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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忠宏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国家级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安工业园内，占地面积 45 亩，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10010 万元。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塑料管道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下辖全子公司

有上海忠宏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忠宏市政道路工程有限公司、池州市秋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公司拥有现代化厂房

6000 多平方米，巨资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的德国全自动电脑数控管道生产设备和一流的实验室，其中给水用聚乙烯（PE）

管材生产线 5 条，现有员工 120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32 人。公司主要产品包括：PE 给水管材、HDPE 双壁波纹管材、

PVC-U 建筑排水管材、PVC-U 电工套管、PP-R 冷热水管材及管件六大系列。公司以诚信经营、品质可靠、服务专

业、追求双赢为经营思想，使产品在市场占有率处省内行业领先地位。公司近几年被先后认定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企

业”、“池州市科技型企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荣膺“全国饮水安全工程材料设备产品信息年报”单位、“中

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并获得“中国塑料加工业协会信用等级 3A 级企业”、“池州市银行业协会诚信客户”、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池州市知名品牌”等荣誉称号。

牌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安工业园

邮编：247000

电话：0566-2417277   2417288

安徽省忠宏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66-2417288

网址：www.anzhgy.com

邮箱：czzhgy0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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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兴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安徽省建设厅核发的钢结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是一家被誉为绿色低碳建筑，以生产建筑钢结构为主业的

知名企业。公司位于安庆长江大桥南端—池州市大渡口（石台）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6.3 万 m2，建筑面积 4.2 万 m2，现有职工 180 余人，其中

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 5 人，注册二级建造师 3 人、工程师、各类初中级技师 32 人。公司北临长江黄金水道，南依沿江高速公路和沿江铁路，206

国道自公司门前通过，交通十分便利。

公司自 2004 年创办，2005 年正式投产，产品销售连年增长，特别是“十一五”后期，引进国内最先进的轻钢生产线，强化企业管理和品牌创建，

产品品质不断提升。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5690 万元。“十二五”开局年，公司抢抓机遇，紧扣市场脉搏，奋力拼搏，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实现 12633 万元。2012 年尽管受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投资规模放缓的影响，但是华兴人不等不靠，拓宽思路，更新观念，主动出击找市场，仍赢

得了较好的收益，实现收入 13050 万元。钢结构产品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主营业务，属二级资质允许生产范围的钢结构，公司均能以品位优秀、高

质量地完成生产制作。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技术和实物质量为基础，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方向，不断调整经营模式适应市场变化，

近年来，钢结构产品营销和市场竞争中取得长足进步，以同等生产线设计规模计，生产和销售规模居区域同行业首位。

    钢结构生产、销售是依据建设方设计蓝图生产施工并安装。随着中部地区发展和沿江产业带转移步伐加快，对绿色低碳钢结构建筑越发青

睐，继而钢结构生产、销售迎来良好发展机遇和挑战。

通过调研，公司以开拓周边市县如安庆市及八县、池州市及四县区市场为战略重点，积极拓展邻省市场，以过硬的实物质量占领市场，以高效率、

高质量、高满意度安装施工服务市场，以诚信、快捷、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市场，到一二年底公司在周边市县市场占有份额达 68%，并辐射铜陵、芜湖、

江西彭泽、九江市等市区，在全省同行业评比中名列前茅。 八、〇九年度荣获“安徽省优秀建筑业企业”；一〇、一一年度荣获安徽省国税、地税“A

级诚信纳税企业”；一〇、一一年度荣获“安庆市优秀建筑业企业”、“诚信企业”和池州市、东至县“优秀建筑业企业”荣誉称号。

公司紧抓市场脉搏，牢牢把握大开发大发展和沿江产业带转移的大好机遇，借助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公司达标升级契机，明确行业发

展方向，科技创新，转型发展。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池州市大渡口（石台）工业园新征土地 540 亩，计划投资 12 亿元人民币发展“华兴工业园”

项目，现一期工程自二〇一一年八月始一年内计划投资 3.4 亿元人民币，引进国内最先进的轻钢生产线两条、重钢结构生产线（计划引进美国

PEDINGHAUS 公司的多高层钢结构生产线）两条，主要从事多高层钢结构、箱型钢结构，空间桁架钢结构，钢结构住宅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各类

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安装。为打造安徽建筑钢结构旗舰做出更大的努力！

牌钢结构件

地址：池州市大渡口（石台）工业园

邮编：247210

电话：0566-8906118 /8906188

传真：0566-8906118

网址：www.ahhxjs.com.cn

邮箱：hxzfy123@163.com

安徽华兴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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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安徽尧诚投资有限公司、新加坡新浦化学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

的一家以合成氨为基础、以硝酸为主导的综合型基础化工企业。座落在风光旖旎的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安徽东至县香隅化工园内，紧靠铜九铁路和

327 省道。

公司现有年产 33 万吨浓硝酸、18 万吨合成氨、10 万吨二氧化碳、20 万吨化肥、60 万吨硫酸、3 万吨三聚氰胺等六条主生产线，并配套建

有年产 1 万吨亚硝酸钠、2 万吨甲醇和 80 万吨商品蒸汽生产装置，以及一座年吞吐量为 80 万吨的长江危货码头。

公司浓硝酸产能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二位，亚硝酸钠产品填补安徽省空白，“华硝牌”浓硝酸、液体无水氨获安徽省名牌产品称号。公司先后

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计量体系认证和清洁生产审核，并取得安全标准化证书。

公司注册资本 2.489 亿元，拥有总资产近 7 亿元，占地 1500 余亩，公司现有员工 1080 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50 多人，博士 4 人；拥有技

术员以上职称的人员 208 人，大专以上职工近 287 人。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有工程技术人员、研发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专业齐全、结构合理，较好

地满足了公司发展的需要。近几年，公司从高校中选拔录用多名大学生，充实公司生产、研发、质检、财务以及经营等关键部门，促进了人才队

伍素质的提升。另外，还与合肥工业大学、池州学院等开展产、学、研对接，培养人才，壮大了公司的科技人才队伍。

公司先后荣获全国外商投资经济效益先进企业、省“十一五”节能先进企业、省“守信用、重合同”企业、安徽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省最

具投资价值成长型企业、省诚信企业等称号，在安徽民营企业 50 强之列。是池州市重点骨干企业，拥有池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011 年度荣

获池州市市长质量奖，是东至县利税首户。

   工业亚硝酸钠是采用碱液回收硝酸生产过程中排放出的 NOX 气体所产生的一种资源再利用产品，2009 年起被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

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工业亚硝酸钠是一种白色或微带淡黄色结晶体分子式：NaNO2 相对分子质量：69.00，易溶于水和液氨中，微溶于甲醇、

乙醇，吸湿性强。主要用于染料工业、颜料工业、医药工业、化学工业等领域，主要用作制造硝基化合物、偶氮染料等的原料和织物染色的媒染剂、

漂白剂，金属热处理剂、水泥早强剂和防冻剂等。

牌工业亚硝酸钠

地址：安徽省东至县香隅镇

邮编：247260

电话：0566-8166104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0566-8161128

网址：www.ahhethggf.com

邮箱：huatai0008@163.com

H UAX I AO
华 硝

企业对外公开联系方式

（1）单位名称：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H UAX I AO
华 硝

企业对外公开联系方式

（1）单位名称：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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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迈思特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思特公司）由原安徽江南轴承厂改制而成。公司始建于 1962 年，历经 50 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占地
97.5 亩，建筑面积 15200 平方米，企业总资产约一亿元，员工 326 人，主要生产设备、仪器 370 余台套。主导产品有静音电机轴承，高精度数控
机床轴承，汽车轴承，叉车轴承，工程机械矿山机械专用轴承，家电轴承等 335 个品种规格，精度等级达到Ｐ４等级。年产轴承能力 2000 万套。
年产值 7600 万元。利税 300 万元左右。产品行销全国各地，远销香港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管理规范，追求技术创新，注重企业文化，公司曾经获得部分荣誉如下：
“国家二级”企业称号。国家“二级”计量单位资质。被安徽省机械行业评为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被授予：金融“ＡＡＡ”信誉企业。被

评为池州市技术改造先进单位。获得 ISO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池州市工业企业十强称号。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精度轴承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两项。2013 年 2 月，公司研发的高精度精密机床轴承通过国家轴承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测试，其精度等级达到 P4 级，填补了安徽省高
精度轴承生产空白。

1、在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研发中心拥有一批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其中教授级工程师 2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工程师 5 人，质量工程师 2 人，技术员 5 人
高级技师 3 人，管理人员 3 人。
近年来，研发中心开发了 35 个具有国内领先，如静音轴承、低噪音电机轴承、轿车轴承、高精度机床轴承以及高速主轴轴承，有 10 多个品

种已经投入批量生产并投放市场销售，有的已经获得或正在申报并相关自主知识产权。公司逐步掌握研发和生产高端轴承的核心技术，提升了产
品精度水平。随着新产品不断推向市场，也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现已瞄准航空航天轴承、风力发电机轴承、高档汽车轴承、高
端家电轴承、精密机械轴承、军工设备轴承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优势产品的研发。

我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在新产品研发、工艺改进创新、新材料应用、装备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提高生产效率、节能减排、降低劳动强度、
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收获较大。在新产品研发方面获得了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的充分肯定。

2、在品牌建设方面，公司一直重视打造知名品牌工作。公司的发展战略是以创建国家知名品牌和著名商标为抓手，加大资金投入，引进高技
术和管理人才，加大公司员工培训深度和广度，拉动公司内部管理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新产品开发，提升销售服务水准，拓展国内国际两个销
售市场。引领“十二五”改造项目的实施、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加快公司“做大做强”的步伐。

公司抓住“十二五”发展契机，以“精密机床轴承技改项目”，“高速主轴轴承技改项目”，“叉车汽车专用轴承技改项目”为龙头，以“异
地扩规”为筹资渠道，投入技改资金 1.5 亿元，全面实施企业外延式发展战略，实现快速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力争用

三到五年时间，创建国家级研发中心一个，博士工作站一个，获得国家知名品牌一个，国家著名商标一个，投入研发资金 2 千万元，开发新
产品 200 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5 项，产值销售收入达到 2.5 亿元，出口创汇 500 万美元。实现利税 2000 万元，为“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为建设“幸福池州”做出应有的贡献。   

HRH 牌滚动轴承（深沟球轴承）

地址：安徽池州市东湖北路 229 号

邮编：247000

电话：0566-2123630

传真：0566-2123626

网址：www.mstzc.cn

邮箱：mstlwl@sohu.com

安徽迈思特轴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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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旭豪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安工业园，注册资本 700 万元。公司 1999 年成立于广

东东莞，为池州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 于 2009 年 12 月整体搬迁至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首家进入安徽池州 -

中国缝制机械产业基地的企业，也是安徽省唯一一家生产缝制机械的企业、公司于 2009 年是安徽高新技术企业、中

国缝制机械协会会员单位、 池州市优秀民营科技企业。

公司专业从事制鞋用工业缝纫机及制革类机械的研发、生产、销售；具有进出口自营权，企业的技术中心具有

独立开发产品的能力。

公司占地面积 40 亩，现有职工 200 余人。拥有 8 条装配生产线，可满足多品种、批量生产的需要，现已开发

和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立柱式、上下滚轮送料缝纫机（俗称：罗拉车）、横筒式、综合送料缝纫机（俗称：包边车）、

全自动上胶折边机、电脑花样机等 10 个系列 28 个机种。产品性能与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牌立柱式上下滚轮送料缝纫机机头

地址：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安工业园区

邮编：247000

电话：0566-2417788

池州市旭豪机械有限公司

传真：0566-2417200

网址：www.dayu.com.cn

邮箱：13602330508@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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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九华明坤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是一家股份制企业，股东为安徽明坤铝业有限公司 , 位于佛

教胜地池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占地面积 7 万平方米，公司主营业务是铝型材，具备年产

优质型材 50000 吨能力。

公司现有员工 155 人，大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 52 人，占公司总人数 33.6%；公司大专以上技术研发人员 26 人，

占公司总人数 16.7%。

公司拥有一支稳定、精干、高素质的管理、科技人才队伍，建立了完善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及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熔铸生产线、挤压生产线、喷涂生产线、注胶隔热生产线、氧化生产线、电泳生产线，具备由拉

伸试验仪、洛氏硬度仪、色差仪、光泽度仪等组成的国内领先的产品质量检测设备。

通过不断努力，近年来获得了多项成果， “新型节能环保铝合金隔热型材 MKG70”、“高品质铝合金工业型材

6120322”、“铝合金隔热型材 MKGR8804”3 支产品获得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拥有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

申请发明专利 2 项。

公司是“池州市十强工业企业”、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是中国工商银行池州贵池支行AA-级信用单位。

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邮编：247000

电话：0566-2416203

传真：0566-2412386

网址：www.mkly-alu.com

邮箱：wuyali8460@sina.com

池州市九华明坤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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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经安徽省青阳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由浙江瑞安西迁于 2005 年 6 月落户安徽省青
阳县经济开发区。2006 年 11 月建成投产，制造汽车标准件、冲压件及航空部件。厂区占地面积 3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000 平方米，投入国
内先进设备 180 余台套，固定资产达 2500 万元，资产总值 5200 万元，拥有员工 210 名，其中技术人员 45 名。公司建立了党、团、工会及女工
委组织。

瑞泰公司倡导先进的企业文化，弘扬“诚信、创新、勤奋、进取”的企业精神；树立“发展企业、富裕员工、回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贯彻“敬
业合作、质量兴业、服务至上、经营创新”的经营方针；遵循“追求卓越，品质为先”的经营理念，树精品意识、创最佳产品、立满意形象。几年来，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入注册资金 2000 多万元，征用土地、兴建厂房、广招人才，购置设备，进行为期三年的研发，开拓市场，建章立制，
积极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相继通过 ISO/TS16949:2002,2009 质量体系认证，具备了向国际汽车 OEM 供货的资质，形成“原材料—机械加工—
热处理—表面处理—产成品”自成体系的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主营标准件、冲压件及航空部件约 2000 多个品种，万余种规格，现已形成批量生产，
初具规模。

瑞泰公司以“诚信为本、顾客至上”为经营宗旨，通过六年的努力，不断开拓市场，巩固老客户，拓展新客户，分别在芜湖、合肥、江西、
河南设立办事处，现已成为奇瑞、江淮、昌河三大主机厂的配套供应商，供货客户达 50 余家，逐步建立了销售网络，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服
务，公司经营业绩逐年攀升。

瑞泰公司主要制造销售：汽车紧固件（国标、汽标、非标）、冲压焊接件（国标、汽标）及航空部件，主要产品有六角法兰螺栓、方、园螺母、
六角螺栓、内六角螺钉、轮轴、冲压件、焊接件、航空配件等，用于轿车、轻卡、重卡、发动机、直升机的专用配件。产品研发瞄准国内汽车市场需求，
建立一支高效的技术团队，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工艺改进，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积极研发新产品，提升了产品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通过技术创新，
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外观设计专利 5 项，高新技术产品 3 项。先后被认定为安徽省科技民营企业、安
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池州市科技创新试点企业、池州市 AA 级信用企业、市级技术中心。瑞泰公司多次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2009—2012 年被
授予工业经济贡献奖，安全生产先进企业，优秀民营企业、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2008 年、2011 年全县工会工作先进单位；2010 年模范职工之家；
2011 年获县高新技术企业奖、高新技术产品奖、产学研合作先进企业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奖、青阳县县长质量奖。公司法人朱肖楷同志当选为
青阳县第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2009 年—2012 年被授予青阳县“十佳青年创业之星”、池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池州市“优秀创业企业家”
的光荣称号。

牌螺栓螺母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工业园区 8 号

邮编：242800

电话：0566-5115222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0566-5115988

网址：www.ahrt.com.cn

邮箱：info@ah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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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池州市安池茶叶有限公司原公司（以下简称安池公司）成立于 1988 年，位于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生态经济示范区”、安徽省第一产茶大镇——
牌楼镇境内。安池公司是由安徽省池州市首届道德模范人士杨学来（法人代表）同志创始。公司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现有员工 200 余人。在祁门、贵池、
东至、石台县区建立茶叶基地 2.2 万亩，并被中国安徽出入境检验局出口红茶种植基地备案，安池公司为安徽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红茶定点加工、拼配的主
要基地；拥有初制到精制、拼配一条龙生产线，及英国进口的大型色选机高端设备，全镇拥有 1.7 万亩茶园，茶叶资源得天独厚，年产干茶 1000 余吨，年
加工红茶达 7000 余吨。公司主要产品有 1-7 级工夫红茶、中低档碎片末茶、毛峰、“安池”牌金毫、红佛仙、祁魁、仙踩尖、九华佛茶等名优茶。茶叶远
销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因其精细的加工和独特的品质，倍受国内外客户青睐。

安池公司是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单位、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及镇域经
济发展先进单位，曾先后被市级相关部门评定为“模范纳税户”、“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先进民营企业”、“光彩之星”等称号；已获得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认证。“安池”牌产品获得欧盟有机茶国际认证。“安池”商标 2012 年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标。

近年来，国内外茶叶市场不稳定，但安池公司一直注重产品质量，开发和联合多个无公害茶园基地，并进行了欧美国际标准有机茶认证，以优质的茶叶
品质稳定了客户。安池公司经营理念是在质量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机遇。并以质量发展观作为公司经营的导向。公司的销售额逐年呈增
长趋势，其中 2010 年销售额 8198 万元，2011 年销售额 9700 万元，2012 年销售额 9900 万元。

为了更好地做大做强，扩大国内外销售空间，进行市场开拓，公司不断引进专业性和外贸人才。在已有自营出口权基础上，成立了安徽省池州市安池茶
叶有限公司池州办事处，以办事处作为内外销茶叶窗口，及时地进行市场调查，了解市场动态，掌握茶叶咨询，进行 SWOT 市场分析。在稳定了买方市场
基础上扩大了客户群。

品牌是客户对产品的一种认识程度，是客户的一种情感价值，其价值且占产品利润的 50% 左右。公司一直注重品牌建设，根据国内外顾客的需求，不
断开发“安池”牌系列名优茶，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并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茶叶博览会。市场反映很好，客户很信任我们的产品。我司历年来获得
奖项和荣誉称号近 50 个，其中：“安池”牌产品荣获 2009 中国（安徽）第四届茶产业博览会金奖，2012 中国（安徽）第六届茶产业博览会金奖，2012
安徽十大品牌名茶，2010 中国（上海）国际茶叶博览会中国名茶银奖，2012 中国（上海）国际茶叶博览会中国名茶金奖，安徽十大品牌名茶，中国池州
2012 茶文化博览会金奖及名优农产品奖等。

为了充分利用公司优质茶叶资源优势，公司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与安农大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在安农大技术指导和完善的实验室基础上，开发茶
叶深加工技术，现已开发了三项茶叶深加工发明技术，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在技改方面，公司根据实际，对机器进行安全和改造试验，尤其是在茶叶滚
切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省去了三道茶叶加工工序，现正准备申请国家专利；此技术公司正与相关单位联系，在取得产品使用资质和合格证书的情况下，
使用到公司生产加工过程中去，并加以推广。

产品质量上公司严格执行红茶采取标准，对生产加工关键点严格控制，目前为止在产品质量上未发现问题。2012 年公司不断提升品牌质量，从品牌产
品质量出发，建立和健全品牌产品制度，如原材料进厂查验制度，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制度，成品出厂检验制度，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售后服务制度，并切实
落实执行，且初具成效，做到处处为客户负责。质量管理上，公司制订了学习贯彻《安徽省质量发展纲要（2013-2020）》活动方案。成立了质量发展纲
要活动方案小组。严格认真学习质量发展纲要，将纲要精神落实到实际生产工作中去。

公司 2010 年以前未成立 HR 部门，HR 部门职能一直由办公室代理，2010 公
司设立了独立的人力资源部。为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了公司的发展，
公司不断地引进人才，进行人力资源优化组合，加强人才培训，提升公司人才质量。
2012 年初公司为了发展的需要组建了一支营销队伍，专业性从事内销业务运作。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为职工谋福利，给职工购买社保和工伤等相关保险，解
决了本地部分劳动力就业。并积极参于社会公益活动，如给雅安灾区损款 10000
元及其它捐助。

安池 牌工夫红茶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牌楼镇牌楼街

邮编：247113

电话：0566-4433006 4433031

传真：0566-4433006 4433031

网址：www.anchitea.com

邮箱：anchichaye@163.com

安徽省池州市安池茶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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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石台县西黄山茶叶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其前身为石台县剡溪茶厂。注册资本 100 万元，现有资产 1123.96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 459.9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8%，现有员工 33 人，生产经营场地 4288 平米。公司拥有一个剡溪茶业专业合作社，社员 219 人，和
一个西黄山茶苑，生态茶园基地 5280 亩，年生产加工能力 600 余吨。 

公司开发利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周边丰富茶资源，从事名优茶收购、加工、销售及茶叶技术服务与一体的民营企业。主要产品有西黄
山牌石台硒茶的石台香芽、牯牛降野茶、横山雾毫等绿茶 3 大系列 20 多个品种，注册了“西黄山”商标，（池州市知名商标）在生产的同时并注
重品牌的推广和宣传，2011 年通过了 QS 认证，2012 年通过了 ISO9001 质量和环境体系认证，公司茶厂现被评为石台县唯一一家名优茶生产清
洁化标准示范茶厂。

通过组建安徽石台县西黄山茶叶实业有限公司，推广茶叶基地管理、采摘和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技术；购置和引进茶叶采摘、修剪机械、茶
园中耕机械，成立机械专业队， 为茶农提供技术及设施服务，引导茶农改变一家一户传统分散经营模式，延长茶叶采收期，壮大茶产业链，创建
茶叶产业化经营模式。利用公司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旅游资源和生态优势，按照特色、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思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公
司 + 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2011 年投资 60 多万元，按照标准化，特色化，科技化建立 200 亩无性系高效茶园，
发展订单基地 5280 亩，带动本县 2000 户茶农年均增收 2000 元。

目前公司拥有员工 33 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人员 8 人，产品销往上海、南京、合肥及周边省市，深受客户好评。
管理上高度重视质量管理与监控，严格按产品质量要求组织生产，对原料基地实行全过程质量监控，强化科技指导和服务，确保了原料的无

害化、有机化，制定了较完善激励机制与规范的管理制度。引进相关设备、先进生产线和加工工艺，不断扩大生产能力。2011 年与国家茶产业技
术推广体系首席科学家李尚庆教授合作，我公司成为该推广体系茶叶加工制作机械试验基地，先后邀请了中科院中茶所和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教
授来公司现场实地进行茶叶加工制作技术指导，为茶叶的提质、整形、增效提供了技术保障。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发展绿色农业和特色农业，
2012 年实现产值 2499.48 万元、利润 145.8 万元，为创名优产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高了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先后被评为省级科技示范园，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单位，公司合作社 2011 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合作社，茶厂先后被评为石台县茶叶清洁化
加工标准示范茶厂，石台县规模企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法人代表陈卫武先后被评为省、市级农民创业带头人，2011 年被评为省级优秀
共产党员。  

牌石台硒茶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乡剡溪村

邮编：245113

电话：0566-6652888  6025889

传真：0566-6025889

网址：www.ahxhs.com

邮箱：ahhxs@sina.com    641858663@qq.com

安徽石台县西黄山茶叶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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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马坑源口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前身系有着 20 年历史的东至县马坑源口名

茶加工厂。公司位于国家经济示范区，全国无公害茶业示范基地—皖南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坐落在省

级生态村—源口村。这里森林植被达 98%，有着独特的自然小气候，确实是一个山清水秀、云雾缭绕、

春兰秋桂、四季飘香的好地方。公司占地面积 30 亩，现有职工 80 余人，注册资金 106 万元，公司自有

无公害茶园 6800 亩，其中有机茶面积 770 亩。公司投资新建了 1400 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引进了

国内先进的全套茶叶加工制作机械，厂区内清洁卫生，管理规范，为东至县茶叶标准化生产加工企业。

公司于 2005 年被东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消费者信得过”单位，“马坑源口”牌玉露银峰茶获得农

业部第二届博览会金奖，2005 年获得安徽省首届茶产业博览会市场畅销品牌，同时被池州市茶业协会、

池州市农技推广中心授予“池州市科学示范基地”，2006 年获得安徽省十大创新品牌名茶、首届中国安

徽茶产业网上评比“名优茶金奖”及“茶业生产先进企业。2007 年获得“东至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称号，2010 年获得“池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

 牌绿茶

地址：东至县花园里乡源口村

邮编：247271

电话：0566-8413028   13955514469

传真：0566-8413028

网址：www.ylyftea.com

邮箱：2361969950@qq.com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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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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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