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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镇洪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831-3547966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由国有参股、民营控股，组建的集茶树良种

繁育、种植示范,茶叶初精深加工、品牌营

销、科技研发与推广,茶文化应用与茶旅游

发展以及其他茶叶关联产业等为一体的现

代混合所有制茶叶企业。公司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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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等。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市满园春名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陈微 

职务：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0831-8231388 

展品信息：屏山炒青、绿毛峰、碧螺春、茉

莉花茶 

企业简介：宜宾市满园春名茶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2 年 1 月，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的

法人企业，公司在 2010 年四月被评为宜宾

市翠屏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3

年 12 月，在翠屏区明威乡拥有自己的早茶

基地，助农增收。公司获奖情况：2012 年

公司“翠螺香”获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银

奖，2013 年公司“翠螺香”获四川国际茶

叶博览会金奖，2014 年公司注册商标“酒

都”，被评为宜宾市知名商标。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宜宾张杨茶业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张贵杨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831-8263626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省宜宾张杨茶业有限责任

公司(于 1993 年 3 月成立）。产品有 80

多个单品（条码），注册有“张杨”、“戎

芽”商标。本企业是重点龙头企业。“张

杨”品牌 2014 年被市政府评为宜宾市茶

企“成长型品牌”；“张杨”商标 2013

年获得“宜宾市知名商标”；“张杨”牌

戎芽毛峰、“张杨”牌春芽曾荣获“中国

国际茶业博览会金奖”。先后被宜宾市委、

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商局评为“优

秀私营企业”和“先进私营企业”。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宜宾富正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联系人：代显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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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多酚、茶多酚美肤皂、冲剂等

茶多酚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富正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

要以茶类、天然植物提取物的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生物科技公司。公司秉承

“绿色、健康、求实、创新”的精神，以“品

质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竭诚为广大客

商提供高品质健康产品。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川红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范涛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红茶、绿茶、黑茶、花茶等 

企业简介：宜宾川红茶业集团是一家集茶叶

种植、生产加工、贸易、科研为一体的现代

化茶业集团公司，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

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川红

工夫红茶制作技艺，国家民族特需产品定点

生产企业及自主出口许可的茶叶企业。公司

主要产品有红茶，花果红茶，绿茶，黑茶，

茉莉花茶等。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早白尖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义君 

职务：副总经理 

展品信息：红茶、绿茶、花茶等 

企业简介：四川早白尖茶业有限公司为

“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主营：茶叶制造和销售、进出口贸易；拥

有生态茶园 4.4 万亩、联结农户 2.32 万

余户；“早白尖”商标为“省著名商标”；

产品质量信用等级 AAA、通过无公害、绿

色和有机食品、“四川名牌产品”认定。

企业曾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省质

量管理先进企业”、“省知识产权试点企

业”、“省建设创新型企业培育企业”、

“川茶行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省科

普示范企业”、“全国质量无投诉，诚信

示范企业”、“中国茶叶行业百强”和“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等荣誉。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峰顶寺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峰 

职务：销售经理 

展品信息：绿茶、红茶、花茶 

企业简介：四川峰顶寺茶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 9 月，位于高县文江镇吉安路

123 号，是四川省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宜宾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现

有茶园基地 30000 多亩，于 2005 年通过

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2006 年通过农业

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2013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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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及 ISO22000 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龙溪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莺兰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0831-5364888 

展品信息：红茶、绿茶 

企业简介：四川龙溪茶业有限公司（原高县

文江茶厂）创立于 1969 年，位于川南茶乡

高县。公司自有茶园面积 1200 亩，以“公

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带动两个茶业合作社

建设标准化茶园 5000 亩。石龙基地位于高

县文江镇石龙村，落润基地位于高县落润乡。

注册了以“巴蜀碧芽”、“宜都红”、“巴

蜀金芽”、“龙溪碧芽”、“石龙溪”为代

表的五个商标。本公司以自然本真为理念，

追求养生健康为根本，诚信服务大众为宗旨，

依托优越自然环境为基地，培育精选优质原

料，承袭传统工艺，坚持自主创新，成就宜

宾早茶产区的优质茶业企业。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高县科毅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毅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1-5421158 

展品信息：红茶、绿茶、花茶 

企业简介：四川高县科毅茶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茶园栽培管理、茶叶生产加工和销

售、科研、弘扬茶文化为一体的市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以“公司

+基地+专合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坚持

“产学研”科技合作，走“茶园生态化、

加工规范化、产品标准化”的绿色发展道

路。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县黄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牟修琴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黄山萌芽、黄山秀芽、黄山毛

尖、黄山郁绿、黄山条炒、黄山茗绿、黄

山绿茶和黄山炒青等。 

企业简介：宜宾县黄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总资产 1188 万元，是一

家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茶叶

生产企业，是宜宾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注册的商标有“大黄山”、“亚琴”

两个，生产产品有“黄山萌芽”、“黄山

毛峰”、“黄山高级炒青”、“黄山郁绿”、

“亚琴红茶“等，公司建有三个初制加工

厂、一个精制加工厂，实现销售收入 3826

万元。“黄山萌芽”是以西部黄山简湾为

基地打造的一款优质绿茶。 



 

 
392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县绿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龚益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盛世香茗、云峰龙芽、黄山翠芽、

云峰茗露及金银花等 

企业简介：宾县绿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前身是泥南乡云峰茶

场，是一家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现

代茶叶生产企业，是宜宾市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公司注册的商标有“龚益”和“盛

世香茗”，现有自主茶园在蕨溪镇大坪、光

华、石坪等村，面积 5800亩，“黄山翠芽”

源自西部黄山罗锅坪，是绿色、原生态好茶。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天宫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包绍兴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天宫翠芽”、“天宫曲毫”、

“天宫郁露”、“天宫茗绿”等 

企业简介：四川省宜宾天宫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 2003 年由原四川省宜宾县国营黄山茶

场经改制而成的集茶叶生产、加工、经营为

一体的现代股份制茶叶企业，拥有六十余年

制茶历史，是四川省农垦系统最大的茶叶专

业生产场，为宜宾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总资产 6185 万元。拥有中农有机茶

质量认证中心和欧盟（IMO）“有机茶认

证中心”双认证的有机茶园生产基地。公

司组建了专门的销售部，制订了完善的企

业品牌规划、整合营销方案及品牌推广策

略，确立了企业品牌发展战略，即以“天

宫”注册商标为核心，打造“天宫翠芽”、

“天宫曲毫”、“天宫郁露”、“天宫茗

绿”等产品品牌，努力将“天宫”牌茶叶

打造为“四川省名牌产品”，“四川省著

名商标”。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醒世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郑红霞 

联系方式：0831-3898858、0831-3898858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醒世茶业是省级龙头企业，集

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一体的茶企。公

司拥有"醒世·黄金白露" 、"醒世·长江

红"、"醒世甘红"、"醒世苦丁"等自主品

牌，并形成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筠连县乌蒙韵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王硕 

职务：综合部 主管 

联系方式：0831-77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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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红茶 

企业简介： 筠连县乌蒙韵茶业有限公责任

公司，座落于四川省筠连县海瀛工业园、占

地 100 亩，自有茶园近 7000 亩，注册资金

10000万元，是一家立足富锌富硒红茶种植、

研发、销售的一体化专业实体企业。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市双星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梓骞 

职务：办公室主任 

联系方式：0831-7682668、0831-7682143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宜宾市双星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 2002年 11月，是筠连县县委政府重点

招商引资项目之一，是一家集生产、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以西

南大学、四川省茶叶研究所、宜宾技术学院

作为技术依托，进行长期的技术合作。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筠连县青山绿水茶叶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王强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苦丁茶 

企业简介：筠连县青山绿水茶叶专业合作社

位于筠连县筠连镇白鹤村，于 2007 年 7 月

27 日依法登记注册，注册资金现已扩充至

1000 万元。该合作社以种植、生产、销售

筠连特色苦丁茶为主。筠连县青山绿水茶

叶专业合作社是"市县级重点龙头企业"，

是"四川省先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

四川省名牌产品"，是 CCTV央视合作伙伴，

2011 年被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质

量信用 AA等级，2013年被国家农业评为"

全国名优新农特产品"2014 年获得"地理

标志产品"该产品已正式进入全国大型连

锁超市"沃尔玛"进行销售，并在百度、谷

歌、阿里巴巴、淘宝等大型网络平台进行

推广销售。2009 年开始专合社就与中国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合作，并出版了《苦

丁茶研究与开发》一书，2010 年又与广西

梧州制药和华西公共卫生院共同研究筠

连苦丁茶的毒性试验，并出版了论文六篇，

在《中国健康月刊》《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等读物刊登。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珙县鹿鸣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  洪 

展品信息：绿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珙县鹿鸣茶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公司自身拥有 1.2万亩优质

茶园，具有先进的制茶设备，稳定的生产

加工、经营管理和科技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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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珙县僰贡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高永 

展品信息：绿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以发展地

方茶叶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助农增收为

己任，下辖茶叶专合社一个（珙县僰贡茶业

专业合作社），自有茶叶基地 4000 余亩，

品种为乌牛早、平阳特早、安吉白茶、名选

131等优质品种；生产茶类以绿茶和红茶为

主。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屏山炒青茶业集团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华堂 

职务：电子商务 

展品信息：屏山炒青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屏山是著名绿茶产区，有 2000

多年的种茶历史，有 480 多年的制茶历史。

屏山茶区有分布于海拔 274 米--2008 米特

殊的土壤环境，成长在独特的金沙江、岷江

气候碰撞的区域，植根于富硒的土壤。屏山

茶叶以其独特的"香高味爽耐冲泡"的优良

品质誉满市场。2014 年冬，11 家屏山茶叶

知名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屏山炒青集团"，

推出的新一代屏山炒青吸取众家之长，屏山

炒青再上新台阶。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屏山县水中韵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刘玉超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水中韵茶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屏山县水中韵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组建于 1998 年 10 月，注册资本 66 万

元，是由县农业局茶技干部领办的股份制

企业,是市、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先后在大乘、鸭池、福延、富荣、新

发新安 6个乡镇建设茶叶生产基地。通过

科学管理，2002 年，公司基地全部通过了

四川省首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

2006 年、2007 年，名茶“水中韵” 、优

质茶“屏山条茶”先后通过国家农业部“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2006 年 12 月，公司

通过质量安全“QS”认证。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屏山县龙湖名茶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李忠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龙湖翠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屏山县龙湖名茶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八年三月，是宜宾市

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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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龙湖翠”注册商标命名，其产品种

类有优质名茶：龙湖翠、龙湖松针，龙湖红，

龙湖雪兰；优质绿茶：屏山炒青、龙湖绿，

龙湖条炒。龙湖翠商标先后被评为“宜宾市

知名商标”、“四川省著名商标”，企业荣

获“跨世纪、打假防伪保名优先进单位”，

“商标管理先进单位”、“重合同守信用”

等殊荣。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旭茗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江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旭芽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旭茗茶业有限公司位于宜

宾市屏山新县城石盘工业集中区，厂区占地

面积 40 余亩，是一家集生产、加工、营销、

良种繁育、科研开发、技术培训为一体的茶

叶企业，注册资本 1000万元，已建成 1000

平米标准车间 4座，300立方米冷冻库，800

吨/年标准化、连续化茶叶加工生产线 2套，

市级茶叶技术中心一座。自有高标准茶园

1.5万亩，辐射茶园 5万亩。公司拥有自主

研发成果《兰花香型绿茶标准化生产技术研

究》（2007 年宜宾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茶叶无公害化、清洁化、标准化生产技术

研究》（2009年度宜宾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有发明专利《一种绿茶的加工工艺》1项（专

利公告号 CN101744064A）。公司已主持完

成国家省市级重大科技项目 10余项。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市酒都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徽 

职务：办公室主任 

展品信息：酒都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宜宾酒都生态茶业有限公司位

于屏山县锦屏镇，公司茶园青山翠绿，云

雾袅绕，方圆 50 公里内无工厂，远离污

染源，是真正的绿色、环保、有机生态茶

园。公司现有加工厂房面积 2000 余平方

米，辐射茶园 3万余亩，年生产优质屏山

炒青绿茶翠螺香 500 余吨，是集栽培、生

产、加工、研发、销售为一体的茶业经济

实体，也是宜宾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公司远景规划力争在 10 年内，把酒

都翠螺香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公司现有

四大产品系列，即酒都早茶名茶系列、酒

都翠螺香绿茶系列、酒都红红茶系列、酒

都翠螺香雪花茶系列共 90余个产品条码，

已进驻川渝 10家沃尔玛店，于 2015 年建

立了微商平台、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平台并

获得 3件专利产品权。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屏山县岩门秀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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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德兵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岩门秀芽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本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5 月，基

地位于具有代表性的屏山炒青基地岩门,公

司是由岩门山庄茶场（1999 年成立）发展

而来，注册资金 300万元。公司集茶叶种植、

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是由政府引领、

公司牵头、农户入股的现代化企业。本公司

现有品牌岩门秀芽、岩门银针、岩门毛峰、

岩门春、碧玉门等一系列高中档名优绿茶。

其中“岩门秀芽”和“岩门春”曾先后获得

四川省第 11届和第 12届“峨嵋杯金奖名优

绿茶”奖。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屏山县岩门茶场 

联系人：黄军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君山春露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岩门茶场创建于一九“七四” 年，

时名“七四茶场” ，一九九六年更名为“屏山

县岩门茶场”，它是屏山县原岩门乡、七村、

四十三个生产组联合主办的一个乡镇集体

企业岩门茶场位于金沙江与岷江之间的三

角地带，距屏山县城西部十五公里处，背靠

老君山原始森林，这里海拨 1000 米以上，

森林覆盖率高达 65%以上，土壤肥沃，含有

富硒土壤，是有机无公害富硒茶叶生产的

优质原枓基地，也是观光旅游休闲的圣地。

茶场占地面积 2000 余亩，其中茶园 1535

亩；条茶从这里诞生，条茶从这里开始。

年生产加工能力 100 吨以上，其中年产名

优茶 30 吨。由于该场位于金沙江与岷江

之间的三角地带，故得名为《金岷》牌，

背靠老君山原始森林，命名“君山春露”。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屏山县天仙玉叶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永清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白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屏山县天仙玉叶茶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月，是四川境内

一家专业生产、研发、经营白茶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现有白茶基地 5000多亩。

公司生产的“屏山白茶”，是引进浙江“安

吉白茶”与“屏山绿茶”进行繁育后优选

出的一个新品种，故名“屏山白茶”。在

中都培育出的“屏山白茶”是茶叶中的珍

品瑰宝，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保健价值。

根据长期饮用实践以及现代科学研究证

实，“屏山白茶”具有解酒醒酒、清热润

肺、平肝益血、消炎解毒、降压减脂、消

除疲劳等功效，尤其是对烟酒过度、油腻

过多、肝火过旺引起的身体不适、消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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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等病症，具有独特、灵妙的保健功效。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宜宾满园春色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牟宾 

职务：营销经理 

展品信息：红茶、绿茶 

企业简介：宜宾满园春色茶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茶叶种植、研发、精深加工及贸易一

体化的专业公司。自创立伊始就积极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院所、西南大学食品科学

学院茶学系、北京明德蓝鹰投资咨询公司紧

密合作，研发红茶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

实现企业的规范化运作。公司以"满园春色"

品牌为战略核心，把高品质的茶叶产品推向

市场，形成了全国性的营销网络、贸易渠道

和电子商务平台。公司建立健全了质量安全

追溯制度、生产档案制度等一系列茶叶质量

安全体系。建有 12000 平米的标准化生产厂

房，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红、绿茶自动化生

产线、名优茶生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达到

5000吨。 

 

展位号：N502 

单位名称：四川省长宁县竹海宏伟茶厂 

联系人：范超 

职务：销售业务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竹海宏伟茶厂坐落于美丽的长

宁县老翁镇，近邻蜀南竹海和夕佳山古民

居。当地气候条件优越，植被覆盖率高，

适宜茶树生长。茶厂占地面积 3亩，辐射

茶园 5000 亩，年产量上百吨。得天独厚

的环境造就了裕源绿茶、花茶系列。产品

口碑良好，其拳头产品裕源竹芽鲜平于表，

明绿于水，清新于口；裕源飘雪选用优质

鲜茉莉精工窨制，毫露芽显，芬芳馥郁，

口感鲜爽甘醇。诚邀您品鉴共赏。 

 

展位号：N5019-5024 

单位名称：西昌易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蓉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 0834— 2516858、 0834—

3365353 

展品信息：农业、茶 

企业简介：西昌易正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科研、种植、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生态

农业公司，专注于绿色、健康农产品的开

发。公司研发的鑫易正牌油橄榄茶（又名

茶黄金）经权威机构检测，富含橄榄苦甙、

黄酮、多酚、维生素 E等多种有益人体健

康元素，且完全符合 NY/T2140-2012《绿

色食品  代用茶》标准，是绿色、健康养

生饮品。已被列为四川•大凉山特色农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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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19-5024 

单位名称：西昌易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媛媛 

职务：销售主管 

 

展位号：N5035\5027 

单位名称：四川诚易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  川 

职务：现场管理 

展品信息：老挝红茶 

企业简介：老挝古茶树属乔木型大叶茶树；

千百年来，它们生成了强大的根系，能更有

效的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和矿物质，它们与植

物花果相伴生长，广纳植物芳香，所以老挝

古树茶叶内质丰富并独具奇特的天然果香，

口感更加甘、厚、润、滑，老挝古树茶，零

残留、无污染，成就了古茶树的优秀品质。

品千年红茶，唯有金占芭。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四川省元顶子茶场 

联系人：李林秀 

职务：场长  

展品信息：云顶牌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茶园 2500 亩，茶场主栽品种南

江大叶茶是国家级优良品种，具有发芽早、

芽头壮、产量高、品质好、抗逆力强、适应

性广、内含物丰富，且富含硒元素

（0.46ug/g 以上）和独特的板粟香等优良

特性。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四川省光雾红颜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长江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光雾红颜牌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结合国家 5A 级风景区—光雾

山旅游建设、南江富硒农业的发展特点，

坚持不移走“公司+基地+农户”的路子，

立生态茶园 750亩，加工标准化厂房 3100

余平方米。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南江县元荣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华琴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茶蔸牌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集南江大叶茶科研、开发、商

贸、基地建设于一体的科研型民营企业，

也是巴中市唯一自行研制加工“功夫红茶”

的茶叶深加工企业。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四川省巴蜀白茶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  洁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通江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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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实行“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

流转林（土）地 20000亩，建有 4个白茶产

业园，已栽植白茶 1.3 万亩、黄金茶 0.2 万

亩。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四川省通江县翰林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勇贤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翰林毛尖”、“翰林毛峰” 

企业简介：拥有 1000 亩高山原生态有机茶

园及 5000 亩高山优质茶园及 2 个初、精制

茶厂 4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 500吨。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通江县文峰金山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王永均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金山春晓、金山玉露 

企业简介：集茶叶种植、加工、研发、销售、

文化推广于一体，在四川省通江县文峰乡有

示范茶园 3500 亩，建有馨金山茶产品研发

中心和馨金山茶文化体验中心。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通江县农虎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曾乾发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龙虎山茶 

企业简介：生态茶园 11000 亩，无性系茶

树良种苗圃 500亩，年均出合格茶苗 3000

多万株；茶叶加工厂 2处。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四川省通江县罗村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马振友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罗村、火天岗 

企业简介：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茶

文化推广于一体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基地

3万亩，加工厂 3个，年生产加工能力 1500

吨。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平昌县秦巴云顶茶业科技有限

公司 

联系人：蔡方儒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秦巴云顶系列茶品牌 

企业简介：流转土地 2000 多亩，从事茶

叶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了年产 100万

吨茶叶的生产、销售能力。 

展位号：N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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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平昌县镇龙蜀山秀手工茶有限公

司 

联系人：王涌波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手工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手工茶叶加工厂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平昌县皇山茶厂 

联系人：徐光菊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手工茶加工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以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为主体

的市级龙头企业。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平昌县西兴皇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茶加工产品 

联系人：张光荣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皇山翠茗系列产产品 

企业简介：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展位号：N506 

单位名称：平昌县农发茶叶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王世祥 

职务：理事长  

展品信息：秦巴名蘭系列茶产品 

企业简介：平昌县农发茶叶专业合作社”，

注册资金 600万元，重点发展富硒有机茶

产业。公司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8人，管理

员工 60 余人已建成标准化的茶叶精加工

和初加工厂，有机茶总面积达 5000 亩以

上，成为川东北最大的有机茶生产基地。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四川凤岭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周亚东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凤岭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位

于“中国特早茶之乡”—纳溪。纳溪纳山，

环境优美，自古产好茶。凤岭茶业是集种

植加工、茶庄、体验、营销为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展理念： “勤俭办

企、科学兴企、诚信为本、传承创新”。

发展战略：1、打造“百年老店，制茶世

家”2、做“健康、品质、喝的起的好茶”

3、为投资人创造价值，带动广大茶农共

同增收致富产业规划：1、种植基地建设：

现有科学示范种植基地 500 亩，公司+农

户+专合社 3000 亩，年产鲜叶 200 万斤。

2、凤岭茶庄：年加工干茶 400吨。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四川瀚源有机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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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瀚源有机茶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2 年，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主

要从事有机茶的种植、生产、加工和销售。

瀚源茶业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管理

规范，技术实力雄厚，采用全套不锈钢机器

设备规范化生产。2003年起已连续 12年通

过杭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有机茶生产、加工

认证，是全省最大有机茶认证基地之一。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泸州纳溪梅岭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阎伟 

职务：厂长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公司坐落在蔡锷将军主持的护国

战争所在地泸州纳溪护国绍坝山上，是集生

产、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花园式工

厂。目前有 1500 亩有机茶业基地，公司所

属的茶叶专业合作社拥有 586 户茶农共有

20000茶园。4210 平米标车间，其中有茶业

粗制车间，精制车间、检验室、包装车间、

会议室、品茶室、展览厅、党支部活动室。

公司引进全国先进的绿茶生产技术和全自

动电脑程控生产线。公司注册商标“岩缝”

其主导产品有岩缝雪芽，岩缝雀舌、岩缝银

针、岩缝香茶。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泸州市纳溪区荣龙特早茶厂 

联系人：周翔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泸州市纳溪区荣龙特早茶厂位

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梅岭村，是

一家集特早茶种植、茶苗繁育、科研示范、

加工销售、观光休闲为一体的泸州市重点

龙头企业。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四川纳溪特早茶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彬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公司“早春二月”绿茶荣获“第

二届中国（四川）国际茶博会金奖”、“四

川最具地方特色茶产品金奖”，“早春二

月绿茶”获（2014）四川农博会特色产品

奖，是纳溪区唯一授权使用“中国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企业，受原产地保护；获 2013

泸州晚报“金拇指”品牌称号；获“泸州

市首届区县市场口碑榜最受欢迎茶品牌”。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四川川香绿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卓炳春 

职务：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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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川香绿茶叶系列 

企业简介：四川川香绿茶业有限公司地处玉

蟾山脉中心位置，海拔 600-800米。上至重

庆边界，内有八个茶叶基地，分别是毗卢茶

场、元通茶场、上坪茶场、道陵沟茶场、五

仙山茶场、红山茶场、桐子林茶场、关山茶

场，共有 10000 余亩，公司拥有年产量在

800吨高、中、低档茶叶能力及主要的机械

生产设备和相应的生产车间，其中 80%的产

量远销外省，公司现有的粗制上、中、下等

成品茶经泸州市质量检验全面合格，多次被

国家农业部评为“无公害”绿色食品，填补

了泸县“无公害”绿色食品的空白。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叙永县黄草坪茶场 

联系人：章继华 

职务：法人 

联系方式：6228200 

展品信息：绿茶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叙永县黄草坪茶场位于叙永县正

东乡西湖风景区群山之巅,拥有无性系良种

茶园 500 余亩，加工车间 500 平方米,注册

商标两个，年产各类名优茶 75 吨，总产值

为 480 万元，是集良种繁育、名优茶加工、

示范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茶叶企业。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泸州市健林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建林 

职务：经 理 

展品信息：牛皮茶系列 

企业简介：泸州市健林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古蔺县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集农

业基础建设设施投资、茶叶种植、初加工、

农产品种植、家禽、家畜养殖的综合民营

企业。 

 

展位号：N505 

单位名称：古蔺县建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 双 

职务：经 理  

展品信息：茶叶系列 

企业简介：古蔺县建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位于古蔺县马嘶苗

族乡茶园村，是一家集种植、研发、加工、

销售、茶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农

业企业。目前拥有 5 个茶场（兰花茶场、

环路茶场、大坪子茶场、新寨茶场、民政

茶场），茶叶种植规模 5000 余亩，其中

公司示范基地 3000 亩，公司+农户+合作

社 2000 亩。员工 100 多人（其中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 20 人）。带动了周边 5 个乡

村，500余农户，2000余人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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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峨眉山天然有机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勤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峨眉山天然有机茶系列产品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峨眉山仙芝竹尖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王迪军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仙芝竹尖绿茶系列产品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峨眉雪

芽茶业分公司 

联系人：何健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峨眉雪芽绿茶系列产品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唐先洪 

职务：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0833-5539125  

展品信息：竹叶青、碧潭飘雪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省三兴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兴贵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高档茉莉花茶、绿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省清溪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颜飞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金犍香君、清茗香、金犍飘雪、

茉莉红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省炒花甘露茗茶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刚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花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马边高山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贤波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红茶、绿茶、花茶、苦荞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马边金星茶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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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鲁润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茶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孟获拿达农产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小芳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茶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森林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华钦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茶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一枝春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昌银 

职务：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0833-4602046  

展品信息：茶叶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乐山沙湾玉芽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蔡新模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峰顶玉芽”牌系列茶产品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省五通桥区芽芝春茶叶有

限公司 

联系人：刘明全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芽芝春茶叶系列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四川省鹅背山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志勇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鹅背山茶叶系列 

  

展位号：N509 

单位名称：乐山市金口河区帽壳山老鹰茶

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黎峰杜 

职务：法人代表  

展品信息：老鹰茶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峨眉雪芽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敏 

职务：营销部部长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峨眉

雪芽茶业分公司创建于 2006 年，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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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升级转型为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峨

眉雪芽茶业集团总公司，并坚持以产品为引

领，以经销商为基础，以茶农为根基，以产

品质量为保障，以公司为支持，以峨眉山为

后盾，以“峨眉雪芽商学院”为良好合作平

台，走集团化、专业化、科技化的发展道路。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县正容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吕正容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洪雅县槽渔滩宏益茶叶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 2011年 9月，注册资本 500万元，

2013 年 8 月增资到 650 万元，合作社流转

土地 2405 亩，用于白茶、绿化苗木种植，

现已种植白茶 2000 亩，长势良好，套种的

绿化苗木已能出售。合作社建有 2100 平方

米的生产厂房，有香茶、龙井两条生产线，

杀青机、烘干机、理条机等机械设备 13 台

套。今年以来，共产白茶鲜叶 40 余吨，实

现收入 560 万元。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四川省雅雨露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付志洪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省雅雨露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由四川省第六、七、八届和全国第九、

十届创业之星付志洪创办的市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成立于 2004 年，位

于全国生态示范县--洪雅县。公司主要从

事有机茶种植、生产、销售（出口）及茶

文化传播，并向茶农统一提供种苗、农资

服务、科技培训等方式带动 4000 余茶农

户年均增收千元以上。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若水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平 

职务：总经理   

企业简介：洪雅若水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是一家机构精炼、资

源配置优化的新型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200 万元，拥有总资产 1667 万元，员工

85 人，技术人员 22 人。目前，公司开发

的经营项目有：生态茶叶种植基地、若水

茶艺、若水茶吧、茶水文化酒店、若水餐

厅、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等，是一家以茶叶

种植、茶叶精深加工销售综合开发的高科

技公司。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眉山市雅自天成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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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世文 

职务：总经理 

企业简介：眉山市雅自天成茶业公司始终坚

持以品质求发展，除了继承和发扬雅茶的生

态品牌与文化传统，更致力于维护和保持雅

茶的生态环境和地方资源，先后取得了“无

公害、绿色食品、有机茶认证、地理标志” 

等使用权。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茶叶品质

的严格把关，把做消费者放心满意的茶叶精

品视为公司的根本使命。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县屏羌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费 立 

职务：总经理 

企业简介：公司位于洪雅县城南岸食品工业

园区止戈镇，占地 7亩，拥有固定资产 500

万元，年加工茶叶、竹笋等绿色食品。2011

年，公司注册商标“屏羌”牌。年生产龙井

型屏羌有机绿茶、红茶 4吨，年产值达 180

万元。从 2008 年开园采茶至今已连续 8 年

通过国家有机茶基地认证和有机产品认证，

带动周边柳江镇、东岳镇等发展乡镇有机茶

基地近万亩。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县茂冠茶叶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彭建军 

职务：理事长 

企业简介：合作社位于省级风景名胜区—

—槽渔滩，成立于 2009年。共有社员 280

人，核心基地 1580 亩，集中分布在槽渔

滩旅游风景区两侧山坡上。合作社主要从

事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以及融茶文化与

生态旅游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建设。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县茨楸高山茶叶专业合作

社 

联系人：罗学平 

职务：理事长 

企业简介：洪雅县茨楸高山茶叶专业合作

社，位于北纬 30°、海拔 816 米的国家级

生态县四川洪雅县中保镇茨楸塆（村），

地处蒙顶山、峨眉山、瓦屋山三山中心地

带，由罗学平、李庚伦、朱小根等人发起

成立。合作社茶叶核心基地 580 亩，辐射

带动全村 6700多亩，主要从事茶叶种植、

自产自销和老川茶文化建设。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四川峨嵋半山生态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鹏 

职务：行政总监  

展品信息：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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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拥有总

资产 173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217万元），

现有员工 102 人，其中技术人员 30 人（高

级职称 8 人，中级职称 15 人）。公司经营

范围：种植、销售农副产品、花草树木、粮

食、蔬菜、茶叶、中药材；养殖家禽、家畜、

鱼类、蜂蜜等。公司销售总额 3884 万元，

利润总额 521万元，税收总额 11.8万元。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洪雅县溪农家庭农场 

联系人：孔德兵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洪雅县溪农家庭农场位于西蜀雅

茶圣地花溪镇兴胜村 7 组。该农场于 2010

年承包土地种植优质茶叶约 80 余亩，现均

已进入正常采摘。农场于 2011 年带动兴胜

村周边茶农新增种植优质茶园 60 余亩，为

茶农提供茶叶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技

术，让周边茶农在原有的基础上亩产增收近

一千多元。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丹棱县老峨山茶叶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殷尚勤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合作社于 2012 年 12 月 03 日

成立，致力于绿色和有机茶叶种植、建设

观光茶园、茶叶精加工、茶文化展示、拓

展茶叶品牌。已建占地面积 560平米标准

化茶叶工厂，先后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食品流通许可证”、“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 QS”、“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申请注册商标“丹峨仙”“素翁”。农场

核心种植基地规模 12336亩。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丹棱县虎皮寨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光泽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丹棱县虎皮寨茶叶茶业有限公

司创建于 2006 年，是以种植、研发、加

工、销售、茶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型现

代化企业。公司采取“公司十农户十基地

十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现有高山云露茶

叶基地 1500 亩及周边茶农 5000 亩,公司

生产车间占地 5亩拥有先进的一体化生产

流水线，引进先进设备 30 余台，高级技

师 3人，品茶师 1人，检验师 1人，其它

专业人员 30余人，茶叶年产量 30吨以上。 

 

展位号：N503 

单位名称：四川省金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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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徐仲良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四川省金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创建于 1997 年，注册资金 500 万元。主要

从事茗茶、酒类、桶装水生产、销售业务。

采用完善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以公司为龙头，合作社为载体，上连市

场，下挂农户，坚持“质量求生存，管理创

效益，创新求进步 品牌促发展”的管理方

针，依靠科技创新，狠抓质量品牌，塑造企

业形象，打造产品品牌。 

 

展位号：N5072-N5073 

单位名称：银川育新枸杞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毛玲玲 

联系方式：0951-2017169、0951-2017169 

展品信息：枸杞茶、宁夏枸杞、黑枸杞 

企业简介：银川育新枸杞种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枸杞新品种选育、种植、枸杞新品种研

发为一体，以生产、销售枸杞叶茶、枸杞干

鲜果品、良种枸杞苗木为主的民营企业。 

2001年公司成功研制枸杞叶(芽）茶的配制

方法，于 2003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利

号：ZL0318088.3）。1999 年发现了中国首

例大果枸杞新品种，于 2009 年被宁夏林木

审定委员会定名为“宁杞 5号”。 

 

 

展位号：N5090-5093 

单位名称：宁夏杞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昆 

职务：招商经理  

展品信息：无果枸杞芽茶，枸杞 

企业简介：宁夏杞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创

办于 2005 年，是“红色健康”无果枸杞

芽茶的创造者。公司拥有无果枸杞芽种苗

培育，规模种植、生产加工的核心技术。

独家掌握无果枸杞芽从种植、加工到市场

营销全产业链运营的商业模式。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展位号：N511 

单位名称：成都品山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昊  

联系方式：83396983\13982295767 

展品信息：茶叶、茶园 

  

展位号：N508 

单位名称：四川秀岭春天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联系人：张桢月 

职务：店长  

 

展位号：N508 

单位名称：万源市生琦富硒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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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经理 

  

展位号：N508 

单位名称：万源市蜀韵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联系人：胡运海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508 

单位名称：万源市巴山富硒茶厂 

联系人：熊才平 

职务：厂长 

  

展位号：N508 

单位名称：万源市大巴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蒲志福 

职务：董事长 

   

展位号：N508 

单位名称：万源市利方茶厂 

联系人：王吉芳 

职务：厂 长  

   

展位号：N510 

单位名称：雷波县黄琅茶厂 

联系人：张林生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雷波青茶产于大凉山黄琅地区

云蒸霞蔚的高海拔崇山峻岭之中，早在明

清时期黄琅毛尖即以其全芽秀丽，嫩绿隐

毫，嫩香明亮，鲜爽浓醇而成宫廷贡品。

近年研制的雷波青茶系列产品，选用优质

无污染原料，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

用新工艺精加工而成，产品除保持雷波青

茶的固有特点外，更具鲜嫩清香、翠绿明

亮，实属大自然的健康饮品。 

 

展位号：N510 

单位名称：雷波县君山茶厂 

联系人：耿鸿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黄琅雪芽系选用明前优质鲜芽

以独特工艺精工妙制而成。其外形扁平，

宛如少女之峨眉；汤色翠绿如玉，清澈鲜

亮；滋味鲜爽，清香可口，沁人心脾；绿

里隐毫，平伏匀整，叶底嫩绿柔软；内涵

茶多酚、儿茶素、维生素、黄酮类化合物，

氨基酸及硒、锌等稀有微量元素利于人体

健康，实乃纯天然的绿色健康饮品。取本

品 3-5 克，用 80℃-85℃沸水 200-300 毫

升冲泡 4-5分钟即可饮用。 

 

展位号：N510 

单位名称：雷波县黄琅水乡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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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安昌建 

职务：负责人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雷波县水乡茗茶——碧水御芽产

自四川西南边缘黄琅马湖地区，生长于马湖

四周，高山深水早就了天然特殊的地理环境，

依山傍水的土地孕育出优质鲜茶，无污染鲜

芽叶，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精制

而成，具有口味清香，汤色明亮，回味甘甜

的特点，品后身心清爽，意蕴悠长。 

 

展位号：N510 

单位名称：雷波县玉竹春茶厂 

联系人：徐中明 

职务：经理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玉竹雪芽是玉竹春系列茶之一，

选用海拔 1000-1400 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山

清水秀，云雾缭绕的茶树生态环境，芽叶肥

厚，嫩性特强，无污染，天然品质，兴于远

古，今更盛扬，精摘幼嫩芽叶，精工细制，

回味甘甜，品后令人身心倍爽，心旷神怡可

谓茶中之精品。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广元市白龙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尚金良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白龙湖牌”七佛贡茶 

企业简介：广元市白龙茶叶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民营

企业，以生产、销售"白龙湖”牌系列名

优绿茶、花茶为主的企业。茶区海拔

800-1200 米,终年云雾缭绕,是天然的生

态有机茶基地。公司研制的“白龙湖”牌

系列茶叶已发展到“白龙玉竹”、“白龙

雪芽”、“青川绿茶”、白龙毛峰”、“白

龙花茶”五个系列 41 个品种。其中 “白

龙玉竹”和“白龙雪芽”曾获国内外十五

项大奖，“白龙玉竹”已连续三次荣获“中

茶杯”一等奖。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广元市青川县强林土特产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人：侯强林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玉蜀天竹”七佛贡茶 

企业简介：广元市青川县强林土特产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青川县孔溪小企业创业园，

占地 3350平方米, 加工厂房 2862平方米，

主营茶叶、食用菌生产、加工、销售等，

是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茶叶生产基地 3460

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2604 亩，公司以中

茶所、川农大的专家组为技术支撑，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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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玉蜀天竹”牌绿茶，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青川县鼎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雷万春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孔溪牌”七佛贡茶 

企业简介：青川县鼎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位

于孔溪乡青峰村，现有核心茶叶基地 1200

亩，加工厂房面积 2000 平方米，是一家以

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种植、科研、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茶叶产业化龙头

企业。本公司依靠科学技术，以“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管理运作模式，秉承传

统、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成功研制了“孔

溪牌”七佛贡茶，该品牌连续两届获“中茶

杯”一等奖。青川县鼎源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青川县绿勾坊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嘉发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绿勾”七佛贡茶 

企业简介：青川县绿勾坊茶业有限公司现有

老茶园 338 亩，标准示范茶园 57 亩，生产

厂房 498平方米，拥有成套的现代化茶叶加

工和检测设备。企业现有扁形绿茶和饼形绿

茶两个系列 38 种产品上市销售，其中扁

形七佛贡茶已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且被授

予中华文化名茶称号；饼形七佛贡茶被授

予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青川七佛茶叶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自立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秀芽牌”七佛贡茶 

企业简介：青川七佛茶叶有限公司是一家

铁路总公司劳保茶叶定点生产企业，公司

茶叶生产基地紧邻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海

拔 800-1000 米，植被繁茂，是天然的茶

叶生产区。该公司研制的“秀芽”牌七佛

系列茶叶，多次以优异的质量荣获中国

“中茶杯”一等奖。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青川沃兰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  勇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中黄 1号短穗扦播繁育苗 

企业简介：青川沃兰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 8 月注册，是一家集科研、繁

育、推广、培训、电商和观光为一体的创

新性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公司。主营中黄一

号、中黄二号、七佛贡茶等系列茶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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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热潮中开拓进取，以优

质的产品赢得顾客的青睐。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青川县茶坝老鹰茶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谢树鼎 

职务：总经理 

展品信息：“迎春雪芽牌”七佛贡茶 

企业简介：青川县茶坝老鹰茶专业合作社，

位于川陕甘三省交汇处“老鹰茶之乡”茶坝

乡东南。该社种植老鹰茶面积达 2400 余亩，

现有标准示范园 3 个，现代化加工厂 1 个，

年产量 10 吨，年产值 600 万元。老鹰茶深

受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有极高的信誉度和

美誉度。 

 

展位号：N504 

单位名称：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樊莉莉 

职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0839-4222188  

展品信息：米仓山茶 

企业简介：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始

创于 2000 年 3 月，是集茶叶种植、加工、

科研、销售、茶文化传播和生态旅游于一体

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公司

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有机产品认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并被评

为“质量信用 AAA 级”企业。“米仓山”

系列名优绿茶、黄茶、红茶、花茶，畅销

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口美国、

俄罗斯、墨西哥、日本、韩国、尼日尼亚

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 

“米仓山”系列茶产品多次荣获中茶杯一

等奖、中国四川省名优农产品奖、中国杭

州国际茗茶金奖、中国四川省“甘露杯”

金奖、中国四川名牌产品、中国四川十大

名茶等殊荣，“米仓山”商标被评为“中

国四川省著名商标”、“米仓山及图”被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 

 

展位号：N5061 

单位名称：LUMBINI  TEA FACTORY (PVT)  

LTD 

联系人：CHAMINDA JAYAWARDANA 

职务：MANAGING.DIRECTOR 

  

展位号：N5062 

单位名称：Uva Halpewatte Estates (Pvt) 

Ltd [UHE Exports (Pvt) Ltd] 

联 系 人 ： Aberathna Pathiranalage 

Pramila Eranda Aberathna 

职务：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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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60 

单位名称：Tea Talk(Pvt) L 

 

展位号：N5063 

单位名称：Sinolan Tea  

  

展位号：N5037-N5042 

单位名称：宁德市云之海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贺忠杰  

联系方式：18108088662 

  

展位号：N5019-N5024 

单位名称：西昌易正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总  

联系方式：15328154444 

 

展位号：N5043-N5048 

单位名称：犍为县沁茗香茶厂  

联系人：刘洋  

联系方式：18728833457 

 

展位号：N5025.N5026.N5031-N5034 

单位名称：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市民生活体验

中心 

联系人：赵树贵  

联系方式：13882068708  

  

 

展位号：N5049-N5054 

单位名称：峰峡茶业 

联系人：王洁 

联系方式：18140024398  

展品信息：茶叶 

企业简介：峰峡茶业成立于 2003 年注册

资金 50万，现有员工 23人是一家集生产.

加工.销售于一体。公司秉承顾客至上，

诚实守信，实实在在做事，认认真真做茶

的经营理念，广泛得到同行和广大客户及

茶友的一致好评。 

展位号：N5094-5097 

单位名称：成都盼达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建国 

职务：总经理 

联系方式：13540888213 

展品信息：熊猫茶 

  

展位号：N5070-5071 

单位名称：普洱景谷李记谷庄茶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庞文庆 

联系方式：13908082630 

展品信息：普洱茶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 

联系人：高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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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国颁优质高产二级稻“川优 6203”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在

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评估中排

名第 7位，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油

菜、薯类等新品种培育、配套技术研发、种

质资源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现有职工

111 人，其中高级人才 46 人，获科技成果

奖 140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杨俊品  

展品信息：强优势、高赖氨酸玉米新品种“荃

玉 9号”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在

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评估中排

名第 7位，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油

菜、薯类等新品种培育、配套技术研发、种

质资源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现有职工

111 人，其中高级人才 46 人，获科技成果

奖 140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 

联系人：黄富 

展品信息：优质超级稻宜香优 2115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业科技

为优势的综合性国家“211 高校”，有学院

24 个，研究所(中心)14 个，现有教职工

3213 人（院士 1人、国家杰青 4人），获

省部级科技成果 500 余项（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 2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李明章 

展品信息：优质猕猴桃系列新品种 

企业简介：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长

期从事猕猴桃研究，建立“中国-新西兰

猕猴桃联合实验室”（习近平总书记揭牌），

拥有全球最多猕猴桃种质资源，培育新品

种 10个，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杨武云   

展品信息：优质中筋小麦“川麦 104”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在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评估

中排名第 7位，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玉

米、油菜、薯类等新品种培育、配套技术

研发、种质资源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

现有职工 111 人，其中高级人才 46 人，

获科技成果奖 14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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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杜华锐  

展品信息：大恒 699 肉鸡新品种（配套系） 

企业简介：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是国内一

流的区域性畜牧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培养

基地，主要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研究与转化、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为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 

联系人：何俊蓉 

展品信息：名贵兰花组培快繁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组

建于 1996 年底，隶属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为省直属科研单位。下设机构有：果树研究

中心、蔬菜研究室、花卉研究中心等科室。

我所同克罗地亚、美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

有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并充分依托技术、

成果、品种和人才等优势，集成组装果树、

蔬菜安全生产综合配套技术，积极开展与企

业、地方政府的技术咨询和有偿技术服务等

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技

术研究所 

联系人：王  平 

展品信息：水稻单倍体育种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始建于 1960 年，主要从事农

业高新技术研究，是专业从事杂交水稻生

物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育种的核心研

发机构。研究所拥有先进的育种手段、完

善的配套设施设备和近百亩水稻育种试

验基地。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

究所 

联系人：张涛 

展品信息：杂交水稻新品种“川香优 37”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

究所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是具有独立法人

的事业型农业科研单位。现有在职职工

110 人，研究员 9人，副研究员 18人，助

理研究员 23 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17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7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

究所 

联系人：张涛  

展品信息：超级稻品种“德香 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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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

所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是具有独立法人的事

业型农业科研单位。现有在职职工 110 人，

研究员 9 人，副研究员 18 人，助理研究员

23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17人；四川省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7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

所 

联系人：张涛   

展品信息：优质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德优

4727”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

所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是具有独立法人的事

业型农业科研单位。现有在职职工 110 人，

研究员 9 人，副研究员 18 人，助理研究员

23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17人；四川省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7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

所 

联系人：张涛 

展品信息：优质早熟杂交水稻新品种“旌优

127”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

所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是具有独立法人的事

业型农业科研单位。现有在职职工 110人，

研究员 9 人，副研究员 18 人，助理研究

员 23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17人；四

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7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王平 

展品信息：航天水稻新品种——“花香 7

号”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始建于 1960 年，主要从事农

业高新技术研究，是专业从事杂交水稻生

物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育种的核心研

发机构。研究所拥有先进的育种手段、完

善的配套设施设备和近百亩水稻育种试

验基地。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王平  

展品信息：航天水稻新品种—花香优 1618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始建于 1960 年，主要从事农

业高新技术研究，是专业从事杂交水稻生

物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育种的核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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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机构。研究所拥有先进的育种手段、完善

的配套设施设备和近百亩水稻育种试验基

地。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联系人：李仕贵   

展品信息：三系杂交迟熟中籼水稻 F优 498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的前身

为创建于 1936 年四川大学农学院稻作室，

1988 年经省政府批准成立研究所。历经杨

开渠教授、李实贲教授和周开达院士等前辈

及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奋斗与发展，现已成为

我国重要的水稻专业研究与人才培养单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唐海涛 

展品信息：突破性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新品种

成单 30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主

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薯类等新

品种培育，以及耕作栽培技术、种质资源创

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现有职工 111 人，其

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6人，博士 23人。1978

年以来获科技成果奖 140 项。2011 年在农

业部“十一五”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

能力评估中排名 7 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 

联系人：唐祈林   

展品信息：饲草玉米 4号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是四

川农业大学“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作

物遗传育种”专业的主要支撑单位之一，

玉米所先后于 2008年和 1996年两获国家

发明二等奖，选育优良自交系 10 多个、

玉米新品种 40 余个，新增玉米约 40 亿公

斤，创社会经济效益 40亿元。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成都农业科技职业院 

联系人：陈文俊  

  

展品信息：彩色水果玉米黑玫瑰系列品种 

企业简介：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是由成

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四川省唯一一所农

业类高职学院。设有 7个分院，有教师员

工 550 名，其中教授 12 名、副高 86 名、

博士学位 8名。2014年通过四川省级示范

院校验收，2015年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朱华忠 

展品信息：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川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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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主

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薯类等新

品种培育，以及耕作栽培技术、种质资源创

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现有职工 111 人，其

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6人，博士 23人。1978

年以来获科技成果奖 140 项。2011 年在农

业部“十一五”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

能力评估中排名 7 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蒲宗君  

展品信息：白皮优质弱筋小麦—川麦 66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主

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薯类等新

品种培育，以及耕作栽培技术、种质资源创

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现有职工 111 人，其

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6人，博士 23人。1978

年以来获科技成果奖 140 项。2011 年在农

业部“十一五”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

能力评估中排名 7 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西南科技大学 

联系人：杨随庄  

展品信息：西科麦 8号 

企业简介：西南科技大学现有在校研究生和

普通本专科学生 3 万余人，设有国防科技学

院等 17 个学院（部），设有 78个本科专

业、1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个硕

士专业学位类别和 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1 个博士后科研创新实践基地，4

个学科方向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开

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谭文芳  

展品信息：优质食用紫色甘薯新品种-川

紫薯 2号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油菜、薯类

等新品种培育，以及耕作栽培技术、种质

资源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现有职工

111 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6人，博

士 23 人。1978 年以来获科技成果奖 140

项。2011 年在农业部“十一五”全国农业

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评估中排名 7 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自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李霖超   

展品信息：多用途优质大豆品种的展示 

企业简介：自贡市农科所成立于 1958 年

10 月，至今有科技人员 42 人，包括学术

技术带头人 3人，研究生 9人。全所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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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水稻、经济作物、玉米等 7 个科室，

主要从事大豆、水稻、玉米、西瓜薯等作物

遗传育种及其栽培技术研究。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

栽培研究所 

联系人：岳福良  

展品信息：黑花生、彩色花生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

栽培研究所长期从事棉花、花生、中药材等

经济作物遗传育种和栽培生理研究，实验条

件设施完善，在花生研究领域，具备完整的

实验室检测、大田花生机械化设备，有良好

的科学研究硬件设备基础。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油研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荣  

展品信息：“禾一”牌油菜等作物新品种 

企业简介：四川油研种业有限公司是从事农

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和农作物新品种筛选引

进的专业性公司，公司与多家农业科研院所

合作，推出的油菜新品种、好品种带动了老

百姓油菜种植的积极性，坚持倡导双低高产

高油份健康食用油概念。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联系人：周安莲 

展品信息：彩色茧蚕品种蜀黄 1号、茧色

限性蚕品种蜀•黄×川•白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始建于 1936 年，下辖有家蚕遗传育种及

生物技术研究室等机构 7个。主要从事优

质高产桑、蚕、牧草新品种选育及配套种

养殖技术研究和推广，现代蚕业机具和蚕

桑综合利用研究及开发等。共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国家

发明四等奖等国家、部、省级成果奖 90

项次，国家专利 2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21 部。研制成功的 20 多种现代蚕业新机

仪和 10 多项蚕业生产新技术大部分被鉴

定为国际领先，填补国内外研究空白。集

成蚕桑资源高附加值开发利用，共开发出

桑椹酒、桑果汁等新产品 18 个。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

究所（四川金地菌类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罗建华 

展品信息：羊肚菌 

企业简介：四川金地菌类有限责任公司是

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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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资人成立的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科技型企业，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专

业从事食药用菌菌种、设施化生产、产品精

深的职工达 50 余人，其中研究员 6 人、副

研究员 8 人、四川声学术技术带头人 4 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4人，具有博士学

位 8人。出国进修与合作研究 10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

所（四川金地菌类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罗建华 

展品信息：金地灵芝 

企业简介：四川金地菌类有限责任公司是以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为主要

投资人成立的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科技型企业，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专业从

事食药用菌菌种、设施化生产、产品精深的

职工达 50 余人，其中研究员 6 人、副研究

员 8人、四川声学术技术带头人 4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4人，具有博士学位 8

人。出国进修与合作研究 10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联系人：苗明军 

展品信息：紫色山药高效栽培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组建于 1996 年底，隶属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为省直属科研单位。下设机构有：果

树研究中心、蔬菜研究室、花卉研究中心

等科室。我所同克罗地亚、美国、新西兰

等多个国家有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并充

分依托技术、成果、品种和人才等优势，

集成组装果树、蔬菜安全生产综合配套技

术，积极开展与企业、地方政府的技术咨

询和有偿技术服务等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

究所（四川天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心培  

展品信息：鲜银耳工厂化栽培 

企业简介：四川天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0 年 3 月，系四川省农科院土肥

所（四川金地菌类有限责任公司）属下企

业，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石盘

镇，是专注于珍贵食用菌——银耳为主的

工厂化标准化栽培及其银耳饮料等深加

工和销售的新型生态农业科技实体。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联系人：张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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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会理软籽石榴丰产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组

建于 1996 年底，隶属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为省直属科研单位。下设机构有：果树研究

中心、蔬菜研究室、花卉研究中心等科室。

我所同克罗地亚、美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

有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并充分依托技术、

成果、品种和人才等优势，集成组装果树、

蔬菜安全生产综合配套技术，积极开展与企

业、地方政府的技术咨询和有偿技术服务等

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黄云  

展品信息：突尼斯软籽石榴新品种 

企业简介：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是集蔬

菜、果树、作物、畜牧、生物能源与生态、

节水技术研究及成果推广的攀枝花市政府

直管的综合性社会公益型科研事业单位。科

研基地 1053 亩，固定资产 1300余万元。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黄云  

展品信息：紫美石榴新品种 

企业简介：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是集蔬

菜、果树、作物、畜牧、生物能源与生态、

节水技术研究及成果推广的攀枝花市政

府直管的综合性社会公益型科研事业单

位。科研基地 1053 亩，固定资产 1300 余

万元。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黄云  

展品信息：热农 10 号芒果新品种 

企业简介：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是集

蔬菜、果树、作物、畜牧、生物能源与生

态、节水技术研究及成果推广的攀枝花市

政府直管的综合性社会公益型科研事业

单位。科研基地 1053 亩，固定资产 1300

余万元。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联系人：何建 

展品信息：甜柠檬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组建于 1996 年底，隶属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为省直属科研单位。下设机构有：果

树研究中心、蔬菜研究室、花卉研究中心

等科室。我所同克罗地亚、美国、新西兰

等多个国家有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并充

分依托技术、成果、品种和人才等优势，

集成组装果树、蔬菜安全生产综合配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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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积极开展与企业、地方政府的技术咨询

和有偿技术服务等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联系人：李志 

展品信息：心里美萝卜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组

建于 1996 年底，隶属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为省直属科研单位。下设机构有：果树研究

中心、蔬菜研究室、花卉研究中心等科室。

我所同克罗地亚、美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

有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并充分依托技术、

成果、品种和人才等优势，集成组装果树、

蔬菜安全生产综合配套技术，积极开展与企

业、地方政府的技术咨询和有偿技术服务等

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晋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劲 

展品信息：红芯王柚（龙安柚新品种） 

企业简介：四川晋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5 年，注册资金 1 亿元整，是一家集

柑桔、果树选育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广安市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4 年红芯王柚上

市后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好评。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合江县密溪乡天平真龙柚种植

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媛  

展品信息：天平真龙柚 

企业简介：合江天平真龙柚种植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集农产品生产、

加工、物流、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以“公司+基地+科技+农户”的产业化模

式，培育、种植、生产和加工相依存，万

亩真龙柚基地，用于技术研发创新。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 

联系人：万雪琴 

展品信息：紫皮核桃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办学历史

悠久，林学学科创建于 1906 年，是学校

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学院先后承担国家、

部省级重大项目 100 余项，院地、院企横

向合作项目两百余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的科技成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和

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与智力支撑。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 

联系人：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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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核桃杂交良种-川早 2号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技

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现设有

学院 24个，研究所(中心)14个，涵盖农学、

理学等 10大学科门类。现有教职工 3213人，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杰出高级

专家 4人。获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500

余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2项、二

等奖 3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6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吴宗兴  

展品信息：核桃新品种选育及丰产栽培技术

示范与推广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刘均利 

展品信息：金线莲规模化生产及系列产品

开发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

益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

态、林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

森林保护、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

工、林产化工、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

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 

联系人：叶萌  

展品信息：花椒新品种—金阳青花椒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办学历史

悠久，林学学科创建于 1906 年，是学校

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学院先后承担国家、

部省级重大项目 100 余项，院地、院企横

向合作项目两百余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的科技成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和

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与智力支撑。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徐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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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青花椒新品种选育及产品研发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李大明 

展品信息：棕榈植物优良品种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川  

展品信息：“国窖红一号”酿酒专用高粱新

品种 

企业简介：泸州老窖是享誉海内外的百年

老字号名酒企业。建有国家固态酿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级张良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创新平台。

公司是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农业产业化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汪平  

展品信息：彩色獭兔 

企业简介：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从事草

类植物及草食动物遗传育种与利用研究。

獭兔是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重要研究

学科，设獭兔研究所，创办了四川省天元

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兔体系遗

传育种与繁殖研究室技术依托单位。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人：王继文 

展品信息：天府肉鹅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是

四川农业大学“211”工程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的

主要支撑单位之一，动科院先后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 1 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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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4项，三等奖 7项，拥有 5个国家审

定品种，71 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5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联系人：李联满  

展品信息：珍稀鱼类人工繁养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主

要开展名特优鱼类的生物学、移养驯化、品

种选育、鱼病防治研究；鱼类营养与饲料研

究；渔业环境、水生生态影响评价等；同时，

提供淡水养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等公益性服务。是四川省唯一的省级专业

水产研究机构。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刘海鹰 

展品信息：白芨组织培养与林下栽培技术研

究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刘海鹰 

展品信息：半夏组培工厂化育苗技术体系

研究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

益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

态、林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

森林保护、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

工、林产化工、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

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刘均利 

展品信息：日本山葵组培快繁及林下种植

技术研究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

益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

态、林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

森林保护、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



 

 
426 

工、林产化工、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

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人：王继文 

展品信息：天府肉鸭 

企业简介：动科院是四川农业大学“211”

工程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动物遗传育种

与繁殖”专业的主要支撑单位之一，动科院

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教育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 1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 3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7项，拥有 5

个国家审定品种，71 项国家专利，其中发

明专利 25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都江堰云氏家庭农场 

联系人：云朝康  

展品信息：富硒优质猕猴桃 

企业简介：都江堰云氏家庭农场位于都江堰

市天马镇金华村，现有猕猴桃园 150 亩，依

托的合作社有猕猴桃园 3200 亩，主要品种

为红阳（红心猕猴桃）。2014 年与四川省

农业科学院合作，依托相关专家的技术力量，

进行富硒猕猴桃技术生产。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联系人：何卫  

展品信息：马铃薯脱毒种薯高效雾培生产

技术和设施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在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评估

中排名第 7位，主要从事水稻、小麦、玉

米、油菜、薯类等新品种培育、配套技术

研发、种质资源创新和成果转化等工作，

现有职工 111 人，其中高级人才 46 人，

获科技成果奖 140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李  明 

展品信息：空中甘薯嫁接栽培系统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开展水稻、小麦、玉米、

红薯、烟草等新资源创制、新品种选育、

新技术研发与转化等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伦阳  

展品信息：种都设施农业智能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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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是集蔬菜、

西甜瓜、水稻、油菜、玉米育种，种子生产

加工、销售与技术培训于一体的育、繁、推

科技型种业公司，是省（市）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育种研

究，已育成新优品种共计 26个大类。其中，

自主研发并通过审定（认定）的粮油及蔬菜

品种 62 个。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联系人：贾仁勇  

展品信息：国家二类新兽药“猪伪狂犬病活

疫苗（SA215 株）”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技

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现设有

学院 24个，研究所(中心)14个，涵盖农学、

理学等 10大学科门类。现有教职工 3213人，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杰出高级

专家 4人。获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500

余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2项、二

等奖 3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6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联系人：贾仁勇 

展品信息：国家二类新兽药“鸭病毒性肝

炎弱毒活疫苗（CH60 株）”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

技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现设有学院 24 个，研究所(中心)14 个，

涵盖农学、理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现有

教职工 3213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高级专家 4人。获部省级以

上科技成果奖励 500 余项，其中：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6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联系人：贾仁勇 

展品信息：国家一类新兽药“鸭传染性浆

膜炎灭活疫苗”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

技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现设有学院 24 个，研究所(中心)14 个，

涵盖农学、理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现有

教职工 3213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高级专家 4人。获部省级以

上科技成果奖励 500 余项，其中：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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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6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太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惠 

展品信息：生物农药系列 

企业简介：四川太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

“千人计划”入选者黄永博士带领成立，是

一家集生物农药、生物新材料、测土系统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兰金珠  

展品信息：松尔液态膜的研发 

企业简介：国光股份成立于 1984 年，是国

家农药定点生产企业。公司坚持做“质量、

诚信、品牌、特色、服务、百年”的经营理

念，以“助种植者实现愿望”为企业使命，

专业从事作物生产技术应用研究及农资产

品的生产、销售、服务。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联系人：李志 

展品信息：生姜高效安全规模化生产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组建于 1996 年底，隶属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为省直属科研单位。下设机构有：果

树研究中心、蔬菜研究室、花卉研究中心

等科室。我所同克罗地亚、美国、新西兰

等多个国家有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并充

分依托技术、成果、品种和人才等优势，

集成组装果树、蔬菜安全生产综合配套技

术，积极开展与企业、地方政府的技术咨

询和有偿技术服务等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杨平华  

展品信息：核技术合成环保型保水剂制造

技术开发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始建于 1960 年，主要从事农

业高新技术研究，是专业从事杂交水稻生

物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育种的核心研

发机构。研究所拥有先进的育种手段、完

善的配套设施设备和近百亩水稻育种试

验基地。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刘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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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林木复合肥产品开发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设施先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 

联系人：陈其兵  

展品信息：四川珍稀观赏竹培育关键技术研

究及示范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技

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现设有

学院 24个，研究所(中心)14个，涵盖农学、

理学等 10大学科门类。现有教职工 3213人，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杰出高级

专家 4人。获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500

余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2项、二

等奖 3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6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崇波 

展品信息：安全高效饲料添加剂规模化生

产 

企业简介：四川省畜科饲料有限公司是集

科研开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进出口

国际贸易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创新型企业”、“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

重点龙头企业”、“全国五十强饲料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所 

联系人：陈代文 

展品信息：生物饲料与添加剂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所前身

是四川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家畜饲养

教研室，研究所科研成果丰硕，获省部级

以上科技成果 30多项，90%左右的成果得

以推广转化，累计创造经济社会效益近

400 亿元；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6 项；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3篇。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绵阳市联创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强林  

展品信息：新型环保水溶肥的研发 

企业简介：绵阳市联创化工有限公司坐落

于绵阳市游仙区石马工业集中区，生产厂

区占地面积 50 余亩，生产线 5 条，具有

年产磷酸二氢钾 10000吨、全化学合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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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肥 20000 吨生产能力。公司秉承“科技塑

造品牌、服务创出价值”的经营理念。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海林格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俞卿 

展品信息：畜禽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兽用生

物制品 

企业简介：四川海林格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

一家具有五十多年历史，专业从事兽医生物

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技

术企业，是农业部“政府采购猪瘟系列活疫

苗（传代细胞源、细胞源和脾淋源）”定点

生产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华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向丕元  

展品信息：动物疫苗新产品研发、生产和应

用 

企业简介：四川省华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

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建成了具有

国内领先水平的 16 条生产线，拥有兽用核

酸及亚单位疫苗工程实验室。公司疫苗产品

达 30 余种，年生产能力达 200 亿头（羽）

份。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 

联系人：陈强 

展品信息：优质生物有机肥生产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位于成

都温江，主要开展以微生物资源多样性与

应用、长江上游土壤及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种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等为特色的

科研及应用，近年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20 余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8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杨平华 

展品信息：环保型保水剂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

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农业高新技术研究，

现设有 3个研究室，3个研究开发中心(包

括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核技术应用研究开

发中心)。所内现有大型封闭式钴室 2 座

以及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拥

有各种现代化生物技术设备和仪器。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联系人：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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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四川圣迪乐村“OMG鸡蛋” 

企业简介：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3年，注册资金 4806.656万

元，主要从事种禽业、高品蛋鸡饲养及其蛋

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存栏商品蛋鸡

450 万只，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 5.3 亿元，

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安全蛋品生产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高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君/张均  

展品信息：优质风味黑猪 

企业简介：四川高金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

西部最大的集优质生猪繁育、养殖、屠宰、

分割、冷藏加工、鲜销连锁、罐头食品生产、

猪肉制品精深加工及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

外贸型猪肉综合加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强，

研发队伍实力雄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李宏张 

展品信息：直投菌发酵泡菜新产品、新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主要从事生物发酵、食品加工等领域的研究

开发和工程设计，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50余

名。现建有 5个专业研究所、5个国家及省

级技术中心、4 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1 个

成果转化基地。已获得科研成果 300余项、

科技成果奖 100余项，授权专利 40余个。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瑛瑶  杨会珍  

展品信息：液体乳为主的乳制品 

企业简介：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是新

希望集团下的集团化企业，控（参）股中

国 14 家乳品企业，其中有 5 家为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全国拥有 11

个奶源基地和 10 个生态环境绝佳的直属

牛场，将奶源半径严格控制在 100 公里

-150公里范围内，保证生乳的生产与加工

实现无缝对接。年收奶量超过 40万吨。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凉山州中泽新技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杨绩程  

展品信息：中泽源泽油橄榄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凉山州中泽新技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始建于 1998 年，是以油橄榄产业

为主的综合性民营企业，荣获 “四川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四川省扶

贫龙头企业”、“四川省油橄榄产业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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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傅晓  

展品信息：高档蚕桑丝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系四川省

首批转制的科研院所。主要从事蚕桑、丝绸、

化工、机械等专业的科研、生产及国内外贸

易业务，拥有两个省级研发中心、五个中试

生产基地，是集科、工、农、贸为一体的科

技型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联系人：周安莲  

展品信息：功能性桑果酒、桑果汁、桑叶（芽）

茶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始

建于 1936 年，下辖有家蚕遗传育种及生物

技术研究室等机构 7个。主要从事优质高产

桑、蚕、牧草新品种选育及配套种养殖技术

研究和推广，现代蚕业机具和蚕桑综合利用

研究及开发等。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国家发明四等奖等国

家、部、省级成果奖 90项次，国家专利 2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21部。研制成功的 20

多种现代蚕业新机仪和 10 多项蚕业生产新

技术大部分被鉴定为国际领先，填补国内外

研究空白。集成蚕桑资源高附加值开发利

用，共开发出桑椹酒、桑果汁等新产品 18

个。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联系人：王泽仁  

展品信息：鲟鱼鱼子酱加工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主要开展名特优鱼类的生物学、移养驯化、

品种选育、鱼病防治研究；鱼类营养与饲

料研究；渔业环境、水生生态影响评价等；

同时，提供淡水养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等公益性服务。是四川省唯一的

省级专业水产研究机构。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 

联系人：夏陈  

展品信息：米糠系列功效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所包含果蔬加工、粮油加工、功能食（药）

品、食品生物技术、保鲜与物流五个研究

室。主要开展果蔬贮藏保鲜、果蔬鲜切产

品加工和质量控制、优质粮油、薯类精深

加工、农副产物综合利用和功能食（药）

品的开发、利用、科技转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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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徐明  

展品信息：木本食用油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徐明  

展品信息：日用化工、医药中间体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是集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设计、工

程咨询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多学科公益类

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森林生态、林

木育种、造林经营、经济林选育、森林保护、

园林绿化、社会林业、木材加工、林产化工、

药用植物开发等研究工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青川县自然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王勇  

展品信息：魔芋精粉制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青川县自然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6月，注册资金 968

万元。公司占地 12000平方米，是一家专

业从事魔芋精粉、魔芋纯化粉、魔芋胶、

魔芋面条及无热量魔芋仿生食品开发、加

工、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 

联系人：陈其兵 

展品信息：笋用竹标准化规模生产及精深

加工关键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以生物科

技为特色，农业科技为优势，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现设有学院 24 个，研究所(中心)14 个，

涵盖农学、理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现有

教职工 3213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高级专家 4人。获部省级以

上科技成果奖励 500 余项，其中：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6 项。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北牧南江黄羊集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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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  瑜 

展品信息：南江黄羊肉制品 

企业简介：四川北牧南江黄羊集团有限公司

是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和省级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主要从事南江黄羊科研选

育、营销推广、牧草开发、技术服务、加工

销售等业务。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达州市鸿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智潘 

展品信息：果蔬精深加工休闲食品 

企业简介：达州市鸿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

达州市首家集蔬菜种植、研发、加工、销售、

贸易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现有员工 300 余

人，其中中、高技术人员 80人；获得了“达

州市龙头企业”“四川省创新型企业”；公

司致力于生产绿色、健康、安全、休闲的中

高端产品。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红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尤强   

展品信息：紫薯精深加工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红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成立，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其中紫薯精深加工厂区占地 83.66亩，实行

“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发展紫薯产业，生产紫薯原汁和鲜橙紫薯

汁、紫薯全粉、紫薯休闲食品等产品。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通江县银耳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路玉成 

展品信息：食用菌微波干燥技术制品——

通江银耳 

企业简介：四川省通江县银耳有限责任公

司，是以“通江银耳”为主的食用菌、农

副产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以科

技化、多元化、产业化、规模化为宗旨发

展全产业链。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青川县川珍实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周福勇 

展品信息：食用菌精深加工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省青川县川珍实业有限公

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主导

产品有黑木耳、竹荪、天麻；“天马”被

认定为“四川省著名商标”、“川珍”被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青川黑木耳”

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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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广元天湟山核桃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俊  

展品信息：核桃健康食品 

企业简介：广元天湟山核桃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以核桃开发为重点的集森林食品

原料基地建设、食品加工和科研为一体的民

营股份制企业。是中国核桃产业十佳企业、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广

元七绝”领军龙头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苍溪县猕猴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发云 

展品信息：苍溪红心猕猴桃“原浆”产品 

企业简介：苍溪县猕猴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多年专业从事苍溪红心猕猴桃产业化经营，

现有系列产品 10类 56个规格，初步形成了

集标准化种植、鲜果内销、出口、红心猕猴

桃品种选育、产品精深研发、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格局。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哈哥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卓勇贤 

展品信息：咍哥特色兔肉制品 

企业简介：四川哈哥集团是一家以兔产业综

合开发为主营业务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从事兔产业综合开发 15 年，

现有总资产 10 亿元，已成为我国最大的

兔肉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构筑了强大的科

技创新基础，具有显著竞争优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德昌县兴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向思帆  

展品信息：建昌鸭 

企业简介：德昌县兴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2 月，注册资金 250

万元，占地面积 83 亩，主要从事生态种

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注册有“興

凉山”及“麻栗板鸭”商标，2014年被评

为凉山州龙头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冕宁县源森林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马江红 

展品信息：FD冻干刺梨 

企业简介：冕宁县源森林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 2007 年，位于冕宁县城厢镇河

东村五组，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现有生

产区和办公区 4800 平方米，员工 38 人。

主营业务有刺梨系列，山珍系列，爆米花

系列。 



 

 
436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西昌昌泰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伍彪  

展品信息：“昌泰一号”玫瑰精油 

企业简介：西昌昌泰香料有限责任公司是由

西昌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法

人独资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

要从事天然植物香料生产，农产品种植、加

工、研究、开发、销售。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醇香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先才 

展品信息：古蔺赶黄草茶、森山素茶、世界

珍稀植物金花茶 

企业简介：四川醇香茶业有限公司原名“古

蔺县醇香园茶厂”，建厂于 1982 年，与西

华大学达成“产、学、研”合作单位，打造

了“黄荆八节洞”商标（泸州市知名商标），

主要生产森山素茶、古蔺赶黄草茶、世界珍

稀植物金花茶系列产品。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攀枝花顶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玉琴 

展品信息：攀枝花块菌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攀枝花顶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2 年，主要从事名贵块菌可持续利

用和产品化，以及蔬菜制品（食用菌）和

水果的种植和销售，包括有食用菌制品、

干食用菌、水果、中药材、林木等生物农

业产品。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蓬溪建兴青花椒开发有限

公司 

联系人：周春茂  

展品信息：生物酶钝化技术和真空冷藏保

鲜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蓬溪建兴青花椒开发有限

公司自 2006 年创建以来，通过公司全员

的努力拼搏，所生产的青花椒油及系列产

品，顺利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HAccp 食品安全认证和有机认证。青

花椒产品被国家农业部评为无公害产品，

同时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尹耀”

牌获省著名商标。多年来，产品先后在农

博.世博.林搏.品搏会上均获优质奖殊荣，

在四川首届生搏会上获得金奖。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玉冠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培军 

展品信息：白羽肉鸡系列产品 

企业简介：四川玉冠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为四川金川生物食品有限责任



 

 
437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坐落在中国诗酒之

乡-四川省射洪县瞿河食品工业园区，已成

为集肉鸡育种、孵化、养殖、饲料、屠宰、

加工、储运、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科技

型龙头企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成都前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志娟  

展品信息：八旋翼农业植保无人机 

企业简介：成都前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创立

于 2012 年，设立西安、苏州等子公司，在

北京、重庆、中东设有办事处。公司定位为

高端装备制造业集成商，立足于计算机分析

/仿真工程(CAE)软件，在飞控系统、航空航

天咨询、无人机等领域拓展，取得了阶段成

果。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

所 

联系人：王思 

展品信息：高分辨率无人机农业遥感新技术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

所，又名农业部遥感中心成都分中心。主要

从事大宗作物遥感监测、估产；农业资源遥

感调查、农业灾害遥感监测及预警；农业工

程监理、规划设计、农业产业布局，智慧

农业等方面研究、应用及技术培训。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随顺涛  

展品信息：太阳能提水机组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主

要从事农业田间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

农业废弃物处理、饲料资源开发、农村能

源、节水灌溉等工程研究设计和农业机械

研发、生产和推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 

联系人：杨瑾卉 

展品信息：食品安全技术及设备 

企业简介：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始建于

1959 年，系四川省科技厅直属事业单位，

专业从事科学仪器的销售、维修、培训。

针对农、牧业领域，利用“互联网+”，

提供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综合解决

方案，逐步实现智慧农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随顺涛 

展品信息：无线远程控制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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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主要

从事农业田间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农

业废弃物处理、饲料资源开发、农村能源、

节水灌溉等工程研究设计和农业机械研发、

生产和推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任晓斌  

展品信息：沼气工程厌氧发酵反应器 

企业简介：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是我国唯

一的国家级沼气专业科研机构，1979 年经

国务院批准成立，现已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

技术研发、工程示范、行业服务和国际国内

培训为一体的研究机构。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绵阳市湘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少华 

展品信息：农业自动气象站 

企业简介：绵阳市湘蜀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

环境优美的中国科技城绵阳，是专业从事温

湿度、液位、气象传感器、自动气象站、智

能温室监控系统等产品研发、销售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拥有气象设备品牌“Veinasa”

等。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随顺涛  

展品信息：多功能耕作起垄机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主

要从事农业田间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

农业废弃物处理、饲料资源开发、农村能

源、节水灌溉等工程研究设计和农业机械

研发、生产和推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随顺涛 

展品信息：丘区油菜精量播种机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主

要从事农业田间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

农业废弃物处理、饲料资源开发、农村能

源、节水灌溉等工程研究设计和农业机械

研发、生产和推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随顺涛  

展品信息：高效秸秆气化利用技术及成套

设备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主

要从事农业田间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

农业废弃物处理、饲料资源开发、农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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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水灌溉等工程研究设计和农业机械研

发、生产和推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自贡鑫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跃龙 

展品信息：“鑫牛牌”深耕秸秆粉碎还田机 

企业简介：自贡鑫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创建

于 2004 年，是全国微耕机行业协会发副会

长单位，专业生产微型耕整地机械，收获机

械，现有产品品种五个糸列，十多个型号，

其中十个型号列入国家农机产品购置补贴

目录，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联系人：随顺涛  

展品信息：YXBJ-450 自动穴盘育苗精量播

种机 

企业简介：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主要

从事农业田间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农

业废弃物处理、饲料资源开发、农村能源、

节水灌溉等工程研究设计和农业机械研发、

生产和推广。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 

联系人：杨瑾卉  

展品信息：土壤肥料养分速测仪 

企业简介：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始建于

1959 年，系四川省科技厅直属事业单位，

专业从事科学仪器的销售、维修、培训。

针对农、牧业领域，利用“互联网+”，

提供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综合解决

方案，逐步实现智慧农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 

联系人：杨瑾卉  

展品信息：“好果子”幼果套袋机 

企业简介：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始建于

1959 年，系四川省科技厅直属事业单位，

专业从事科学仪器的销售、维修、培训。

针对农、牧业领域，利用“互联网+”，

提供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综合解决

方案，逐步实现智慧农业。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果  

展品信息：通威智能水产养殖系统 

企业简介：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是由通威集

团控股，以饲料工业为主，同时涉足水产

研究、水产养殖、动物保健、食品加工等

相关领域的大型农业科技型上市公司(股

票代码：600438)，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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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龙头企业。目前，公司拥有遍布全国各地

及东南亚地区 100 余家分、子公司，年饲料

生产能力超过 1000 万吨，是全球最大的水

产饲料生产企业及我国主要的畜禽饲料生

产企业，系四川首家年度销售收入过百亿的

农业上市公司。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果 

展品信息：通威电化水处理成套设备 

企业简介：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是由通威集团

控股，以饲料工业为主，同时涉足水产研究、

水产养殖、动物保健、食品加工等相关领域

的大型农业科技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438)，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

100余家分、子公司，年饲料生产能力超过

1000 万吨，是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企

业及我国主要的畜禽饲料生产企业，系四川

首家年度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农业上市公司。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 

联系人：高雪松 

展品信息：农业科技 110 

企业简介：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现有博士

一级学科授权点 1 个，博士二级学科授权点

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 6 个；本科专业

5 个。近 5 年，学院承担纵向科研项目近

60 项；各类科研经费达 5000 万元，年度

科研经费近 1000余万元。学院整体教学、

科研成果突出。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成都博韵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蓉  

展品信息：“互联网+农业”之智能生产管控

系统 

企业简介：成都博韵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致力农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业务涵盖农业物联网、PC互联、移动

互联、应用软件、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技

术领域。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佳沃（成都）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易守华  

展品信息：产品追溯系统（二维码扫描） 

企业简介：佳沃（成都）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系联想控股佳沃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

于 2006年 12月，注册资本金 14800万元，

为国内最大的猕猴桃种植企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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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科技创新重点培养企业，四川省猕猴

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成都慧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红波 

展品信息：农业物联网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企业简介：成都慧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

于农业物联网软硬件技术的开发、系统集成、

信息服务，包含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应用系

统和低成本农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研究推

广。业务范围涵盖大田、温室大棚、畜禽、

食用菌、果树、水产、粮库、冷链等解决方

案和产品定制开发、信息服务、企业信息化

综合解决方案等，具备农业全行业、全产业

链的综合服务能力。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 

联系人：温翔  

展品信息：熊猫导游乡村旅游平台 

企业简介：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是四川省科

学技术厅直属的全民所有制科研事业单位，

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及电子技术的开发,在

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管理信息系统、网络

集成、智能化仪器仪表、电视监控、智能

IC 卡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推广

应用,在业界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展位号：N501 

单位名称：四川华朴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 

联系人：郑潇  

展品信息：华朴智慧农业系统 

企业简介：四川华朴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有机生态农业、高端水果种

植、农业技术研究、品种创新培育、农产

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综合现代

农业公司。 

 

展位号：N5064-5069 

单位名称：武夷山市寿氏岩茶厂 

联系人：徐总 

联系方式：15277905716  

展品信息：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