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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推动我省农业品牌战略的发展，“着力
加强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抓紧整合资源，集中打造引领优势产业发展
的知名农业品牌”是省委、省政府加快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也是促进我
省由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的重大举措。 在我省农业品牌战略实施进程
中，一大批优秀农产品品牌脱颖而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
求，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个人，为我省现
代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进取，营造我省农产品品牌建设发展的良
好氛围，着力提升我省农产品品牌的整体形象，增强我省农产品品牌的竞争

力，首届湖南省优秀农产品品牌系列评选推广活动组委会，在组织推荐、公众
推荐、企业自荐和资格审查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公众评选、专家评审、企业考
察、名单公示，并报送湖南省农产品品牌建设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评出
了湖南省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农产品品牌、 湖南省十大市场畅销农产品品牌、
深受消费者喜欢的百佳农产品品牌、市场畅销农产品品牌、湖南省十大农产
品企业品牌建设领军人物、湖南省十大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创新人物。 湖南
省农产品品牌建设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届湖南省优秀农产品品牌系列评
选推广活动组委会决定对六个奖项授牌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品牌企业和优秀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奋发作

为，为推动我省农产品品牌建设上规模、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再立新功。全
省农产品企业和企业家要以先进为榜样，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
力推进我省农业品牌建设的大发展。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在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鼓舞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力支持我省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
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我省农业品牌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南省农产品品牌建设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届湖南省优秀农产品品牌系列评选推广活动组委会

2012 年 11 月 16 日

品牌 企业名称
粮油类
金霞、裕湘、帅牌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金健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道道全 湖南巴陵油脂有限公司
盈成 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陈克明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肉禽类
唐人神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舜华 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水产类
大湖 � � � �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渔家姑娘 湖南顺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果蔬类
辣妹子 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果秀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 企业名称
林产品类
福湘 湖南福湘木业有限公司
茶叶类
君山牌、白沙溪 湖南省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休闲保健食品类
盐津铺子 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亚林 湖南亚林食品有限公司
炎农神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调味品类
加加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酒类
湘窖、开口笑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酒鬼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乳糖蜜类
能力多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明园 湖南省明园蜂业有限公司

品牌 企业名称
粮油类

盛湘 湖南盛湘粮食购销集团有限公司

浩天 湖南浩天米业有限公司

广积 常德广积米业有限公司

喷喷香 株洲湘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浩 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山润 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富 湖南中富植物油脂有限公司

湘君 湖南湘君面业有限公司

肉禽类

新五丰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伟鸿 伟鸿食品有限公司

恒惠 湖南恒惠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 企业名称
水产类
和平 湖南和平水产有限公司
果蔬类
宏兴隆 湖南宏兴隆湘莲食品有限公司
林产品类
红荣居 常德荣星家具有限公司
茶叶类
怡清源 湖南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
休闲保健食品类
人人家 湖南省人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类
龙牌 湖南龙牌酱业集团有限公司
酒类
古越楼台 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乳糖蜜类
寒梅 湖南寒梅蜂业有限公司

胡子敬、吴向东、谢文辉、陶一山、陈魁江、阳国秀、周重旺、刘建军、张学武、杨 振、陈克明、胡建文 李兴明、阳冬云、贺书红、厉农帆 、陈远荣、何日繁、陈平衡、田新庭、姜定胜、刘和平、刘九生、简伯华

品牌名称 企业名称
南岳云雾 湖南省南岳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百叠岭 蓝山县三峰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浩博 湖南浩博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中意 津市中意糖果有限公司
圣保罗 湖南圣保罗木业有限公司
龙行天下 龙行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洞庭湖 湖南岳阳洞庭湖米业有限公司
银光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陬福 万福生科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金波湖 湖南省万家鹅业发展有限公司
绿海 湖南绿海粮油有限公司
瑞柏 湖南瑞柏茶油有限公司
奇龙山 洞口雪峰贡米有限公司
亮之星 湖南亮之星米业有限公司
万维 益阳桃花江竹业发展有限公司
菁芗 湖南菁芗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玲珑 桂东县玲珑王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普天春 湖南普天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华 湖南省春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之韵 香港绿之韵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 永州福田茶业有限公司
好味屋 湖南好味屋食品有限公司
金井 湖南金井茶业有限公司
湘丰 湖南湘丰茶业有限公司
精为天 湖南精为天粮油有限公司
小丫丫 怀化小丫丫食品有限公司
桃竹 湖南省桃江县竹制品有限公司
猴王 湖南猴王茶业有限公司
湘妹 湖南湘妹食品有限公司
茅岩莓 张家界茅岩莓茶有限公司
长康 湖南省长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民晟堂 湖南华人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天见 衡阳市天天见梳篦业有限公司
香知瑞 湖南红星盛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喜阳 湖南鑫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苏仙 郴州邦尔泰苏仙油脂有限公司
开福 湖南开福家具有限公司
九嶷山 湖南大自然茶油有限公司
粒粒珍 湖南粒粒珍湘莲有限公司
干发 湖南官庄干发茶业有限公司
口口香 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年有 郴州市年年有东江鱼特色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友人家 湖南白云高山茶业有限公司
金拓天 湖南金拓天油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大康牧业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亿年酉鱼 湖南亿年酉鱼农牧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康琪壹佰 湖南康琪壹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密印寺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有限公司
益华 益阳益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斌志 汝城县斌志木业有限公司

品牌名称 企业名称
广益 湖南广益农业开发集团股份公司
千家峒 江永特色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粒粒晶 湖南益阳粒粒晶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藏湘 藏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卫红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
黑美人 湖南黑美人茶业有限公司
鸿冠 湖南鸿冠集团有限公司
锦大 湖南大通湖锦大特产水产有限公司
东江湖 湖南东江湖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蓉泰 湖南蓉泰薯业科技有限公司
古洞春 湖南古洞春茶业有限公司
凯丰 芷江凯丰米业有限公司
义丰祥 湖南义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冠湘 浏阳市康明木业有限公司
彭记坊 湖南省长沙市彭记坊食品有限公司
宁乡花猪 长沙市沙龙畜牧有限公司
万家春 湖南万家春米业有限公司
金鲵 张家界金鲵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凯雪 长沙凯雪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泰宇 永兴泰宇茶油有限公司
水白树脂 湖南科茂林化有限公司
派派 湖南派派食品有限公司
美味坊 长沙长油油脂发展有限公司
华鹏 湖南武冈市华鹏食品有限公司
雪峰 株洲松本林化有限公司
鲁胡子 湖南省桃源鲁胡子辣酱有限公司
唐臣 湖南唐臣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天龙 湖南省天龙米业有限公司
康典 洪江市华宇竹业有限公司
南岩轩 湖南省南岩轩茶业有限公司
恒盾 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
薯圣 湖南天圣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柳宗元 永州异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绿丰 湖南绿丰水产有限公司
大通湖 大通湖天泓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茶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浏阳河酒 中国浏阳河酒业有限公司
永兴冰糖橙 永兴县冰糖橙有限责任公司
沩山牌 长沙沩山茶业有限公司
果王素 果王 湘西老爹生物有限公司
古汉 紫光古汉衡阳饮源制药有限公司
好棒美 株洲市好棒美食品有限公司
金太和贡 湖南桂阳太和辣业有限公司
荷乐士 湖南华大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双上绿芽 澧县太青山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潇湘 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
啃牌 湖南湘翼鸭业有限公司
金凤凰 湘西新金凤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东江福 资兴市山水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渔米之湘 湖南渔米之湘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名称 企业名称
坛坛香 长沙坛坛香调料食品有限公司
陈氏金福元 武冈市陈氏福元卤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原韵 湖南神州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中南油脂 郴州市中南油脂有限公司
南仔 湖南南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亚华 湖南亚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大众 江永县大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梁嘉 湖南梁嘉食品有限公司
锦鳞香 汉寿锦鳞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三尖 湖南三尖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德山酒 湖南德山酒业有限公司
瑞生源 湖南瑞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瑞 攸县奇瑞实木家私有限公司
板蓝根 湖南蓝根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蓝名河 浏阳市名河酒厂
湘土情 湖南湘土情酒业有限公司
a44 湖南天华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创兴 湖南创兴人造板有限公司
鹅行天下 湖南福来喜鹅业有限责任公司
亲情果 湖南省万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浏阳河 湖南省浏阳市浏东竹木有限公司
仁仔 湖南仁仔下饭菜食品有限公司
湘益 桃江县湘益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插旗 湖南插旗菜业有限公司
益平堂 湖南光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喜湘聚 湖南喜湘聚食品有限公司
易龙 湖南邵阳宝庆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
贵喜 湖南贵喜鸭业有限公司
金典 湖南金典木业有限公司
武陵 湖南武陵酒业有限公司
天泉 湖南天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兰岭 湖南兰岭绿态茶业有限公司
芭蕉扇 岳阳县芭蕉扇业有限责任公司
老蔡 湖南省新晃老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卢青年 湖南卢青年米业有限公司
地宝龙 湖南地宝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皇嘉香干 攸县鸿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嘉怡 新西兰嘉怡乳品集团有限公司
久扬 湖南久扬茶业有限公司
华康 湖南华康食品有限公司
天王 湖南星火茶业有限公司
天之衡 湖南天之衡酒业有限公司
再胖仔 益阳市赫山区再胖仔食品加工厂
好韵味 长沙好韵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贸源 张家界奥威科技有限公司
昌盛 长沙市昌盛蜂业有限公司
桃花江 湖南桃花江实业有限公司
三和味园 湖南三和食品有限公司
东方土蜜 浏阳市双喜养蜂专业合作社
广东温氏 宁乡广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品牌名称 企业名称
湘佳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真 武冈市和鑫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湘旗农牧 衡山湘旗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国进 湖南国进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
金昊 聚宝金昊农业高科有限公司
湘浩 湖南湘浩油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仁 浏阳市金仁竹木工艺品有限公司
吕氏 永州江华吕氏养蜂厂
神炎春 炎陵县神炎春茶业有限公司
千壶客酒 湖南长沙千壶客酒业有限公司
侬科 湖南省郴州市侬科养蜂专业合作社
鹏扬 湖南鹏扬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汇美 常德市汇美食品有限公司
八百里酒 常德八百里酒业有限公司
津味绿康 津市绿康食品有限公司
鸿达蜂业 岳阳市鸿达蜂业有限公司
康舜天 湖南康舜天食品有限公司
韶峰 湖南韶峰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美津园 湖南省美津园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仙竹 株洲市湘东仙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响莲 水江市响莲实业有限公司
锦寿堂 湖南锦寿堂蜂业有限公司
菁洲 湖南精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九龙 湖南九龙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石斛 湖南龙石山铁皮石斛基地有限公司
清辉 湖南伊思丽珍珠有限公司
百山 隆回县百山浴桶工艺制品厂
天天清 湖南长沙湘君茶业有限公司
华莱健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陵春 湖南洞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芷江鸭 芷江和翔鸭业有限公司
牛百岁 湖南牛百岁食品有限公司
绝味 湖南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嗑得响 湖南嗑得响食品有限公司
家家红 湖南家家红食品有限公司
旺旺 旺旺集团
味博士 百雄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湘鲁脐橙 安仁县东南阳光发展有限公司
口口香 长沙口口香实业有限公司
李文 湖南李文食品有限公司
十三村 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
蜜蜂哥哥 湖南蜜蜂哥哥蜂业有限公司
佳信佰 佳信佰（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香生物 湖南省天香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福林木业 湖南强林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伟特 伟特家具有限公司
沃尔德 长沙沃尔德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禾丰 湖南禾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南洲大曲 湖南南洲大曲酒业有限公司
贵太太 浏阳市贵太太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粮食集团” 首届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
高峰论坛暨品牌颁奖盛典

活 动 简 介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着力加强地方农产品品牌建设，抓

紧整合资源，集中打造引领优势产业发展的知名农业品牌”的
工作要求，大力推动我省农业品牌化发展战略，我省七协会一
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联合启动了首届湖南省优秀农产
品品牌系列评选推广活动， 这是我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
成就与成果的一次大展示、大交流和大推广，活动确定了十大

主题工作，历时十八个月。 已先后举办了品牌展示会、品牌公
众评选和开展了“湘约百佳”大型品牌企业访谈报道活动，活
动得到了省委和省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企业的踊跃参与，并有近 60 家媒体对本次活动进
行了相继报道，使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举办首届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高峰论坛暨品牌颁

奖盛典是本次活动十大主题工作的重头戏， 活动有 240 家企
业高层参会，并邀请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这是一
次顶级规格的行业聚首，一次绝对精彩的资源裂变； 一席助
推发展的智慧分享，一场不容错过的思想盛宴。 政府在行动，
行业在倡导，企业在实施，民众在参与……

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2 年 12 月 27 日-28 日 地点：湖南人民会堂（省政府新办公地）

指导单位及支持单位
指导单位：湖南省农产品品牌建设整合领导小组
支持单位:

省委农村工作部、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发改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商务厅、省粮食局、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供销社、省知识产权局、省畜牧水产局、省乡镇企业局、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省农科院、省林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主办单位:
省农业产品质量安全协会、省农业产业化协会、省食品行业联合会、省林业产业协会、 省粮食行业协会、省养殖业协会、 省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湖南农业品牌推广中心

全程媒体支持:

湖南日报 《中国食品》杂志

冠 名 单 位 荣 誉 支 持 指 定 礼 品
长沙市人民政府
永州市人民政府
沅陵县人民政府
中方县人民政府
长沙市农业局
蓝山县人民政府
长沙市农副产品商会
岳阳市食品行业加工商会
平江县食品行业协会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蓝山县三峰茶业责任有限公司

指 定 用 酒

协 办 单 位

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31- 82131456 83757336 83757306 83998676 传真:0731-82131789 邮箱：nypx2011@163.com 活动官网：www.xsnws.com

关于表彰优秀农产品品牌企业、
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优秀个人的决定

湖南省十大最具影响力农产品品牌 湖南省十大市场畅销农产品品牌

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十大领军人物
（排名不分先后）

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品牌建设十大创新人物
（排名不分先后）

深受消费者喜欢的百佳农产品品牌
（排名不分先后）

市 场 畅 销 农 产 品 品 牌
（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报道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2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4 点 地点：湖南柏郡酒店（省政府新办公地斜对面）

湖南省农产品品牌建设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届湖南省优秀农产品品牌系列评选推广活动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