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公司 

联系人：邹松 

职务：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民康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怀生 

职务：总 经 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东阿县三宝阿胶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  磊 

职务：区域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丁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艾玉洁 

职务：总 经 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莱芜市鲁香斋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守宏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兖州市绿源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泗涟 

职务：执行副总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鄄城县好尔食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先苗 

职务：总经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赛维绿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新声 

职务：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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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佳士博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一鸣 

职务：营销总监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山东省乐陵德润健康食品有限公

司 

联系人：郭  利 

职务：经 理 

 

展位号：山东展团 

单位名称：乐陵天天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华 

职务：区域经理 

 

展位号:N4292/N4293、N4300/N4301 

单位名称：YEUNG SHI GROUP CO.,LTD. 

联系人：SAY Sophorn 

联系方式：+855-12 978 917、+855-23 884 

096 

产 品 信 息 ：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展位号:N4297/N4298 

单位名称：CAMBODIA BEST LIFE PARTNER 

联系人：TANG Ning 

联系方式：+855-88 3636444 

产品信息：Bird Nest and Agricultrual 

products 

 

展位号:N4294 

单位名称：SMILE TECHNO-ARTS 

联系人：Tor Pila 

联系方式：+855-12 446609 

产品信息：Spa products 

 

展位号:N4299 

单位名称：RINGAMCAM INVESTMENT 

联系人：VannakHeu 

联系方式：+855-12 446609 

产品信息：Moringa Leaf Powder 

 

展位号:N4295/N4296 

单位名称：HONGSOONSMS CO.,LTD 

联系人：SOK Hoeun 

联系方式：+855-12 363677 

产品信息：Bird Nest 

 

展位号:N4270 

单位名称：Sri Lanka Tea Board 

联系人：Dhanushka Karunaratne 

联 系 方 式 ： 010-65321861/2 、

010-65325426 

产品信息：Ceylon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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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70/N4271 

单位名称：Beijing Heavenly Trading Co., 

Ltd 

联系人：General Manager:Mr. Anura Banda 

联系方式：010-87612284、010-87682481 

产品信息：Ceylon Tea 

 

展位号:N4278/N4279 

单位名称：Beijing Honglin C@T Co., Ltd 

联系人：Manager: Mr. Leo 

联系方式：010-67860189、010-67860187 

产品信息：Ceylon Tea 

 

展位号:N4229-N4232 

单位名称：The Cotte Co., Ltd 

联系人：陈旭 

联系方式：021-6131 9047 

产品信息：奶酪、腌渍产品、红酒/Cheeses, 

pickles, wines 

 

 

展位号:N4220/N4225 

单位名称：Biopure Health Ltd. 

联系人：黎简 

产品信息：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 

企业简介：新西兰纯净康公司是唯一在中国

拥有直属零售连锁的新西兰乳制品企业，其

连锁店“新西兰牛奶吧”已在中国 10 个

省开设了实体门店。 

 

展位号:N4351/N4352 

单位名称：IS Seafood 

联系人：Biggi 

联系方式：021 5815 5307、021 2302 7975 

产品信息：冰岛鳕鱼（Iceland Cod）、

格林兰比目鱼（Halibut）、挪威海鳌虾

（Scampi） 

企业简介：IS Seafood 始于 20年前在冰

岛海岸边的一艘渔船甲板上的一个梦想。

我们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Birgir 

Stefansson 在海鲜行业中成长并从年轻

时就梦想创建一个能够将冰岛高品质的

海鲜带到全世界的公司。我们的业务从一

天中在冰岛冰冷清澈的海水中捕获的天

然海鲜开始，在一顿 100%野生的美味海鲜

大餐中结束。在这当中我们没有中间商。

我们产品无任何添加剂，我们不销售二次

冷冻的产品。我们使用行业领先的冷链物

流管理并使用世界上最顶尖的加工和包

装技术。我们自豪地将我们的名字与我们

的海鲜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

做的一切是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必不可

少的。 

 

 



 

 
352 

展位号:N4221/N4222 

单位名称：First Choice Trading Co., Ltd. 

联系人：林灵 

联系方式：13688465994 

产品信息：澳洲金诺斯鲜牛奶 

企业简介：采用巴氏灭菌技术的原装进口鲜

牛奶金诺斯鲜奶的奶源来自澳大利亚弗林

德斯山脉劳拉地区的天然牧场。其特有的地

理位置有着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完好

的绿色生态环境，是全球不可多得的优质奶

源地之一。自 1880 年以来，一直以优良的

品质和先进的技术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优质

的鲜奶和各种奶制品。 

今天，金诺斯鲜奶正式来到中国，为您带来

真正顶级的进口鲜奶。 

 

展位号:N4262-N4265 

单位名称： 

Haoyou (Chengdu)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联系人：张于荣 

联系方式：18780057541 

产品信息：韩国好柚柚子茶、红枣茶、柠檬

茶 

企业简介：我司主要经营优质的韩国好柚柚

子茶、红枣茶、柠檬茶，秉承着“诚实、互

信、共同发展”，广招代理和经销商。好柚

柚子茶使用的是生长于韩国南海岸的柚子。

工厂通过低温杀菌的全自动设备生产的

柚子茶保留了柚子特有的香味。采用了韩

国柚子丰富果汁制作的柚子茶，香气与口

味更佳纯正、浓郁。 

HAOYOU is one of the best importers in 

China. We import cirton tea, jujube 

tea, lemon tea. 

 

 

展位号:N4214/N4215/N4219/N4218 

单位名称：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Trade & Investment Promotion 

Section 

联系人：郝菲菲 

联系方式：+86-10-65321235 

 

展位号:N4214 

单位名称：SOT 

联系人：Ms. Emilia 

联系方式：+48 85 748 79 45 

产品信息：牛奶和奶油、熟奶酪、蓝霉奶

酪、Analog 奶酪、凝乳、奶油奶酪、再

制奶酪、乳脂肪和黄油、培养的乳制品、

奶制甜品、奶粉产品 

企业简介：SOT 公司主营奶制品及食品的

批发销售。在波兰其可提供最多种类的奶

制品选择（超过 2000 种单品）以及众类

别其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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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19 

单位名称：MLEKPOL 

联系人：Ms. Małgorzata Cebelińska 

联系方式：+48 (86) 273 04 44 

产品信息：1. UHT 牛奶 脂肪含量 3,8%, 

3,5%, 3,2%, 2,0%, 1,5%, 0,5%, 0% (1,5l; 

1, 500ml, 250ml) 

2. UHT 调味牛奶 250ml 带吸管(草莓，香

草，香蕉，巧克力) 

3. UHT 奶油 脂肪含量 12%, 18%, 30%, 36% 

(1l, 500ml, 250ml) 

4. Gouda, edam, maasdam 类型奶酪 脂肪

含量 45% (3kg 块状, 片装 150g, 250g 切

块) 

5. 黄油 25kg 块状及切块 100, 200, 300g 

6. 脱脂奶粉 25kg 袋装 

7. 全脂奶粉 25kg 袋装及 500g 

8. 奶酪粉 25kg袋装 

9. 甜乳清粉 25kg 袋装 

10. 脱盐乳清粉 25kg 袋装 

企业简介：MLEKPOL 公司是波兰最大且最具

现代化的奶制品公司，同时也是欧洲二十大

奶制品加工厂商之一。其产品包括 " Ł

aciate" 牛奶。SM "Mlekpol" 中的三分之

一出口至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比利

时，西班牙，捷克和英国。 

 

展位号:N4215 

单位名称：VMIX LIMITED CHINA 

联系人：Mr. Karol Tyrała 

联系方式：+8615900506477 

产品信息：谷物早餐，甜咸味早餐，糖果 

 

展位号:N4218 

单位名称：Hamda Trade 

联系人：Mr. Tomasz Domino 

联系方式：+48 570 476 753 

产品信息：婴儿水、优质泉水、果汁、巧

克力、咖啡 

企业简介：肖邦美食-欧洲质量，波兰的

价格！ 

我们是波兰制造商协会提供高品质，精包

装，精美的食品产品国内和海外市场。 

我们共同合作，以我们的产品导入到中国

市场。 

我们提供从销售，进口流程和提供我们质

量的产品给客户的全面支持。 

 

 

展位号:N4242/N4243 

单位名称：SANKO SANGYO Co., LTD 

联系人：武冈 辉幸 

联 系 方 式 ： 138-8223-9384 、

+81-98-832-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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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SAION EM 1 号（乳酸菌与酵母

为主。土壤改良、水质改良、饲料改良）、

SAION EM2号（放线菌为主。抗病、抗虫害、

环境的净化）、SAION EM 3 号（光合成菌

为主。提高作物品质与糖度） 

企业简介：我司是 EM 菌制造创始企业。已

有 35 年 EM 菌资材制造的历史，作为世界首

家 EM 菌企业已经在农业（土壤改良）、水

产（水质改良）、养殖（控制生病）、环保

（污水处理）方面获得优异成绩。商品不仅

在日本，沙特阿拉伯（石油污染处理）、澳

大利亚（有机农业）等国家也被采用。如有

需要，我司会提供最安全、最实惠的解决方

案。 

展位号:N430 

单位名称：America's Best Genetics 

联系人：周冬晔 

联系方式：+86-10-62131886 

企业简介：美佳育种集团（America’s Best 

Genetics，以下简称 ABG）是为客户提供美

国纯种猪体系的一个完整的育种项目。首

先，ABG 包括了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

（National Swine Registry，以下简称 NSR，

是为美系纯种的大白、长白、杜洛克和汉普

夏 4个品种的猪做系谱登记的协会）中销售

种猪的成员单位，而且还包括了业内领先的

人工授精（AI）及出口贸易公司。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ABG的成员单位一直在向全球各

地的养殖单位提供大白、长白、杜洛克和

汉普夏种猪。这些养殖企业一直在代表

ABG 生产和对外供应系谱完整、经过生产

性能测定的美系种猪，如今已经好几代人

了。我们的养殖企业深切了解育种进展直

接影响商品猪养殖户的盈亏，所以他们着

眼于把多年的种猪繁育经验和现代科技

进展相结合，不断的将遗传改良的进展进

行下去。 

America’s Best Genetics (ABG) is a 

complete genetic program offered to 

customers of the American purebred 

swine industry.  It is primarily 

comprised of the 

commercially-oriented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Swine Registry (NSR), the 

pedigre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purebred Yorkshire, Landrace, Duroc 

and Hampshire breeds of swine, but 

also includes industry-leading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 and 

exporting companies.  ABG members 

have been providing Yorkshire, 

Landrace, Duroc and Hampshire 

breeding stock to swine produc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decades. 

Breeders representing ABG have been 

producing and supplying pedig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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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tested U.S. genetics for 

generations. Our breeders focus on 

combining years of experience raising 

breeding stock with modern technical 

advances to continue the genetic 

progress vital to their commercial 

customers’ bottom line. 

 

 

 

展位号:N4216/N4217  

单位名称： 

Sichuan Socrates Olive Oil Co., Ltd 

联系人：周勇 

联系方式：13981778682 

产品信息：苏格拉蒂 PDO 特级初榨橄榄油

（原装原瓶进口）250ml/500ml; 

苏格拉蒂听装特级初榨橄榄油（PDO原瓶原

装进口） 

企业简介：公司专注于高品质特级初榨橄榄

油的研发和运营，并在希腊克里特岛佩萨农

业联合体开辟了一条苏格拉蒂橄榄油生产

专线，并同佩萨农业联合体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在油橄榄育苗、种植、技术研发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Socrates Olive Oil Co., Ltd i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high-quality extra virgin olive oil. 

The company developed an exclusive 

production line for Socrates Olive Oil 

in Peza Union of Crete and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it. Both sides planned to have a 

further cooperation in olive 

seedlings, plant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tc. 

 

展位号:N4236/N4237、N4246/N4247 

单位名称：Imperia Hotel Management 

联系人：周军 

联系方式： 

+86-28-84866755、+86-28-84866755 

产品信息：法国葡萄酒、欧洲啤酒、法式

西点 

企业简介：成都英普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酒店管理公司体系中融

入了西方酒店管理的精髓并结合中国内

地市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自己的管理理

念，保证投资方都得到优质的收益，并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Chengdu Imperia Hotel Management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company system 

into the essence of Western hotel 

management, and combined with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hina mainl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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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40/N4241 

单位名称：威克酒业 

产品信息：威克酒业匈牙利红酒 

企业简介：四川景道润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2

年成立于成都，主要经营威克酒业匈牙利红

酒。威克集团于 1992 年在匈牙利注册。 

    我司本着经营品牌的诚信理念，深入不

同酒乡的各个酒窖，精细品选多款优质佳

酿，经典代表产品有帝王之酒“托卡伊-阿

苏”、英雄之酒“公牛血”等沿用数百年传

统工艺、出自名师之手的佳酿，介绍给真正

懂酒的酒公酒圣们。 

 

展位号:N4251/N4254 

单位名称：Belgium Weyn's Honing 

联系人：李月 

联系方式：13122912859 

产品信息：比利时维恩蜂蜜、蜂蜜酒等 

企业简介：维恩蜂蜜于 1968 年由埃德蒙德 

维恩先生（Edmond Weyn）成立于比利时弗

拉芒省的贝弗伦真。维恩先生把诚信服务，

品质和尊重作为生产蜂蜜重要的准则，这也

使维恩蜂蜜成为比利时行业的佼佼者。 

直至今日，依然延续着维恩先生的经营理念

的精髓。维恩蜂蜜从全世界尤其是热带国家

进口原蜜，采用传统的工艺制作 100%纯蜂

蜜，并进行着符合欧盟食品标准和有机食品

标准的全面质量分析和检测。现仍老板雨

果·威廉姆斯先生把维恩蜂蜜扩展到 60

多个品种，在比利时各大城市拥有 12 家

店铺。 

维恩蜂蜜致力于高品质蜂蜜，反对大规模

生产蜂蜜。出于对蜂农和蜂蜜的尊重，我

们视蜂蜜为一种农产品，只提供纯天然的

蜂蜜给需要真正蜂蜜的人们。 

In 1968, Weyn's Honey Company 

originated at the hands of Edmond Weyn, 

a former dairy man from the Flemish 

"Waasland" region. 

Weyn developed a tast for honey and 

launched his plan in Bevern-Waas, 

where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still 

serves her purpose as production 

atelier today. Weyn's Honey Company 

succeeded in positioning itself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elgian 

enterprises in the honey business, 

something which was made possible 

thanks to the high standards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respect for the bee, two 

priorities that have remained in place 

throughout the years. 

Based on this same conviction and with 

Hugo Willems at the head of our 

enterprose, Weyn's Honey Compan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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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its assortment to over sixty 

different types of honey! 

Our company strives for quality and 

attempts to resist the mass produce that 

threatens to disfigure the honey 

business more and more. We view honey as 

a delicate agricultural priduct, for 

those who really want real honey. 

 

展位号:N421-TS2 

单位名称：Morning Bangkok Restaurant  

联系人：Mr. Chonlaphat Tangtrakarn 

联系方式：185-0284-0814 

产品信息：泰国料理 

 

展位号:N421-TS1 

单位名称：Anothai Thai Restaurant  

联系人：Ms.Yang Yuan 

联系方式：182-2762-1374 

产品信息：泰国料理 

 

展位号:N421-TS3 

单位名称：Thai Rice House  

联系人：Mr.Vichian 

联系方式：185-8405-8721 

产品信息：泰国料理 

 

展位号:N420-A05 

单位名称： Agi Processing Industry 

Co.,Ltd. 

联系人：Mr.nattapon Lee  

联系方式：+66-84-6442533 

产品信息：5味罗望子 

 

展位号:N420-A06 

单位名称：Bangkok Green Foods (2014) 

Co.,Ltd. 

联系人：Mr.Narin Koompairojn 

联系方式：+66-81-4722200 

产品信息：品牌新鲜椰汁 

 

展位号:N420-A07 

单位名称：Biz Integration Co.,Ltd. 

联系人：Mr.Attanit Trisopakul 

联系方式：+66-92-2546541 

产品信息：品牌草本茶叶 

 

展位号:N421-A08 

单位名称：BT Herbal Co.,Ltd 

联系人：Miss Panida Saejew 

联 系 方 式 ： +66-82-6469995 

+66-89-1890095 

产品信息：煎大蒜、泰草本茶叶 

 

展位号:N421-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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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Community Enterprise (fire 

skin pork) 

联系人：Mr.krittakorn uttamo 

联系方式：+66-86-1155315 

产品信息：炸猪皮、猪肉干 

 

展位号:N421-A10 

单位名称：Community Enterprise ( honey 

bee) 

联系人：Mr.krittakorn uttamo 

联系方式：+66-86-1155315 

产品信息：蜂蜜 

 

展位号:N421-A11 

单位名称：Community Enterprise (oganic 

rice ) 

联系人：Mr.krittakorn uttamo 

联系方式：+66-86-1155315 

产品信息：有机大米 

 

展位号:N420-A16 

单 位 名 称 ： Guangdong Chengtai Rice 

Co.,Ltd. 

联系人：Mr.Du Longbin (杜隆彬) 

联系方式：13981882319 

产品信息：金熊、金葵、金豚品牌泰国茉莉

香米   

 

展位号:N420-A17 

单 位 名 称 ： Sakale Trading 

(Guangzhou)Limited 

联系人：刘艳丽 

联系方式：18664883226 

产品信息：大哥、养养、座山、帝皇 

 

展位号:N420-A18  

单 位 名 称 ： Guangzhou Taichenhui 

Trading Co.,Ltd 

联系人：朱昌灏 

联系方式：15902048950 

产品信息：咖喱酱、ROZA快餐金枪鱼、椰

浆及其他饮料 

 

展位号:N421-A19 

单位名称：Guangzhou Yuan Duo Wei Trade 

Co.,Ltd 

联系人：Mr.Lian Peiqiang(连培强) 

联系方式：18665717038 

产品信息：果干、鱼干、哇米诺豆奶 

 

展位号:N421-A20 

单位名称：H.P.Decor Arts Co.,Ltd. 

联系人：Mr. Woravit  Kuan-Anant 

联系方式：+66-86-6008694 

产品信息：加工水果、草本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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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1-A21 

单位名称：International Lanna Trading 

Co.,Ltd. 

联系人：Mr.krittakorn uttamo 

联系方式：+66-86-1155315 

产品信息：金龙眼干、泰国料理调料、纯真

蜂蜜、水果干、饮料、保健食品 

 

展位号:N421-B07 

单位名称：Latto Food and Dirnk co.,Ltd. 

联系人：Ms.Chanpen Songkittiphong 

联系方式：+66-97-2659365 

产品信息：泡菜、泡姜、泡柠檬、泡梅子、

柠檬汁、加工菜 

 

展位号:N421-B08 

单位名称： 

Loxley Intertrade (Guangzhou)Co.,Ltd. 

联系人：姜小姐 

联系方式：15811886969 

产品信息：香米和各种泰国小食品 

 

展位号:N421-TS4 

单 位 名 称 ： Maesiri FoodIndustries 

Ltd.,Part 

联系人：Mr.Nat Boriboonthanakul 

联系方式：+66-86-2813684 

产品信息：Maesiri、Chumpornbanana 品

牌加工水果 

 

展位号:N421-B15 

单 位 名 称 ： Panthai Inter Product 

Co.,Ltd. 

联 系 人 ： Miss SAOWANEE 

LUANGLUECHAROENKIT 

联系方式：+66-83-0836596 

产品信息：品牌加工水果、加工大米 

 

展位号:N421-B16 

单位名称：Shenzhen MK Import & Export 

Ltd. 

联系人：杨玉林 

联系方式：13471047616 

产品信息：贝尔奶片、倍尔蜂蜜、艾米方

便面、爱一世饮料、宝玲薯片、波顶薯片、

马蹄妮饼干 

 

展位号:N420-C07 

单位名称： Shenzhen Yintuo Trading 

Import&Export Co.,Ltd. 

联系人：Ms.Tang Lihua (唐丽华) 

联系方式：13713619950 

产品信息：湄南河泰国大米、佩果泰国椰

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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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0-C08 

单位名称： Sichuan Jinxiong Rice&Oil 

Co.,Ltd. 

联系人：Mr.Luo Hong 

联系方式：159-8283-6192 

产品信息：傣家乡、泰国香米、皇族金辉、

鑫品品牌原装泰国茉莉香米 

 

展位号:N421-C09 

单位名称：Takee 1950 Co.,Ltd. 

联系人：Mr.Shi Yanhu (石延华) 

联系方式：1560238800 

产品信息：泰国调味品 泰国咖喱酱 

 

展位号:N421-C10 

单位名称：TGT Rice Product Co.,Ltd. 

联系人：Mrs.Pantare Thianwong 

联系方式：+66-97-0757930 

产品信息：香蕉卷、米花糖、香皂 

 

展位号:N421-C11 

单位名称：Thai Home Fruit Co.,Ltd.  

联系人：Mr.krittakorn uttamo 

联系方式：+66-86-1155315 

产品信息：加工水果 

 

展位号:N421-C12 

单位名称： Thaileader Communication 

Co.,Ltd. 

联系人：MRS.CHERAWAN Thawinrungrueang 

联系方式：+66-81-9153433 

产品信息：加工食品、天然乳胶枕头 

 

展位号:N420-C19 

单 位 名 称 ： Thaveechai Food 

Manufacturing Co.,Ltd. 

联系人：Mr.Pakorn  Pourpunsawat 

联系方式：+66-81-9636513 

产品信息：PP、M&K、Madina 品牌鱼罐头 

 

展位号:N420-C20 

单位名称：Thaveevong Industry Hatyai 

Co.,Ltd. 

联 系 人 ： Miss.Panwalai 

Thaworntaveewong 

联系方式：+66-89-6299265 

产品信息：鳕鱼丝、脆鱼品 

 

展位号:N421-C21 

单位名称：Tomu Co.,Ltd. 

联系人：Miss Ruetai Kaket 

联系方式：+66-86-5079889 

产品信息：HiQ-Pro、HiQ-Pro 品牌保健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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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1-C22 

单位名称：VIYA CRAB PRODUCTS CO.,LTD. 

联系人：Mr.Thawatchai Phunchuay 

联系方式：+66-81-9704560 

产品信息：螃蟹罐头、加工海鲜 

 

展位号:N421-C23 

单 位 名 称 ： Yihai Kerry Foodstuffs 

Marketing Co.,Ltd.(Chengdu Branch) 

联系人：Mr.Chen Shaojie 

联系方式：138-8099-0632 

产品信息：香纳兰泰国茉莉香米 

 

展位号:N420-A01 

单位名称：Bowornvej Thai Herb Co.,Ltd. 

联系人：Mr.Boworn Chanpokapaiboon 

联系方式：+66-81-5400675 

产品信息：糙米姜茶叶、草本按摩油 

 

展位号:N420-A02 

单 位 名 称 ： Celebrity Health Care 

(Thailand) Co.,Ltd. 

联系人：Miss Kantarat Suchowaraphan 

联系方式：+66-89-1483456 

产品信息：香皂、面霜 

 

展位号:N420-A03 

单位名称：CTS Fruits Co.,Ltd. 

联系人：Mr.Chanasit Mongkollarpkij  

联系方式：+66-2-2826848 

产品信息：Tropica/ Tropica 品牌香料、

蜂蜜窝、草本香皂 

 

展位号:N420-A04 

单位名称：广州市越秀区源丰隆贸易行 

联系人：黄锐 

联系方式：15918596156 

产品信息：泰国手工皂 

展位号:N420-A12 

单位名称：Golden Deer Ltd.,Part. 

联系人：Mrs.Wilawan Intasaen 

联系方式：+66-80-4994833 

产品信息：Golden Deer/Golden Deer 品

牌草本精油 

 

展位号:N420-A13 

单位名称：Lovely Spa and Training of 

Thai Massage 

联系人：Miss.Tasanee Jiranitiwat 

联系方式：+66-86-7795444 

产品信息：SPA 用品、青草药膏、薄荷香

筒 

 

展位号:N420-A14 

单位名称：MEEDEE COCO Co.,Ltd. 

联系人：Mr.Natthawadee Detpisit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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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66-92-6429562 

产品信息：香皂、椰子油 

 

展位号:N420-A15 

单位名称：Modern Way Co.,Ltd. 

联系人：Mrs.Pattaree Kongkaew 

联系方式：+66-81-6197909 

产品信息：草本香皂、椰子油、洗发露、青

草药膏、SPA 精油 

 

展位号:N420-B01 

单位名称：Moonshadow Bangkok Ltd.,Part. 

联系人：Mrs.Benjarong Nery 

联系方式：+66-81-3005417 

产品信息：SPA 用品、按摩木制品 

 

展位号:N420-B02 

单位名称：Organic Valley Co.,Ltd. 

联系人：Miss Piyapach Klungthamniam 

联系方式：+66-89-9985414 

产品信息：OG/OG 品牌美容品、SPA 用品 

 

展位号:N420-B03 

单位名称：Panmeung Enterprise co.,Ltd 

联系人：Miss Sirion woraviboonsawa 

联系方式：+66-81-9559887 

产品信息：青草药膏、护眼袋品 

 

展位号:N420-B04 

单位名称：PKT Development Co.,Ltd. 

联系人：Ms.Patamaporn Charoenlarp 

联系方式：+66-81-6686781 

产品信息：Herb&Her/ Herb&Her 品牌香

皂、洗发露、润肤露、面霜 

 

展位号:N420-B09 

单位名称：Rangmai Phutawan 

联 系 人 ： Miss Rapinnipa 

Khunardakaranan 

联系方式：+66-87-4955835 

产品信息：草本香皂 

 

展位号:N420-B10 

单位名称：Sabai Herb(2550)Co.,Ltd. 

联系人：Mr.Alongkorn Pornpomdee 

联系方式：+66-84-6979888 

产品信息：护发品、SPA用品 

 

展位号:N420-B11 

单位名称：Studio 146 Ltd.,Part. 

联系人：Miss Sirijit Hojuntuek  

联系方式：+66-89-1923690 

产品信息：青草药膏、按摩木制品 

 

展位号:N420-B12 

单位名称：The Wandering Bee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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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Miss Pennapa Heebkaew 

联系方式：+66-86-2119561 

产品信息：B Royal/B Royal 品牌蜂蜜奶香

皂、蜂蜜护肤品、护发品 

 

展位号:N420-C01 

单位名称：Thongtarn (Thailand) Co.,Ltd. 

联系人：Salinthip Uttamavattana 

联系方式：+66-86-3245666 

产品信息：SPA 香皂、护肤品、按摩盐、按

摩膏 

 

展位号:N420-C02 

单位名称：V Care Plus Ltd.,Part. 

联系人：Mrs.Urai  Akaranurak   

联系方式：+66-89-2537666 

产品信息：护肤品、手工香皂、SPA 用品 

 

展位号:N420-C03 

单位名称：Baan Santarnluang Handicraft 

Center Ltd.,Part. 

联系人：Mr.Udom  Saenphit 

联系方式：+66-84-3671555 

产品信息：木制品 

 

展位号:N420-C04 

单位名称： Fu Ming Tong (Thailand) 

Co.,Ltd.  

联系人：Mr.Wang Qingchuan 

联系方式：158-8213-1658 

产品信息：泰国乳胶枕、SPA 用品 

 

展位号:N420-C05 

单位名称： 

Guangzhou Taijitaili Food Co.,Ltd. 

联系人：Mr.Shi Yanhua (石延华) 

联系方式：15602338800 

产品信息：日化 橡胶枕头 榴莲干 

 

展位号:N420-C06 

单位名称： Kittisukpowitad Limited 

Partnership 

联系人：Mrs.Sirirak Kittisukpowitad 

联系方式：+66-97-2103907 

产品信息：木制品、家装饰品 

 

展位号:N420-C13 

单 位 名 称 ： MILKYWAY INTERNATIONAL 

GROUP CO.,LTD. 

联系人：蒲平 

联系方式：+66-2-9575662/3 

产品信息：Milkyway / 泰国 Milkyway 乳

胶制品 

 

展位号:N420-C14 

单位名称：S.P.G. Thebes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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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MRS.Phimphorn Thawinrungrueang 

联系方式：+66-81-9153433 

产品信息：香皂、榴莲干、芒果干、乳胶枕

头、青草药膏 

 

展位号:N420-C16 

单位名称：Shanghai Greenwave Enterprise 

Co.,Ltd. 

联系人：Ms.Su Yongjun (苏永君) 

联系方式：13061895761 

产品信息：乳胶枕头 

 

展位号:N420-C15 

单位名称： Shamu Shamu Import-Export 

Ltd.,Part. 

联系人：MRS. WORALUK SAECHUENG XIAO 

联系方式：+66-86-8868028 

产品信息：Latex Systems/Latex Systems 

品牌天然乳胶枕 

 

展位号:N420-C17 

单位名称： Sichuan Hongshida Trading 

Co.,Ltd. 

联系人：Mr.Zhang Ping 

联系方式：181-8008-8333 

产品信息：天然乳胶枕和床垫 

 

展位号:N420-C18 

单位名称：Yun Nan Man Ka Na Trading 

Co.,Ltd.  

联系人：Mr.Wang Zhengcai 

联系方式：0871-65374849 15825294320 

产品信息：Darling/Darling 品牌天然乳

胶枕和床垫 

 

展位号:N420-B05、N420-B06 

单位名称：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Ministry of Commerce, 

Thailand 

联系方式： 

028-66897861 EXT.8011,8013,8014 

 

展位号:N420-B13 

单位名称：Thai Airways International, 

Chengdu Office 

联系方式：028-86667575，028-86667171 

 

展位号:N420-B14 

单 位 名 称 ：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Chengdu Office 

联系方式：028-6465-6299 

 

展位号:N432 

单位名称：四川西南之屋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康乐 

联系方式：1582811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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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穆尼亚克干红、雅文邑白兰地、

康萨克酒庄干红 

企业简介：四川西南之屋商贸有限公司位于

风景秀丽的南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内，是成都

森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一家专

注于进出口贸易、葡萄酒销售、法式西餐厅

经营管理等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是法国连

锁品牌“法国西南之屋”中国西部独家代理

商。 

法国西南之屋是法国阿基坦大区政府和比

利牛斯大区政府联手打造的旨在促进葡萄

酒、美食及文化推广的政府品牌，它以中法

公私合作为基础，是法国西南产品的展示橱

窗。该品牌整合法国西南两个大区百余酒

庄、近 500种葡萄酒及美食。将以四川成都

作为战略落点，辐射川、云、贵、藏、黔、

渝，搭建中国大西部平台。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Vito Wine Limited Liability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联系人：宋丽 

联系方式：18030893039 

产品信息：西西里往事红玫瑰邮寄葡萄酒

-Rose Organic Wine 产于意大利西西里地

区，精心挑选的优质葡萄唤醒味蕾对红色水

果的想象：樱桃、李子、葡萄干，并使这犹

如玫瑰般的葡萄酒口感宜人，香味浓郁、持

久。 

Deep red cilor, recalls red berry 

fruits as plum, ribes and cherry, and 

release herbs, chocolate and spicy 

notes. Balanced structure with soft 

tannins and acidity make this wine 

delicious and rich in taste. 

企业简介：维多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一

家由外商独资创办，专业进口意大利西西

里岛产区优质有机葡萄酒，并在全国进行

分销为主营模式的国际贸易公司。 

公司主推得品种为“西西里往事”系列有

机葡萄酒，此系列产品均产自公司位于意

大利西西里岛的葡萄酒庄。我们的酒庄实

力雄厚，历史悠久。所有红酒均为原装进

口，并由意大利顶级酿造师精心酿造，品

质卓越、包装精美、价位合理。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成都图兰斯商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艳 

联系方式：028-83320830 

产品信息：意大利阿尔玛菲海岸的柠檬利

口酒 Limoncello、意大利有机特级初榨

橄榄油和葡萄酒 Organic Virgin Olive 

and wines，意大利优质产区的普罗塞克

起泡葡萄酒 Prosecco Valdobbiadene 

企业简介图兰斯是意大利食品和葡萄酒

进行流通、分销和推广的专业品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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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进口的每个流程，组织专场品鉴

会，以及参加国内各大重要展会。 

精心挑选值得信赖的意大利品牌，提供纯正

的意大利产品，图兰斯以其精细专业赢得广

泛声誉。 

Our company imports and distributes a 

variety of authenti Italian products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ow Lions is an 

exclusive logistics, distributional 

and promotional platform in Sichuan 

area which carefully follos every step 

of the procedure of importing goods, 

organizes promotional events and 

participates to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fairs.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Denis Freres (Shenzhen) Co., 

Ltd. 

联系人：吴莹莹 

联系方式：13510680112、0755-82557340 

产品信息：有机食品 

企业简介：有机尼奥 TM早在 70年代就已在

意大利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作为有机食品

的先驱，是健康、美味、信誉良好的优质商

品代理。他们拥有欧洲第一个实行有机耕种

的农场，他们重视蔬果的季节性，根据各种

植物的生长规律进行种植，在选材及制作过

程中更是一丝不拘，所有产品不含防腐

剂、添加剂及人造色素，最大程度保留蔬

果天然纯正味道。有机尼奥 TM 产品全部

100%意大利进口，以其严格的生产和管理

制度获得多个国家有机认证。 

Alce NeroTM is the brand associated 

with Italian Organic agriculture for 

over 30 years. All products are made 

with organic raw materials from Italy. 

Today, Alce NeroTM still produces 

wholesome food while respec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commitment to 

quality.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PENTAGON ENTERPRISE 

联系人：郭树亭 

联系方式：13793280930、0532-80795257 

产品信息：葡萄酒、橄榄油、咖啡、意大

利面等 

企业简介：青岛派格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位

于青岛市南区山东路 10 号，是意大利独

资企业。派格达自 2009 年以来，在总经

理 Perrucci 先生的带领下，一直致力于

引进和推广意大利高端美食，现已涵盖葡

萄酒、橄榄油、咖啡、意大利面等主要领

域。派格达是意大利天然食品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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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大家共同享受高品质纯天然健康食品，

只选优质，只为健康！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Ferrero Group 

产品信息：巧克力 

企业简介：费列罗集团的故事始于 1946 年，

由彼得罗•费列罗先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

区的阿尔巴镇创立。如今，由费列罗家族经

营管理的费列罗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巧

克力糖果制造商，拥有 50 多个享誉世界的

品牌和产品，深受全球数十亿消费者的喜

爱。秉承彼得罗•费列罗先生对最高品质产

品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消费者的承诺，费列罗

集团坚持采购并加工最优质的原材料，并经

过长期经营实践成功建立了完善可靠的产

品供应链体系，以确保世界上每一件费列罗

产品都能保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与此同

时，费列罗集团长期专注于巧克力糖果产品

及其加工工艺的创新与研发，为世界巧克力

糖果行业带来众多革新突破，彻底改变了数

百万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The story of Ferrero Group started in 

1946 when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by 

Pietro Ferrero in Alba, Piedmont Region 

of Italy. Owned and operated by the 

Ferrero family, Ferrero Group is now the 

world ’ s leading chocolate and 

confectionery manufacturer. Ferrero 

Group embraces more than 50 

world-renowned brands and products 

and earns trust and affection among 

billions of consumers across the globe. 

To carry on the legacies from the 

Group’s founder Mr. Pietro Ferrero, 

Ferrero Group continues its 

persistent effort in providing 

highest-quality products and 

fulfilling a strong commitment to 

consumers. The Group is dedicated to 

purchasing and processing the 

best-quality raw materials, and h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supply 

chain system through the long history 

of operation, to ensure the very best 

quality of each product it produces. 

Meanwhile, Ferrero Group is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its product and 

production process innovation, and by 

introducing several ground-breaking 

technologies to the industry, it has 

successfully inspired the palate of 

the entire world and revolutionized 

the food habits of millions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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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列罗集团将销售网络延

伸至中国市场，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享誉全

球的费列罗®Rocher 榛果威化巧克力，经过

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其“金色经典，金色时

刻”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为了在中国市场

取得更加稳健的业务增长和品牌发展，费列

罗集团于 2007 年在上海成立了费列罗中国

总部——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并

相继在广州、天津、北京、杭州、成都、南

京和深圳等地设立了业务发展团队。 

Since Ferrero Group’s most renowned 

brand - Ferrero Rocher® - entered the 

China market in the 1990s, the “Golden 

Heritage, Golden Moment” brand image 

has gradually gained recognition and 

huge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after almost 2 decades’ development. In 

2007, Ferrero China Headquarters was 

officially founded in Shanghai,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teams in Guangzhou, 

Tianjin, Beijing, Hangzhou, Chengdu, 

Nanjing, Shenzhen and other places were 

also set up successively.  

如今，费列罗集团已在中国市场成功确立了

巧克力糖果行业的领袖地位，拥有三大核心

产品品类：费列罗®臻品巧克力系列、健达®

系列和能多益®榛果可可酱，旗下众多独特

创新的高品质产品广受各行各业消费者

的青睐，取得了极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 

Nowadays, Ferrero group h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ts 

leadership in the chocolate and 

confectionery industry in China and it 

has three core product portfolios: 

Praline series, Kinder series and 

Nutella. Ferrero’s various unique, 

innovative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are well received by Chinese consum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have 

achieved high brand awareness and 

reputation.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Chengdu Di Bella Italian 

Wine Co., Ltd. 

联系人：温梦迪 

联系方式：13308059971 

产品信息：葡萄酒 

企业简介：成都迪贝拉酒业有限公司是位

于意大利西西里地区迪贝拉酒庄在华全

外资公司，于 2014 年 11月在成都成立，

主要进行意大利葡萄酒等产品的进口及

销售，旨在将纯正的意大利品牌带给中国

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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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Di Bella Italian Wine Co., Ltd. 

Is founded by the Di Bella Winery which 

locates in Sicily. Ot was established in 

November 2014 in Chengdu. It's mainly 

working on importing and selling 

Italian products, like wine. Its main 

goal is to bring the true Italian 

products to Chinese cosumers. 

 

 

展位号:N426 

单位名称：Yu De Tian Qin Trade (Beijing) 

Co., Ltd. 

联系人：班朋 

联系方式：13681297489、010-84920279 

产品信息：葡萄酒 

企业简介：禹德天勤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进口国际贸易，意大利红酒 BOCALE

为我公司代理。 

1.圣格朗蒂诺红葡萄酒：年份 2011，酒精

度 15%vol，圣格朗蒂诺葡萄为原料，香气

优雅纯正。 

2. 罗素红葡萄酒：年份 2011 年，酒精度

15.5%vol，多功能红酒，适合各类型的佐餐

酒。 

3. 圣格朗蒂诺帕斯托红葡萄酒：年份 2008，

酒精度 14.5%vol，香味芬芳完美，酒体醇

厚。 

 

展位号:N4346 

单位名称：中缅（合资）滇尊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展位号:N4224/N4223 

单位名称： 

Australia N&G Trading PTY.LTD. 

联系人：龚龑 

联系方式：13550235515 

产品信息：澳洲酒庄特酿葡萄酒 

企业简介：澳洲本地酒庄特酿，原瓶进口，

全球独家，低价购得高价口感，性价比毋

庸置疑。 

 

展位号:N4224/N4223 

单位名称：成都艾克申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龑 

联系方式：13550235515 

产品信息：澳洲酒庄特酿葡萄酒 

企业简介：澳洲本地酒庄特酿，原瓶进口，

全球独家，低价购得高价口感，性价比毋

庸置疑。 

 

展位号:N428 

单位名称：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 

联系人：李珊珊 

联系方式：028 8675 6180、028 8675 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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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开馆，是以色列国在中国

设立的第四家领事机构。以色列驻成都总领

事馆将重点加强以色列与中国西南地区—

四川，重庆，云南以及贵州在经济，高科技，

文化，国际交流，旅游，学术等领域的合作。 

 

展位号:N428 

单位名称：Hayetsira Partners Limited 

联系人：曹怡青 

联系方式：13671766807 

企业简介：耶思瑞合伙人有限公司是一家咨

询和投资公司，专注中国以色列高新技术，

提供投资银行和企业发展服务。活动领域主

要包括以下领域：生命科学、农业、安防、

TMT、环保清洁技术、汽车技术和新材料、

娱乐和消费品。在农业方面，本公司在中国

代表以色列 Aquamaof、Growponics、AgriGo、

BOD Regavim、BioHarvest、BioFishency 以

及 Catalyst AgTech 公司等。 

Hayetsira Partners Limited is a 

consulting & investments group focused 

on China –  Israel opportunities on 

high-tech area. Main fields on 

activities include investment banking 

services & business development 

services on: Life Science, Agriculture, 

Homeland Security, TMT, Environmental & 

Clean Tech, Car Tech and New Materials,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ers Goods. On 

the agriculture side, the company 

represents AquaMaof, GrowPonics, 

AgriGo, BOD Regavim, BioHarvest, 

BioFishency and Catalyst AgTech in 

China.  

 

展位号:N428 

单位名称： 

Netafim(Guangzhou)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Ltd. 

联系人：陆敏榆 

联系方式：15018786170、020-39388827 

产品信息：滴灌管 Dripliners、喷头 

Sprinklers、连接件 Connectors 

企业简介：耐特菲姆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智

能滴灌和微灌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自

1965 年将世界上第一个滴灌解决方案介

绍给世界以来，专注研发推出了多种灌溉

产品，帮助我们的客户获得高产优质的作

物，同时最大程度减少了对珍贵自然资源

的消耗。时刻谨记公司的承诺：帮助客户

投入更少收获更多。 

 

展位号:N428 

单位名称： 

DAGAN AGRICULTURAL AUTOMATIO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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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Dr. David Cohen 

联系方式： 

+972-50-7513417、+972-9-8985224 

企业简介： Dagan is one of Israel's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field of 

advanced agriculture. 

Our know-how is based on over 25 years 

of experience, practical daily work, 

side-by-side with leading growers, 

farmer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agronomists from agricultural 

institut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yield, 

Dagan adjusts each project to the 

costumer ’ s needs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while considering all 

environmen tal and ecological aspects. 

We have the expertise in the entire 

range of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and support of 

technical\technological systems and 

products to assure effective & 

profitable results. 

Our agricultural automation Turn – 

key solutions cover greenhouses, 

nurseries, net houses, tunnels and open 

field projects as well as pig, fish, 

dairy & poultry farms. And we offer our 

full service starting from 

feasibility analysis & Engineering, 

through installation\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s, and all the way to 

marketing, Logistics support, 

documentation, and On the Job 

Training. 

 

展位号:N431 

单位名称： 

Chengdu-CanadaTrade&Investment 

Chamber of Commerce 

联系人：江巧梅 

联系方式：028-65710079、028-65710079 

产品信息：Frank′s 弗兰克牌亚麻籽油

Frank′s弗兰克牌亚麻籽粉  

企业简介：成都蓉加贸易投资商会，是由

成都市民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非政治、非

宗教、非盈利性社会团体。蓉加商会由多

家已成功开展或有意向与加拿大开展经

贸文化交往的优秀四川企业共同发起成

立，旨在进一步促进四川和加拿大双边投

资、贸易、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团结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共同开

展对外合作。 

Chengdu-Canada Trade & Investment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foun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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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It is a member-driv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trade,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Sichuan 

and Canada. Working closely with both 

Canadi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amber provides intelligence, advice,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our 

members, assisting them to develop 

cooperation with companies from both 

sides. 

 

展位号:N427 

单位名称：AGRICULTURAL MARKET AGENCY 

联系人：WALDEMAR SOCHACZEWSKI 

联系方式：48223767226、48223767142 

产品信息：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企业简介：Agricultural Market Agency is 

the stat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in Poland, 

promotion agri-food products and 

support for the entrepreneurs in 

establishing business contact with 

partners from abroad. Major field of the 

Agency’s operation is supporting the 

promotion of Polish food in the country 

and abroad. Great emphasis is placed on 

regional, traditional and organic 

foods, and those manufactured under 

food quality assurance schemes.  

 

展位号:N427 

单位名称：APPOLONIA SP. Z  O.O. 

联系人：KINGA SZYMANSKA 

联系方式：48483779724 

产品信息： The biggest part of our 

production constitute apples of 

different kinds, but also there are 

cherries, pears, plums and sour 

cherries. 

企业简介：La-sad sp z o.o. is a group 

of producers gathering members from 

orchard corners throughout Poland. 

Our farms have been specialising for 

many generations in the cultivation of 

fruit farming.  

 

展位号:N427 

单位名称：SPOLDZIELNIA POKOJ 

联系人：MARIA WOJTYŁKO 

联系方式：48338125430 

产 品 信 息 ： Our offer includes 

non-crystalline milky fondants as 

cream fudge, toffee and iris. Products 

are sold under the trade name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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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m Fudge” , “Cuban Toffee”, 

“ Extra Toffee “ “Poppy Iris” and ge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agar : Duo 

Jelly , Jelly in chocolate , Jelly in 

sugar.  

企业简介： Using rich traditions of 

Polish confectionery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of employees 

SPÓŁDZIELNIA "POKÓJ" has developed its 

own recipes, thus providing excellent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unique taste. 

 

展位号:N4340/N4341 

单位名称： CHENGDU SAKAEMACHI FOODS 

CO.,LTD 

联系人：潘倩 

联系方式：+86-28-6531-5881 

+86-28-6531-5882 

产品信息：大米 

企业简介：成都荣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2月，投资金额 114 万美元，是 100%

隶属于株式会社神明的子公司。成都荣町食

品有限公司以成都为据点，将日式种植管理

方式和严格的食品要求以及最适合的碾米

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大米培植上，同时与众多

的米饭制作厂和餐饮店进行合作，致力于为

大家提供更加放心美味的米饭。神明大米色

泽透亮，颗粒饱满，口感香甜，是美味料

理的不二首选。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新津台湾农民创业园 

联系人：黄健 

联系方式：13808221096、2882522165 

企业简介：四川新津台湾农民创业园，

2006 年 8月设立，规划建设台湾有机农产

品生产基地、海峡两岸农业科技孵化园、

台湾滨水风情休闲农业示范带。目前正加

快推进“两区一带”（即：兴义核心区、

柳江核心区和成新蒲都市现代农业示范

带）建设，已成功引进台湾翔生大地、番

薯藤、呈祥油脂等台资项目，总投资近 30

亿元。在兴义核心区引进了台湾翔生公司

打造有机生态小镇，在柳江核心区设立了

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现代农业创业基地。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成都翔生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联系人：潘海琳 

产品信息：水果、蔬菜、大米等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成都缇娜餐饮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长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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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面包、咖啡、茶叶等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成都钧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维谦 

产品信息：有机牛奶、原味酸奶、有机低胆

固醇鸡蛋、手工草莓果酱、手工西红柿果酱、

稻鸭香米、双底初榨菜籽油、黄金皮蛋、 

企业简介：本公司是一家#生物农场~生态循

环种养殖农业#模式的企业，以生物科技为

轴心来发展生态循环综合农业园为目标。重

要投资的方向是发展都市农产品优质化、食

用安全，用国外农夫市集精神参考国际 CSA

模式，整合成中国适宜的新农业模块，进而

带动农业科技的转型，提升农民科技、增进

农民收益、使农民工回流的真正中国人的乐

和家园为构想理念。前期建设一处兼具科技

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物流转运功能的

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的示范园，以完整模式

向全国各省市地区推动，真正创建国家提出

的#一乡一品 田园城市#的方针，为完成此

全新农业模块预计分为三阶段。 

目前已完成面积五百亩的核心园区农场初

阶建设，即以农业循环经济的角度配合农、

渔、牧三合一的技术运用，架构了以#尊法

自然、幸福动物、快乐蔬菜、餐桌安全#为

宗旨的生态环保低碳农业园。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Want Want China Holdings 

Limited 

联系人：陈明文 

联系方式：021-61151111、4008211151、

021-33573001 

产品信息：乳酸菌、蔬果一日、O泡、刹、

芝士仙贝、仙贝物语、大规格的糖果、礼

盒旺仔牛奶、旺旺大礼包等 

企业简介：旺旺于 1992 年正式投资大陆

市场，是台湾第一个在大陆注册商标并且

拥有最多注册商标的公司，于 1994 年在

湖南设立第一家工厂，旺旺秉持着“缘、

自信、大团结”的经营理念，立志成为“综

合消费食品王国”，向着“中国第一，世

界第一”的目标不断前进。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Masterkong 

联系人：阳睿 

联系方式：028-86623122 

产品信息：康师傅方便面 

企业简介：成都顶益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方便面食品，公司与多家成都零售商和

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品种

齐全、价格合理，企业实力雄厚，重信用、

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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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

任。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Masterkong 

联系人：张慧 

产品信息：康师傅一刻馆奶茶 

企业简介：成都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成都

市温江区成都海峡科技产业开发员蓉台大

厦，主要经营：null 等产品，各种中西式

饮品。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最优秀产品和服务。以诚信、务实、创新的

企业文化理念，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

术，周到的服务，卓越的品质赢得的广大消

费者多年的信赖和支持。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 

Sichuan Dicos Food Development Co., 

Ltd. 

联系人：尤乃欣 

产品信息：德克士炸鸡、汉堡、饮料 

企业简介：德克士，中国西式快餐特许加盟

第一品牌，与麦当劳、肯德基并列中国三大

西式快餐。顶新国际集团 1996 年投资“德

克士”快餐事业，建立推广舒食快餐新主张：

食在安心、用心美食、舒心体验。主产品为：

炸鸡、汉堡、饭类、饮料、甜品等。四川德

克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隶属其子公司，主

辖四川省及西藏自治区。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family-mart 

联系人：梁真 

产品信息：全家便利盒饭、三明治、关东

煮 

企业简介：FamilyMart 品牌源自日本，自

1981 年成立以来，已成为亚洲最大国际连

锁便利店之一，2004 年进入中国，以上海

总部为中心，积极稳步的在各大城市展

开。主要销售常见货品包括饮料、零食、

便当、杂志及漫画等。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攀枝花干热河谷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半坡咖啡） 

联系人：王静梅 

产品信息：咖啡礼盒 

企业简介： 攀枝花干热河谷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创立于 2008 年，主要致力于咖啡、

辣木、印度黄檀等热带经济作物的有机种

植和相关产品的产业化、市场化运作。公

司以卓越的品质、广泛的科学研究、严谨

的生态种植及先进的生产工艺而倍受信

赖与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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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大友（攀枝花）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洪文昕 

产品信息：无患子香皂 

企业简介：大友（攀枝花）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由台湾大友国际实业公司于 2004 年 9 月

投资成立，公司在攀枝花市租赁荒山 10 万

亩，进行无患子种植，并以此为原料研发无

公害、纯天然系列日化产品。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LUZHOU XINGLE FOOD CO.,LTD 

联系人：蒋燕 

联系方式： 0830-4270568 

产品信息：兴乐牌系列竹笋产品野海山珍牌

系列竹笋产品 

企业简介：企业拥有软糖系列产品的生产加

工线四条，生产车间近 2000 平方米，清洗

车间 500平方米，挑选车间 800平方米，包

装车间 500 平方米，成品仓库 1500平方米，

年生产能力 2000余吨，年创产值达 1500万

元。主要产品有：核桃软糖、南瓜酥、花生

酥、芝麻酥、苕丝酥、牛皮花生软糖、葵花

仁软糖、芝麻软糖等，成品合格率达 100%。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Hejiang city MiXiTownship 

dragonscales pomelo lanting co., LTD 

联系人：黄媛 

联系方式：08305290255 

产品信息：真龙柚、蜂蜜和酵素液体产品 

企业简介：合江天平真龙柚种植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金 300 万。是一

家集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销售为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天平”为公司旗

下注册品牌。主营合江真龙柚，荔枝，青

果等。公司于 2015 年初与台湾鸿福生态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谈合作有机肥料厂

项目，现已初步达成意向协议，相关手续

正在办理中。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While luzhou qian jiang in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co., LTD 

联系人：郑智夫、匡正海 

联系方式：15298299592、13982484817 

产品信息：茶叶及酵素固体产品 

企业简介：泸州千江月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甘雨茶场于 2001年成立，台资独资企业，

法人郑三元（台胞），负责人郑智夫，公

司地点位于四川省合江县福宝原始森林

公园相临的甘雨镇，主要生产和经销台湾

有机东方美人茶、蜜香红茶、文山包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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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茶叶制品,公司茶叶生产技术在台湾坪林

地区比赛中连续多年获得特等奖。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Hejiang city MiXi Township 

dragon scales pomeloplanting co., LTD 

联系人：向异灵 

联系方式：18008224468、8305901222 

产品信息：糖果及竹笋制品等 

企业简介：合江县宋袁食品厂始建于一九九

九年，座落于举世闻名的红军四渡赤水的英

雄河-赤水河畔。地处川黔两界处的川南重

镇-九支镇，与贵州省赤水市仅一河之隔。

我厂总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其中建筑面

积 6000 平方米，是专业生产中、高档糖果

食品老字号企业。企业曾被评为“中华特色

名小吃”、“四川最有特色旅游商品”、泸

州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质量认证

A级企业等称号。固定资产投资 2000 万元，

现拥有员工 140余人，其中有各类技术人员

50 余人，分为生产科、质检科、财务科、

化验室、办公室等部门，机构设置齐全，技

术力量雄厚。全部产品均按国家标准生产，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产品质量受到消费者的

一致好评。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森呼吸科技有限公司（遂宁） 

联系人：赵旭宜 

联系方式：18608254888、0825-5951555 

产品信息：桧木精油、雾化器、车载器、

芬多精纯露、桧木香水等 

企业简介：四川森呼吸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致力于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为一体

具有专业技术的台湾团队，并拥有严格按

照 GMPC 标准建立的化妆品生产基地，公

司主营：桧木精油及芬多精原料；桧要日

用品系列及桧要化妆品系列....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百绿盛三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遂宁） 

联系人：邓海燕 

联系方式：2812098 

产品信息：台湾热带水果、牛长志芝相关

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百绿盛三生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我公司集现代农、

林业生产加工技术、生物技术为一体，致

力于在遂宁市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

台湾牛樟产业基地及台湾优势果蔬一体

化产业项目。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内江） 

联系人：赵宗伦 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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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13551536262、13916462336 

产品信息：果汁 

企业简介：佳美总公司成立于 1968 年，总

公司位于台湾省台中县。经营蔬果原汁制造

事业四十余年，秉持着专业的技术以及严谨

的工作态度，一直是国内外果蔬汁饮料终端

生产厂的最佳合作伙伴。我们的业务网遍及

五大洲，生产基地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

寒带地区。是亚洲最具规模以及产品品项最

多的专业蔬果浓缩汁制造商。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夹江天福观光茶园有限公司（乐

山） 

联系人：王菲 

联系方式：13981367867、0833-5910110 

产品信息：茶叶、茶食品 

企业简介：夹江天福观光茶园是天福集团于

2002 年投资于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基地，

位于投资 8000 万人民币，是一家集茶叶分

级包装、销售、科研、文化、教育、旅游于

一体的茶叶企业。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省广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充） 

联系人：帅明君 

联系方式：15681070088 

产品信息：火龙果、木瓜 

企业简介：是一家从事农业技术开发、推

广的台资高科技有机农业生产企业，在西

充县中岭乡建成了核心示范种植基地

2000 亩。高薪聘请台湾有机农业专家团队

进行技术攻关，解决了热带水果在亚热带

地区规模种植的关键技术。成功引进台湾

火龙果、番石榴、蜜枣、百香果、木瓜等

有机果蔬，产品在市场供不应求。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双龙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南充） 

联系人：吴香黎 

联系方式：18783980999 

产品信息：西红柿、小黄瓜、玫瑰系列产

品 

企业简介：是一家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和乡

村旅游开发的高科技农业企业。公司引进

台湾先进的精致农业理念和生物科学技

术，通过标准化生产、科技化种植、精细

化管理等方式，建成玫瑰花谷、高山茶园、

台湾风情一条街、3000 亩台湾特色果蔬基

地，着力把双龙桥村打造成为集有机农牧

业循环经济、台湾风情乡村旅游、科普体

验教育为一体的“中国有机生态循环第一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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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Sichuan Tea Industry Group 

Co.,Ltd. 

联系人：颜麟沣 

联系方式：13688296565、0831-3550046 

产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成立，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业产业化优秀龙

头企业”；拥有核心区占地面积 4800 余亩

的茶业科技园和 1.05 万亩高山有机茶基

地，茶行业目前唯一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和四川省茶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

与台湾相关茶业集团、协会开展技术、科研、

市场合作。。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广安亚太兴农农业发展公司（广

安） 

联系人：谭小云 

联系方式：13551617877 

产品信息：台湾农业节水灌溉系统、金门高

粱酒、台湾凤梨酥、牛扎糖等食品、台湾草

莓、台湾手工香皂 

企业简介：广安亚太兴农农业发展公司以台

湾精致农业经营模式为特色，从台湾引进特

有水果、花卉品种试种试植成功，现在邻水

县投资建设有城北台湾牛奶草莓主题乐园

和甘坝乡台湾花卉观光园两个生产经营

基地，成为川东著名的以台湾花卉为特色

的生态观光景区。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广安市邻水县柳塘乡伍昱洁奇

花异果园（广安） 

联系人：鲁明 

联系方式：1839825875 

产品信息：色目菊、蜜柚 、格桑花 、火

龙果、香水柠檬、葫芦、向日葵 

企业简介：邻水县伍昱洁奇花异果园致力

于打造中国休闲观光农业第一品牌，园内

划分为休闲养生、生态蔬果、自然体验等

几大核心功能区，是集生态种植、休闲观

光、养生度假、科普教育、运动拓展于一

身的特色主题养生农场。在重庆长寿、永

川等地在建或已建生态产品基地 5个。 

 

展位号:N422 

单 位 名 称 ： Dazhou yunsh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联系人：周生龙 

联系方式：15181819997、8186872098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洪雅圣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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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林洁 

联系方式：18628914840 

产品信息：鲜花系列；莲花产品系列；酵素

系列；农业生态产业链 

企业简介：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公

司全新引进并极力打造圣地莲花全产业链

项目建设，项目总体规划约 37500亩，位于

洪雅县花溪镇，集莲花的种植、深加工、休

闲观光、教育教学、文创美学、心灵产业为

一体。项目一期打造全球最大的莲花核心种

苗种源基地，面积 1000 亩，基地已掌握香

水莲花、大王莲、观音莲等数十个品种的核

心种植技术和企业内控标准，同时通过莲花

专用肥料的研发，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生产生

态链系统的建设。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眉山川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眉

山） 

联系人：肖杜娟 

联系方式：15208279929 

产品信息：眉山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结合

台湾特色科技农业共同打造现代新型科技

农业的展示 

企业简介：眉山川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4 年，项目位于眉山岷江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东坡段，项目共分三期，主要建设农

产品 MALL 和特色美食风情街以及岷江园区

南门户经营区的景观工程、现代农业观光

园和台湾现代科技农业生态种植园、现代

乡村生态旅游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等。该

项目致力于现代科技农业生态、养老、休

闲、观光和旅游的建设和经营。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资阳市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资阳） 

联系人：杨慧 

联系方式：028-23048888 

产品信息：农副产品（土鸡蛋等） 

企业简介：资阳市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台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始建于

2013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元。现拥有固

定资产 1114 万元；员工 115 人，其中：

固定职工 65人，临时职工 50人。公司是

集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服务；种植业、养

殖业、乡村旅游业、景区管理及服务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展位号:N422 

单 位 名 称 ： SiChuan Huadong 

Agri-Forestry Co.,Ltd 

联系人：郑开伍 

联系方式：13982949780、028-272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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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青钱柳贡茶、辣木红茶、辣木绿

茶、玫瑰花茶、菊花茶、金银花茶、桔梗、

人参 

企业简介：公司是集优质苗木培育、林木种

植、园林绿化、中药材种植、家禽养殖；农

产品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循环经济实体。自

主选育的品种“蜀台红香椿”已获国家注册

商标；属资阳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四川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椿芽产品被评

为四川省优质森林食品“天府七珍”；连续

20年荣获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称号。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四川省广德成食品有限公司（资

阳） 

联系人：魏基忠 

联系方式：13739428005 

产品信息：果汁、果酱、果粉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月,位于简

阳市石盘镇四海食品医药工业园，项目总投

资 1 亿元，占地 40 亩，公司主要业务是生

产各类休闲饮品、流行饮品、珍珠奶茶原料

发、冰品原料，以及专业贴牌 OEM、ODM 生

产，并提供连锁加盟辅导。公司有 18 年的

生产和研发经验，已通过 IS09001:2008 及

IS022000：2005,以及 HACCP 一体化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并拥有各类“QS 食品安全准

入制度认证” 

 

 

 

展位号:N422 

单位名称： 

Mianning Peaktop   

Agriculture  Technology  Limited 

联系人：邹雄伟 

联系方式：15899895018、0834-6785146 

产品信息：澳利欧特级初榨橄榄油 

企业简介：冕宁元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

集油橄榄研发、育苗、种植、榨油厂加工、

销售农工一体化的综合型现代农业公司。

公司拥有全世界最新、最优良的油橄榄品

种,聘请美国及西班牙油橄榄专家，用国

际顶尖种植管理技术与现有的全世界销

售通路为基础，垂直整合油橄榄产业链。 

 

展位号:N4238/N4245 

单位名称：澳新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淑容 

产品信息：杏仁饼系列、蛋卷系列、凤凰

卷系列、酥条系列、曲奇系列、糕点系列、

月饼系列共五十多个花色品种。 

企业简介：澳门澳新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暨

十月初五饼家（澳门）有限公司于 2004

年在美丽的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投

资创办生产十月初五品牌的江门市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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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有限公司。目前，产品以烘焙类食品为

主，主要有：杏仁饼系列、蛋卷系列、凤凰

卷系列、酥条系列、曲奇系列、糕点系列、

月饼系列共五十多个花色品种。 

 

展位号:N4273-N4276 

单位名称： 

Ghana Chamber of Commerce&Industry 

 

展位号:N4355 

单位名称：KHON KAEN THAILAND 

产品信息：茉莉香米、丝绸产品 

 

展位号:N4358 

单位名称：UBON RATCHATHANI THAILAND 

产品信息：茉莉香米、丝绸产品 

 

展位号:N4356 

单位名称：NONG KHAI THAILAND 

产品信息：茉莉香米、丝绸产品 

展位号:N4357 

单位名称：ROI EI THAILAND 

产品信息：茉莉香米、丝绸产品 

 

展位号:N4359/N4360 

单位名称：SISAKET THAILAND 

 

展位号:N4312 - N4313 

单位名称：BIO-S AGRITECH INDUSTRIES 

SDN BHD 

联系人：MR LEE 

联系方式：+606-975 261、+606-975 3619 

产品信息：Organic Fertilizer 

 

展位号:N4344 

单位名称：ALP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ORP SDN BHD 

联系人：SOO SIO KEE 

联 系 方 式 ： +603-90116995 、

+603-90116995 

产品信息：Bird Nest, 4-in-1 Collagen 

Instant Coffee 

 

展位号:N4307 

单位名称：GENIUS THEME SDN BHD 

联系人：OSCAR TAN 

联系方式：+603-7981 9699、+603-7982 

8503 

产品信息：Skin Care 

 

展位号:N4343 

单位名称：KLC INTERNATIONAL SDN BHD 

联系人：SOO SIO KEE 

联 系 方 式 ： +603-90116995 、

+603-9011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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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Tongkat Ali Slice, Tongkat Ali 

Extract Coffee 

 

展位号:N4349 

单位名称：LIFINITI MARKETING 

联系人：STEVEN LIEW 

联系方式：+603-8024 2239、+603-8024 9239 

产品信息：Bird Nest, Tongkat Ali, 3in 1 

White Coffee, Bak Kut Teh, Tongkat Ali 

展位号:N4342, N 4348 

单位名称：MULTIZON RESOURCES SDN BHD 

联系人：NELSON LIEW 

联系方式：+603-5192 1920、+603-5101 9100 

产品信息：White Coffee 

 

展位号:N4345 

单位名称：PRAI DEVELOPMENT SDN BHD 

联系人：SOO SIO KEE 

联系方式：+603-90116995、+603-90116995 

产品信息：Coffee, Bird Nest, Tongkat Ali 

 

展位号:N4306 

单位名称：ORANGE MOBILE (M) SDN BHD 

联系人：OSCAR TAN 

联系方式：+603-7981 9699、+603-7982 8503 

产品信息：Durian and Bird's Nest 

 

展位号:N4308-N4309 

单位名称：TASTIWAY SDN BHD 

联系人：ADELINE CHAN 

联系方式：+604-771 9988、+604-772 5588 

产品信息：Mangoes 

 

 

展位号:N4302 - N4303 

单位名称：VSAFE AGRO 

联系人：TEH KAY YEOW 

联系方式：+603-8075 2062、+603-8070 7089 

产品信息：Organic Farming 

 

展位号:N4347 

单位名称：WING SHEN FOOD INDUSTRIES SDN 

BHD 

联系人：WONG NYONG MOI 

联系方式：+6082-614054、+6082-619695 

产品信息：Edible Bird Nest 

 

展位号:N4304, N4304 

单位名称：WINNER TECHNOLOGY INDUSTRIES 

SDN BHD 

联系人：TEH KAY YEOW 

联系方式：+603-8075 2062、+603-8070 7089 

产品信息：Organic Far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