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豌豆丝面、豌豆糊、豌豆面：豌
豆中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
质，尤其是含有优质蛋白质，可以提
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 食
用后可防止人体致癌物质的合成，
从而减少癌细胞的形成， 降低人体
癌症发病率。 含有的粗纤维能促进
大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起到清洁
大肠的作用。

燕麦丝面、燕麦片：燕麦是一种
低糖、高营养、高能食品，经常食用
可以有效地降低胆固醇， 预防心脑
血管病， 对糖尿病患者有很好的功
效； 还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缓解压
力；含有的矿物质有预防骨质疏松、
促进伤口愈合、防止贫血的功效。燕

麦对脂肪肝、糖尿病、浮肿、便秘等
也有辅助疗效， 对老年人可增强体
力、 延年益寿。 而对于心脑血管人
群、肝肾功能不全者、肥胖者、中年
人等人群更是保健佳品。

荞麦丝面、精荞面：荞麦的营养
成分主要是丰富的蛋白质、 芦丁类
强化血管物质、 矿物营养素和植物
纤维素等。 荞麦中所含的食物纤维
是面和米的 8 倍之多， 具有良好的
预防便秘作用， 对预防大肠癌和肥
胖症有益， 还有防治高血压、 糖尿
病、冠心病的作用。

生产企业： 山西玉龙土特产有
限公司

●“桑干河”牌小杂粮系列产品

苦荞健茶： 采用晋北高原天然
黑苦荞为原料， 结合传统与现代技
术而成， 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又具丰
富营养价值。对“三高”人群、胃肠功
能紊乱等病症具有较好的辅助食疗
作用 ,是居家必备，旅行必带 ，馈赠
尊者、亲朋之佳品。

苦荞精品唐枕： 选用纯天然苦
荞壳为枕头的主要填充物， 经严格
筛选和灭菌消毒后，长期不生虫，干
净无杂质，长期使用不变形。苦荞枕
随头部移动，对失眠、多梦、头晕、耳
鸣、颈椎病等具有一定辅助疗效。外
料以绸缎为主要原料，“中国唐”花

色设计，彰显中国特色。
苦荞颈椎枕： 选用纯天然苦荞

壳和优质记忆海绵， 按照人体体形
学设计，自动塑型可固定头颅，减少
落枕可能； 自动塑型的能力恰当地
填充了颅膀空隙， 可以有效地预防
颈椎等疾病。

苦荞三折枕： 此款枕头除了有
清热袪风、凉爽止风的功效，还可自
己设计，自由组合，适合不同需求的
消费者。

生产企业： 山西臣丰食业有限
责任公司

●“臣丰”苦荞系列产品

“怀仁羔羊肉”具有色泽均匀、
光泽度好 、脂肪呈乳白色 、肌纤维
清晰、有韧性的特点。 煮沸后，肉汤
透明澄清 ，脂肪团聚于液面 ，膻味
小 ，肉质鲜嫩 ，保水性好 ，熟肉率
高，味道清香。 在统一标识的前提
下， 全县有 8 家企业打造出珂泰、
晋羴 、绿之源 、百草香 、桑干河 、黄
花梁、雁新、云州等 10 多个品牌商
标。 经过分割、挑选、装盒、速冻等
八道工序精细加工，生产五大类 60

个品种的产品。
全县育肥羊大户达到 360 户 ，

羊舍面积达到 50 多万平方米，肉羊
存栏量达到 200 多万只， 羊肉深加
工产品有 20 多类， 以产地为中心，
销售网络覆盖周边 20 多个地区和
大中城市，大同、北京、上海、呼和浩
特都设定点销售门店， 今年产品还
打入了新疆市场。

商标注册单位： 怀仁县肉羊行
业协会

●“怀仁羔羊肉”系列产品

朔州市佳维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为杂粮挂面、荞麦米、杂粮
米、粉等 12 种，是朔州市规模最大
的粮油加工基地。 有杂粮米面、燕麦
片、 杂粮挂面、 荞麦米等四条生产
线，年加工能力达 8500 吨。

主要产品有：杂粮面条、莜面、豌
豆面、精制熟豆面、精制手撖面、荞面
等，是防治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

疾病和肥胖症、便秘等现代“文明病”
和亚健康人群的天然保健品。是真正
让老百姓用得起的营养健康食品。佳
维人旨在将山西小杂粮引入国人主
食消费市场，以平衡膳食营养和调节
饮食结构相结合的全新理念来引导
消费，服务大众。

生产企业：朔州市佳维粮油加工
有限公司

●“佳维”小杂粮系列产品

小杂粮系列：“塞外黄” 小米以
优质谷子为原料， 米粒大小均匀适
中，色泽金黄光亮，绵甜喷香、细柔
光滑、黏糊性强，是高品质的绿色保
健食品。 “塞外黑”小米，性粘味香，
特别是煮稀饭时，米香味浓郁，食之
香味可口。

胡麻油系列： 冷榨胡麻油选用
亚麻科类———胡麻籽为原料， 采取
冷榨物理提取法， 充分保留了营养
成分。 又经多种工艺，有效地降低了
杂质，是顶级降脂油型植物油。 热榨
胡麻油精选晋北高原优质胡麻籽，
属纯天然高级功能性食用油， 具有

清郁的独特风味。
特色干菜系列：“摘麻花”被誉为

天然香料之王，气香味奇特，是凉拌
菜肴和面食的主要佐料。主要分布在
雁门关国家绿色生态保护区。经过自
然采集、自然干燥，是纯天然、无污染
的绿色保健食品，有“素中之宝”的美
名。是人们寻求健康、延年益寿、改善
膳食的最佳选择。 黄花菜又叫金针
菜、萱菜、忘忧草，古称“忘归草”。 因
其花瓣金黄、口感清香爽滑，营养价
值极高，自古被视为“席上珍品”。

生产企业：朔州市朔城区山老汉
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山老汉”农产品系列

酸牛奶： 精选古城自建奶源基
地的优质生鲜牛奶为主要原料，乳
品保质期在常温下可达到 8 个月。
具有产品风味独特、 包装风格自成
一体的特点， 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的营养健康饮品， 本品可直接饮
用，冷藏后口味更佳。

黑元素：采用新鲜牛奶，以及营
养成分极高的 “黑豆”、“黑米”、“黑

芝麻” 等， 既保持了牛奶的一贯营
养，又添加了“黑色植物”的营养精
华，更使产品的口感大幅提升。

养元素：选用自有牧场奶源，优选
红枣、红豆、红米、枸杞精配而成，富含
维生素 B族， 更添加复合益生元，强
化吸收多种元素来滋养您的健康。

生产企业： 山西古城乳业集团
有限公司

●“古城”乳业系列产品

“天下康生”牌 α-亚麻酸系列
产品，100％纯天然绿色原料， 采用
国际先进物理冷榨 (乌克兰冷榨设
备 )和超低温精制工艺，单不饱和 、
多不饱和脂肪酸总量达到 90％以
上。 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 17-18％，
多不饱和脂肪酸 73-74％，含天然维
生素 E， 可延长保质期和提高产品
品质，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亚麻籽中含 18 种氨基
酸，谷氨酸最高。

液态 α-亚麻酸营养油： 可直
接用于凉拌各种荤、素凉菜，也可以

调制色拉酱、直接加入各类面点、饮
品。最为绝佳的是用于调馅油，具有
鲜亮的色泽、 爽滑的口感和清淡不
油腻等特性。

α-亚麻酸软胶囊： 富含 12 类
100 余种生物活性物质和营养成
分， 而且细胞活力和生理功效特别
强；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 氨基酸含量以天门冬
氨基酸和谷氨酸最高， 维生素含量
以维生素 A 最高。

生产企业： 山西中大科技有限
公司

●“天下康生”牌 α-亚麻酸系列产品

金土地农牧有限公司是朔州地
区第一家致力于农业高科技领域的
企业，金土地农牧公司所开发的“青
钟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在技术性、专
业性和权威性等方面都在朔州乃至
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创了多项先河，
公司的农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

西红柿：含有番茄红素，能减少
心脏病的复发，其独特的抗氧化能力
可以有效地减少癌症的发病危险。

茄子：经常吃茄子，有助于防治
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和出血性
紫癜， 还有防治坏血病及促进伤口

愈合的功效。
土豆: 具有和中养胃、 健脾利

湿、宽肠通便、降糖降脂、美容养颜、
利水消肿、降低血压等疗效。

水萝卜：具有逐水消肿、通利二
便、 解毒散结的功能， 主治水肿胀
满，二便不通，疮毒等。

圆白菜：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 、
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素。

胡萝卜：具有益肝明目、利膈宽
肠、健脾除疳、增强免疫功能、降糖
降脂的疗效。

生产企业： 朔州市金土地农牧
有限公司

●“金土地”农产品系列

怀仁县玉珑瓷业有限公司拥有
国内领先技术的日用陶瓷生产线
17 条，2009 年全部改建成天然气烧
成，其中隧道窑 10 条、辊道窑 5 条，
2 条烤花窑，年可生产玉珑瓷、新骨
瓷、 酒店强化瓷三大系列上千个花
色品种的高、中档日用陶瓷 1 亿件，
年创产值 8000 万元。 产品畅销全国
三十多个省市及美国、日本、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

公司采用洁净的发生炉煤气及
天然气做燃料， 产品质量居同行业
先进水平。 公司运用现代化企业管
理体制，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同步运行。 公司新研发的高档新
瓷种玉珑瓷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该
瓷种的问世， 必将为中华悠久灿烂
的陶瓷文化开辟崭新的篇章。

生产企业： 怀仁县玉珑瓷业有
限公司

●“玉珑”瓷业系列产品

� “仲秀”牌黄芪系列产品：主产
于应县南山，为正宗北芪，分叉少，
成品棉性大， 柴性小， 粉性和甜味
足，是中国优质地道黄芪。 据北京、
香港等药学部门研究报告， 应县出
产的黄芪，由于种植土壤中的 10 种
对人体有益微量元素的含量较高，
特别是微量元素硒的含量更高。 是
其他省外黄芪不能相比的， 黄芪的
有效成分黄铜和黄芪甲苷等是其他
省份的几倍， 故应县黄芪实为地道
药材。

“仲秀”牌黄芪系列产品：使用
南山生长的绿色、环保、无污染野生

黄芪，加工成正黑芪、炮台芪、正白
芪、红蓝芪、北芪片、礼品黄芪等，由
广州和深圳八大公司销往二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成为药食同用，馈赠亲
朋好友的佳品。

“仲秀”牌黄芪具有补气固表，
利尿排毒之功能， 用于治疗气虚乏
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
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内
热消渴、慢性肾炎、蛋白尿、糖尿病。
用量每日 9—30 克，可煎汤喝，也可
代茶饮，久服有益。

生产企业： 应县乾宝黄芪种植
加工专业合作社

●“仲秀”牌黄芪系列产品

� “帅林 ”石磨杂粮产品因采用
传统石磨生产工艺技术 ， 全力打
造塞北 “全生态链 ”绿色品牌 ，充
分保留了产品的原生态杂粮的风
味特色 ， 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
“帅林 ”品牌已经成为朔州市家喻
户晓的农产品。 其产品远销北京、

鄂尔多斯 、太原 、大同 、忻州 、阳
泉 、榆次等地 ，并覆盖了山西的北
半部 。 主要产品有小杂粮 、米面 、
荞 麦 米 等 ， 年 加 工 能 力 达 7500
吨。

生产企业： 山西帅林绿色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

●“帅林”石磨杂粮系列产品

向您推介……

明禾高档无铅骨质瓷采用天然
气燃料二次烧成工艺技术， 产品洁
净 ，无铅无镉 ，无污染 ，产品胎薄体
轻 ，造型华贵美观 ，瓷质细腻坚硬 ，
釉面洁白透明， 产品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召开的中国第二次市场战略论
坛活动中被确定为 “大会指定用
瓷”。 率先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 获得国内领先科学技术成
果鉴定证书，获得技术发明、实用新
型技术 、 外观设计等 13 项技术专
利，山西省名牌产品、山西省著名商
标。 企业荣获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
山西省“十佳百优”关爱农民工企业
等多项荣誉。 无铅骨瓷技术成果产
业化项目， 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
家火炬计划项目。

明禾高档无铅骨质瓷选料精良，
“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
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铅、镉，无污染，产
品洁净度高， 是真正的绿色环保产
品，具有“高档、适用、有益”三要素之
特点， 备受高档宾馆和饭店的青睐，
并出口韩国、日本。 产品有圆型系列、
方型系列、注浆系列、韩式系列、中西
餐具、茶具、酒具、咖啡具、釉中、釉上
彩瓷、青花瓷、工艺礼品瓷 30 多种系
列，各种规格尺寸的碗、盘、碟、品锅、
调羹、味具、烟灰缸、牙签筒、壶、杯等
100 多个品种， 产品包装有单件、少
件、多件包装、大小件配套、多功能组
合精装等。

生产企业：山西明禾陶瓷有限责
任公司

●“明禾”瓷业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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