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0

黄山裕籽贵茶油有限公司是集油茶产业科研、生产加工、贸易于一体的民营科技企业，全国油茶产业重点企业 .

公司的产品注册商标为“裕籽贵”，分为金百福（500ml）、锦康福（750ml）、佳祥和（1800ml）、优万康

（500ml、1000ml）、3L 桶装、5L 桶装、40ml 瓶装系列。“裕籽贵”牌茶油通过了有机产品、ISO22000:2005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和 QS 食品卫生安全认证，过硬的产品质量为公司先后赢得了 2010

年第三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2010 年第四届中国国际健康营养食用油产业博览会茶油类金奖，2012

年第五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

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科技创新，不断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与安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有着广泛

密切的合作关系。现已拥有安徽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1 项，荣获黄山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1 项，国家授权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各 1 项 .

 公司为安徽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1 年“裕籽贵”

商标已被评为黄山市著名商标，2012 年获得了安徽省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裕籽贵牌油茶籽油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城北工业园永兴一路 26 号

邮编：245061

电话：0559-3585576    3585577

黄山裕籽贵茶油有限公司

传真：0559-3585770

网址：www.yuzigui.com

邮箱：manager@yuzig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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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恒泰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我国固体环氧树脂生产骨干企业（2011 年国内同行业排行第二），中国粉末

协会会员单位，2009 年通过 ISO9000 认证。自 2003 年整体收购黄山市徽州精细化工厂以来，延续了黄山市最长的环氧树脂生

产历史。公司现有员工 128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5 人，企业规模和技术力量在同行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公司抓住国内粉末涂料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弃多产品经营模式，专业生产粉末涂料的主要原材料环氧树脂 E-12，以良好

的品质赢得客户和市场，自 2006 年以来稳居国内同行业前列。2006 至 2012 连续七年上榜黄山市纳税和销售百强企业。

在多年的发展中，公司自觉实践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和慈善事业 .2011 年完成“退城入园、发展循环经济”技改搬迁，

节能减排和环保水平不断提高，提前三年实现安徽省发改委规定的“十二五”节能减排任务，并在不断努力改进中。从未发生

重大安全事故和环保事故。作为农民工就业培训基地和共青团创业基地，吸纳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退役军人、残疾人就业、

通过村企互助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多年来义务培训三百余人。党支部和工会工作受到黄山市政府的多次表彰，为促进本地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公司专业生产环氧树脂 E-12：淡黄色或无色透明固体，以稳定的化学性能、超强的粘接粘接性能、电绝缘性能，与聚酯树

脂复配制成的粉末涂料具有光泽高，机械强度好，装饰性强等特性。是金属表面涂装保护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严把产品质量关，紧跟粉末涂料市场的快速发展的步伐，不断开发研究，与客户共同探索发展，以“成粉末涂料之美、

做环氧树脂专家”的进取态度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恒泰牌双酚 A 型环氧树脂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昌盛路 6 号  

邮编：245900

电话：0559-3515836     

传真：0559-3516638

网址： www.hshengtai.com/cn/

邮箱：491653427@qq.com

黄山市恒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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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1300 万元，占地 55 亩 , 是一家集科研与生产为一体的外向型企业。主要产品

有：高保封条、钢丝封条、塑料封条、挂锁封条、铁皮封条及电子封条等，产品获得专利几十项； 拥有一批高素质

企业管理人才及熟练的技工队伍，现有标准化厂房 13000 余平方米，专业设备 300 多台，员工 180 余人。属国内封

条行业中最具实力的企业，也是国内多家航运公司、油田、银行、快递、水务、电力公司的定点生产单位。 

本公司加大了新产品研发的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进度，通过自主创新和独占许可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形

成产品成果 13 项，公司研发的拉紧式钢丝封条安徽省科技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也通过了安徽省经信委专家鉴定，

获得新产品鉴定证书。机械安全封条在国内尚无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2010 年产品发布了《机械安全封条》企业标准，

2011 年 3 月《机械安全封条》安徽省地方标准已批准立项，等侯评审。2011 年 5 月，机械安全封条通过公安部第

三研究所检测，并与同月颁了安徽省公安厅《安全防范技术产品生产批准证书》，是我市唯一一家获得安全防范的

生产企业。2011 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chnseal®
牌机械安全封条

地址：安徽黄山工业园区（黄山市黄山区）

邮编：245700

电话：0559-5298705

传真：0559-5298771

网址：www.chnseal.com

邮箱：ZCJ8538030@126.com

黄山市亿利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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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华特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美容美发家用电器产品的外向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位于祁门县祁山镇灯塔谢家山，占地面积 10100 平方米，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现有资产 2800 多万元。目前公司员工 108 人，大专以上 37

人，占总数的 34.26%；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11 人，初级职称 21 人；其中企业管理人员 9 人，均为大专学历以上；研发人员 18 人，占比

16.67%；销售人员 7 人。近三年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良好，2010 年企业产品销售量 132 万件，实现产品销售额 5571.02 万元，利润 202.96

万元，税金 104 万元，企业总资产规模达 2438.89 万元；2011 年企业产品销售量 146 万件，实现产品销售额 6572.61 万元，利润 263.85 万元，

税金 151 万元，企业总资产规模达 2502.40 万元；2012 年企业产品销售量 169 万件，实现产品销售额 8982.50 万元，利润 340.44 万元，税金

142 万元，企业总资产规模达 2618.65 万元。公司主要产品有电吹风、烫发夹、卷发筒三大系列、近百款产品。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和“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 “WATTS”牌 HD 系列电吹风荣获 2008 年度黄山市知名品牌荣誉称号，2011 年“WATTS”牌商标被认定安徽

省著名商标和黄山市著名商标，并先后多次获得 “优秀民营企业”、“进出口先进企业”、“外贸出口先进企业”、“AA+”级信用企业、“A

级纳税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自行研发的“改进的电吹风”被评为 2010 年度黄山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2 年“低噪音调功调温智能

模块的应用”项目获得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立项。目前，公司已已获国家专利 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

利 5 项。绝大部分产品获得欧盟 CE\GS、美国和加拿大 ETL 认证，所有产品符合欧盟 RoHs 标准。企业采用先进的工艺设备，严格按照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及企业标准生产，企业目前拥有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设备 169 台（套、件），生产工艺及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公司已通过 IS0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其生产的“WATTS”牌电吹风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在 100%，一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6% 以上，市场理赔率在 0.01% 以下，客户满意度达到 99%。

公司是一家具有丰富外贸销售经验的家用电器生产企业。产品远销欧盟、美洲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销售

网络。经过多年来的市场开拓，公司产品现已畅销国外市场，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销售空间。

WATTS 牌电吹风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灯塔

邮编：245600

电话：0559-4503870    4503902

传真：0559-4503969

网址：www.wattshw.com 

邮箱：shelley@wattshw.com

黄山市华特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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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弋江源茶业有限公司（原黄山清溪香缘茶林有限公司）坐落于青弋江源头，被称为“世外桃源”和“中国画里乡村”的黄山黟县美溪乡，

是一家集茶树智能化良种繁育，茶树生态化种植，茶叶有机化管理，茶叶清洁化生产、茶叶现代化营销和茶叶高新化科研于一体的大型茶叶企业。

2010 年成立至今，企业始终坚持“源于自然，保护自然，回馈自然”的企业宗旨、“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企业使命和“发展绿色

经济，造福山区人民”的企业愿景。截止 2012 年，公司固定资产 954 万元，总资产达 2064 万元。现有员工 28 人，季节性用工 260 多人，其中

高级管理人员 5 人，高级技术研发人员 3 人。

公司品牌“弋江源”，取自青弋江源头之意；代表了“坚持从源头做起”的深刻品牌内涵。公司“四维一体”的生态源头系统和“四维一体”

的创新生产系统造就了“浓香型黄山茶典范”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青弋江上游因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山高谷深，峰峦绵延，云飘雾绕，植被繁茂，林海莽莽，峡谷幽深，瀑泉飞流，人烟稀少，因开发尚少，

才保存了当今的一方净土。现公司已拥有“二坑二河一堂一岭（韶坑、牛鼻坑、黄姑河、美溪河、拜祭堂和打鼓岭）”六块上千亩生态茶园基地。

公司的黄山毛峰标准化茶叶加工车间 , 建设面积 3000 平方米，打造毛峰干茶自动化、标准化、清洁化流水生产线 1 条；黄山毛峰初制厂占

地面积 2000 平方米，拥有各类茶叶加工设备 50 台套，年加工能力达 100 万斤。

   公司依托“科技专家大院”，实施茶产业产学研合作，加强与安农大、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对接，在现代化苗圃基地、标准示范茶园、茶

园绿色防控、茶叶加工机械改进，茶叶加工技艺提升、新产品研发、以及科研基地、实习基地等相关方面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合作。

2010 年，公司成立“弋江源茶业协会”；“弋江源”牌黄山毛峰茶荣获第五届国际茶文化节暨“中绿杯”名优绿茶评比金奖。2011 年，公

司产品被上海茶博会评为“受消费者欢迎产品奖”；“弋江源”品牌被安徽省特产协会评为“安徽省地方特产知名品牌”；被黄山市评为“黄山

市名牌农产品”；基地被黄山市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农村科普示范基地”。2012 年，公司成立“科技专家大院”；“弋江源”品牌被黄山市工商

局评为“黄山市著名商标”；企业取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称号。2013 年，企业取得“市级龙头企业”称号，企业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和有机茶认证。

弋江源茶业——浓香型黄山茶典范。

弋江源牌黄山毛峰

地址：黄山市黟县美溪乡庙林村

邮编：245521

电话：0559-5146999

传真：0559-5146999

网址：www.yjytea.com

邮箱：tongchenghf@163.com

安徽弋江源茶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