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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安徽省庐江安德利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是国家中型二档商业企业，先后被授予全国诚信单位、省改革先进单位、安徽省购物放心店、

省文明单位、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省诚信建设及职工职业道德教育双佳单位等多项殊荣。2003 年企业正式改制成功，并创立自主品牌安德利，

成立安徽省庐江安德利贸易中心有限公司，2012 年股份制改革成立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筹备上市。

安德利百货股分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综合百货、家电、服装、鞋帽、黄金日化等为经营范围的综合性超市，经营面积 9000 米，员工 1208 人，

截止到 2012 年底，公司营业额超 5 亿元。

二、品牌服务：安德利高度重视品牌服务建设，制订一系列服务规范，要求员工上岗前统一着装，服装整洁，仪表大方，宣扬“顾客永远是对的，

这是我服务的准则”，注重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强调诸多服务细节。消费者通过安德利服务与同行业其它服务比较，真切感受安德利服务实在、

热情，确实为广大消费者着想。

三、服务水平：安德利以“善待员工、善待消费者、善待供应商”为经营理念，真正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以同样的商品，我们价格最低，

同样价格，我们质量最优，同样质量，我们服务最好，在消费者心里，安德利服务质量一直位居同同市同行业之首。

四、发展蓝图：2011 年安德利制定了“八年百亿”工程目标，即到 2018 年，安德利集团销售收入突破 100 亿元，经营面积约 50 万平米，

员工达 2 万人，直营网点 150 家，综合百货商场 10 家，经营业态涉及大型商场、连锁超市、物流配送、农产品加工等。网点分布皖中、皖东南

大部分地区。

牌商业零售业

地址：皖庐江县文明中路 1 号

邮编：231500

电话：0551-87322445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0551-87322445

网址：www.sinoadl.com

邮箱：xu@xinoa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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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尚爵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隶属于金宝马集团公司，成立于二 00 六年，是安徽省内最具发展潜力、值得信赖的餐饮服务

管理公司之一，主要从事大型餐饮服务、酒店管理、会务接待、投资管理等业务。目前公司旗下有“尚爵鱼馆”、“尚爵烤鸭店”、

“尚爵生态酒店”、“麦肯希酒店”等品牌。

【尚爵鱼馆】位于合肥市“华尔街”——濉溪路金鼎广场 B 座，主营正宗南通江海鲜、养生淮扬菜、典藏湘菜、精品粤菜、

传统徽菜等纯正菜系。环境高贵、典雅时尚、前卫，精美卡座式大厅及豪华多功能包厢，包厢配备设施一流，功能齐全，集卡拉

OK、影视、阅览、网络等于一体。厢厢风格迥然，让您享受视觉冲击的美感。当您置身其中，便能亲切感受到传统与时尚的碰撞，

优雅与尊贵的交融。

【尚爵烤鸭店】位于蒙城路与阜南路交口润安大厦，主要经营正宗北京烤鸭、时尚官府菜、传统徽菜、精品粤菜等纯正菜系；

一流的装修设计，高雅的装饰风格，适合商务宴请、朋友聚餐、家庭聚会；内设二十多个风格迥异的包厢和优雅大厅；让您感受

中西文化的交融，品味精美特色文化的美食；走进尚爵，让您享受特色美味的同时，更加丰收喜悦。

【尚爵生态酒店】集餐饮、茶艺、客房于一体，为四海宾客打造全方位的温馨服务体验。位于双墩镇凤湖路与龙湖路交叉口，

毗邻元一高尔夫球场，周边风景秀美，景色怡人，视野开阔的环湖美景尽收眼底。其优美的环境，让宾客在享受精致养生美食的同时，

更添了几分视觉上的享受，尽享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尚爵先后荣获国家、省、市颁发的：“国家特级酒家 - 五钻级”、 “中国绿色饭店 - 五叶级”、“ISO19001-2000 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全国十佳商务宴接待单位”、“安徽餐饮名店”、“食品安全诚信共建单位”、“食品卫生等级 A 级单位”、“安

徽无味精餐厅”、“安徽创新酒店”、“先进单位”、“中国餐饮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十大商务餐饮名店”、“餐饮行业

领衔单位”、“十大美食餐厅”、“百大金牌菜”荣誉店、“餐饮行业常务理事单位”、“消费者信过单位”等等多项荣誉称号。

公司秉承“高品位、多元化、时尚、创新”的经营理念，追求“服务至上、顾客愉悦”的最高宗旨，遵循创新、健康、品位、

时尚的核心精神，追求品质的创新和突破。吸收中华饮食之精华，博采各家之所长，以卓尔不凡的气度重新演绎安徽餐饮新乐章。

尚爵犹如伯爵夫人的首饰盒，聚合了散落在各处的酒店业界珍珠，先后成功运营了主营江海鲜的尚爵鱼馆、主营北京烤鸭的

尚爵烤鸭店及尚爵生态酒店等，凭借其组合出的完美执行团队，朝着打造“安徽餐饮风向标”，将尚爵淬炼成为“品牌知名、管

理科学、创新能力强、核心竞争力突出”的国内著名餐饮集团的目标而矢志前行。

尚爵 牌餐饮

【尚爵酒店—尚爵鱼馆】订宴电话：0551-65365777

地址：合肥市濉溪路金鼎广场 B 座

【尚爵烤鸭店】订宴电话：0551-62993777

地址：合肥市阜南路与蒙城路交口润安大厦西

【尚爵生态酒店】订宴电话：0551-66396688

地址：双墩镇龙湖北路与凤湖路交口（元一高尔夫北 50 米）

安徽尚爵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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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坐落于合肥是包河工业园区延安路 13 号。前身为安徽省标准计量局的一

个科（技术检定科），1978 年 5 月局所分开，正式成立“安徽省计量所”， 1979 年 6 月 8 日经安徽

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更名为“安徽省计量测试研究所”，2007 年 5 月 29 日经安徽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更

名“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1994 年 5 月 21 日和 1995 年 3 月 23 日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成

立了安徽省计量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安徽省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2009 年经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在我院建成国家气体流量仪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2010 年，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 ( 安徽 ) 落户

我院。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依法设置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验业务完全独立于生产、使用、

销售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属非盈利性社会公益性机构，隶属于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我院现有在职在岗人员 218 人，其中高级职称 47 人、中级职称 46 人、初级职称 32 人；工程师

以上 93 人员，占 42.7%。现有建筑面积 33056 平方米，其中恒温面积 5000 平方米，现有仪器设备

1800 多台（套、件），固定资产原值近 8317 万元。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207 项（其中最高标准

55 项，次级标准 151 项），已开展几何量、力学、温度、电磁、无线电、时间频率、化学、光学、声

学、电离辐射十大类计量检定 309 项、商品量 / 商品包装检验 5 项。已开展计量器具型式评价 29 项，

通过实验室认可校准项目 366 项、检测项目 49 项。经计量认证，计量器具产品质量检验 104 项；汽车、

农用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质量检验 81 项；能源计量器具检测 33 项，能平衡测试和在线检测 3 项，

能效标识计量检测 2 项。经省科技厅认定，可进行省级科技成果检测鉴定计量器具新产品 6 类 81 项，

汽车新产品 7 类 61 项。

我院主要职责和任务是：负责研究、建立、使用、维护、保存计量标准和安徽省最高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负责量值传递和量值溯源，承担强制检定、仲裁检定等法律规定的检定任务，开展计量校准

和计量测试工作；进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试验、商品量 / 商品包装检验等法律规定的其他检测任务；

承担计量科学、测试技术、计量技术法规的研究以及计量测试仪器设备的研制任务，并负责起草计量

技术规范；进行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监测、节能量审核和用能产品能效标识计量检测；接受委托开展

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积极探索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和应用的有效途径，向社会提供能源计量技术

服务，为节能减排提供计量技术保障。对计量器具、气体流量仪表、汽车、农用车、摩托车及其零部

件等产品实施质量监督检验；为全省实施计量和有关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保障，并承担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计量监督工作；承担省科技厅下达的科研成果鉴定检测工作；完成国家质检总局和安徽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交办的指令性任务，或其它部门委托的其它任务。

牌检验检测

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 13 号

邮编：230051

电话：0551-63356206

传真：0551-63356206

网址：www.ahjly.com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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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以下简称“监测站”），俗称“检测一站”，是根据安徽省建设厅建管字 [1985]156 号文于 1985 年成立的。

1989 年首次通过了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安徽省建设厅共同组织的计量认证 / 审查认可，成为安徽省建筑工程（材料、产品）类最高授权法定

检测机构，多次通过复查换证工作。

2006 年，根据建设部第 141 号部令《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和安徽省建设厅相关要求，监测站经安徽省工商局核准，由安徽省·淮委

水利科学研究院出资注册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机构，并完成检测机构资质重新认定工作，获得建设行业见证取样和多个专项检测资质。

2008 年，经安徽省建设厅批准承担“建设工程结构可靠性鉴定、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鉴定和工程质量检测争议复检”等专项授权检测工作。

监测站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根据合肥和蚌埠两地开展检测业务和专业特点，现设有合肥检测部、岩土工程检测部、结材检测部和管理部。

监测站拥有一批专业素质高、熟悉国内外标准、检测检验实践经验丰富的检测技术人员。

监测站实验室建筑面积 8200 多平方米，其中普通试验室面积 5500 多平方米，特殊环境试验室面积 320 多平方米。主要仪器设备有 550 多台套，

设备总值过千万元。

二、主要业务范围

1、工程检测

现有检测能力涉及工程建筑材料和建材产品（构配件）、地基与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工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桥梁结构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建筑节能、建筑门窗及幕墙、建筑能效评估等。

2、工程安全性鉴定和司法鉴定

各种建筑物使用性鉴定、安全性鉴定和司法鉴定；旧建筑物的老化病害检测及评估；火灾建筑损伤检测及安全性评估。

3、检测技术研究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牌检测技术服务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55 号

          蚌埠市治淮路 771 号（蚌埠分部）

邮编：230088（合肥）/233000（蚌埠）

电话：0551-5327309/0552-3051563

传真：0551-5327309/0552-3051563

网址：www.ahwrri.org.cn

邮箱：jczah@vip.163.com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

结合工程实践，开展建筑材料性能、建材产品性能、工程结构性能、地

基和基桩荷载传递机理、工程检测技术方法和安全监测研究。多年来，监测

站获得十余项部、厅级科技进步奖；4 项发明专利，28 项实用新型专利；参

编国家、行业和安徽省地方标准近 10 部。

20 多年来，在省建设厅的领导下，在省技术监督局指导下，本单位的检

测能力不断加强，检测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管理水平不断提升，逐步发展成

为综合性检测机构。全站人员始终坚持“科学公正、求真高效”的质量方针，

积极工作，奋力开拓，以技术标准为依据，实事求是地为工程质量做出可靠

的评价，先后在全省各市县完成了五千多项工程质量检测、质量仲裁和可靠

性鉴定等工作，没有发生一起检测质量事故，树立了检测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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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太湖县高速路口

邮编：246000

电话：0556-4189077

传真：0556-4189077

网址：www.wqnwby.com/

邮箱：wqnwby@126.com《老子天下第一》

五千年文博园，坐落在人杰地灵的安庆市太湖县，规划占地 5000 亩，由“一梦千年”、

“十里画廊”等景区组成，以“中华文化主题公园”为建设定位，以创建“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为目标，致力于打造一座世界朝圣东方文明的艺术殿堂。景区先后被国家文

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2012 年成为网民最关注的“中国十大文化旅游景区”，入选“长三角 100 个不得不去的

地方”、“安徽旅游品牌影响力奖——四大景区品牌”等。

五千年文博园一期“一梦千年”景区已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对外开放，自开园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累计接待游客 400 余万人次，为太湖县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作出了突出贡献；二期“十里画廊”景区也将于 2014 年建成开园。

五千年文博园，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鲜明的文化特色。目前，景区正在对照《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等文件自查自补，定任务、定进度、定责任，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五千年文博园，将继往开来，不断推陈出新，让所有的游客在五千年文

博园这片厚重的土地上，都能真正采撷到旅游带来的快乐，文化带来的洗礼，历史带来

的震撼！让国内外游客通过人文旅游来更多地触摸与感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让中华

文化影响世界！

五千年文博园 牌文化旅游

安庆市五千年文博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赵朴初思乡》

《与日同辉》《龙腾》 《大门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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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禾泉农庄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安徽省农家乐旅游示范点。在市、县各级领导

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围绕农业产业持续不断、深度地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及产品，取得了一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禾泉农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汲取、创新适合农庄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完善组织机构，遵循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所要

求的标准全面系统的进行企业内部管理，将基础工作做的扎实有效。农庄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是以大禹文化、皖北农耕文化和现代

生态农业为基础，重点放在休闲度假和乡村旅游上。农庄建有 6000 平方米的生态餐厅、160 余间客房及生态会所，观赏、体验式

景点有梅花鹿苑、果园养鸡场、石榴盆景园、百年石榴园、禹狄酿酒坊、禾泉观鱼亭、大禹浴足池、有机菜地、天井、小小动物园、

绿化植物园、农具展、拓展训练等。禾泉农庄还积极发展种植及养殖业，并开发出鹿血、鹿茸等系列深加工的“禹狄”养生酒，

果园草鸡、草鸡蛋等绿色农产品，并且供不应求。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乡村旅游体系，充分满足了游客“吃、住、行、游、购、

娱”六大旅游服务要求。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适逢怀远县涂山——白乳泉禹文化风景名胜区的大开发，禾泉农庄将会紧紧抓住机遇，在现有

观光旅游平台的基础上，在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再创辉煌。

禾泉农庄 牌宾馆和餐饮

地址： 蚌埠市涂山风景区涂山园艺场西 100 米禾泉农庄院内

邮编：233411

电话：0552-2870721

安徽禾泉农庄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传真：0552-2870721

网址：www.ahhqnz.com

邮箱：14840037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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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云山风景名胜区，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境内，古称白岳，与黄山南北相望，风景绮丽，素有“黄山白岳甲江南”

之美誉，因最高峰廊崖“一石插天，与云并齐”而得名，乾隆帝称之为“天下无双胜景，江南第一名山”。景区内

琳琅满目的丹霞地貌、香烟缭绕的道院法场、星罗棋布的摩崖石刻、婉约内敛的徽州田园形成了一幅斑斓恢弘的山

水画卷。

早在唐代，道教即传入齐云山，历经宋、元两代，基业初奠。明代嘉靖年间，正一派张天师奉旨为帝求子应验，

龙心大悦，敕建“玄天太素宫”， 修建道院，完善道规，从此齐云山声名远播，香火日盛，逐渐成为江南道教活动中心。

在这座地处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县境内的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除了天开神秀的美丽景色，更重要的是

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宋、元、明、清 560 年的历史中，从这座大山周围共走出了 19 位文武状元，2996 位举人，

休宁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状元县；古往今来，这些学子们在临考之前无不前来齐云山烧香祈拜，得偿所愿后捐资助学，

造福乡党。文昌阁、梦真桥、千年古榉、寿字崖、真仙洞府成了虔诚的人们入仕、祈福、求学、求子的圣地所在。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显官巨贾纷至沓来，羽冠香客、士子游人访幽而止。以一睹神山秀水为快事，或赋诗题词，

或树碑为记，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珍贵文化遗产。目前齐云山除了道教的宫、殿、寺、庙等 108 处外，尚有摩崖石刻

和碑刻 537 处，主要分布于真仙洞府、石桥岩和紫霄崖一带，年代上起北宋年间，下接当代书画名家，俨然历代书

法大展览，构成了令人神往的人文景观。

齐云山 牌旅游景点

玉虚宫

象鼻岩

齐云仙境 [ 潘志超摄 ]

齐云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镇

邮编：245451

电话：0559-7560167  7561088  400-0018686

传真：0559-7560777

网址：www.anhuiqys.com

邮箱：anhuiqy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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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歙县牌坊群鲍家花园景区座落于山青水秀的歙县棠樾村内，由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鲍家花园组成。此地距古城歙

县 10 公里，距市府所在地屯溪 27 公里。

棠樾为鲍氏家族的聚居地。该家族自南宋建炎年间迁此定居，绵延了 800 余年。以“忠、孝、节、义”核心的石牌坊，由两

头向中间依次排列，呈半弧形展开，自西向东依次为鲍灿孝行坊、慈孝里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渊妻节孝坊、

鲍逢昌孝子坊、鲍象贤尚书坊。七座牌坊庄重威严，连成一线，鱼贯而立。

沉稳凝重的敦本堂，俗称男祠，坐北朝南，三进五开间，五凤楼门厅，整个祠堂的结构简洁明了，银杏为柱，樟木作梁，砖、

木、石雕洗练不繁，处处透露出儒家人生哲理和文化内涵，显示着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祠内现保存有宗族管理制度的碑刻、

立有《嘉庆上谕三道碑》等，是研究宗法制度不可多得的实例。

独一无二的清懿堂，俗称女祠，坐南朝北，五开间，三进，马头墙，整个祠堂结构紧凑，造型流畅，内秀而外朴，端庄而不刻板。

雕镌典雅瑰丽，尤以门厅外之八字墙，满饰砖雕，玲珑剔透，华采纷呈，被誉为徽地祠宇砖雕之最。

与牌坊群相谐互生的鲍家花园，是以徽商私家园林为背景，以徽派盆景为主题，汇集徽派盆景艺术之精华，同时荟萃国内各

流派盆景的代表作品，是一个品位较高的盆景观赏基地。该园占地 21.73 公顷，其中人工湖、盆景园各 5.33 公顷。展出盆景近万钵。

园内盆景品类俱全，形式多样，玲珑活泼。大型山水组合，有的意趣横生，素雅闲适，有的妖容丽姿，争奇斗妍。树桩盆景神态

万千，奇特自然，山石盆景苍劲拙朴，气势磅礴，俨如一座盆景艺术博物馆，置身园中，水光潋滟，花木成趣。

     景区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地，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也是黄山市“十佳”旅游景点。

牌景区旅游服务

地址：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棠樾村

邮编：245200

电话：0559-6751111   6751878

传真：0559-6751898

网址：www.paifangqun.com

邮箱：paifangqun@163.com
电视剧《女人花》剧组在牌坊群鲍家花

园景区拍摄

鲍家花园景致 2- 徽风园

江泽民视察景区

导游为游客讲解 导游为游客讲解

黄山歙县牌坊群鲍家花园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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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马鞍山市湖南西路 79 号
邮编：243000
电话：0555-2354399

安徽梦都集团组建于 2004 年 5 月，是一家以连锁餐饮为主，集宾馆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企业集团，总部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目前总资产 4.8 亿元，员工 2000 余人，年纳税过千万。      

下属酒店在菜肴、服务、环境，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拥有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享誉一方。拧成一股绳的梦都人，挥洒

着热情和汗水，缔结了逐年攀升的营业额，连续荣膺“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并先后荣获“中华餐饮名店”、“全国绿色餐饮企

业”、“安徽省十大最具影响力餐饮品牌”、“安徽省餐饮名店”、“安徽省质量管理奖”等荣誉称号，连续五年跻身“安徽民

营企业百强”。2011 年“梦都”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率先在餐饮业实施“5S”管理和 ERP 信息化管理，推行 A 管理模

式，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推行精益化生产方式，建立起完整的标准化体系。不断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引进、培养各类管理人才，

快速提升管理水平，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坚持“一流品质、诚实经营，为大众服务”的经营宗旨，发扬“以感恩心情回报

顾客信赖，用一流管理创造一流品质”的企业精神，努力实践“不断走近大众，走进社区，与社会融为一体，成为对社会有贡献、

有价值的企业”这一社会价值观。在对客服务上，实行“优质服务 = 规范服务 + 情感服务 + 惊喜服务”的服务模式，根据多年的

服务经验总结出独具特色的《梦都服务圣经》，充分满足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和愿望。            

2009 年进入江苏市场在南京河西奥体中心投资 4000 多万元打造了首家跨省发展高档美食会所“梦都会”。2010 年 12 月

19 日开业的“北京梦都酒家”是集团斥巨资在北京丰台区打造的豪华餐饮酒店。2011 年 6 月“上海梦都酒家”在江桥万达广场

盛妆开业。2012 年梦都四季商务连锁酒店、梦都皖湘汇酒店四家连锁店相继开业，快速崛起稳步发展，我们已经从安徽地方性企

业成长为全国性的企业。以“梦都会”和“梦都酒家”两个品牌为依托，以徽文化为底蕴，致力于徽菜开发和徽文化的传播。我

们的理想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餐饮传播到全世界，将我们的酒店开到纽约、巴黎等城市，同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中华美食。   

梦都集团在做大做强餐饮宾馆业的同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进军房产、贸易、金融行业，形成餐饮、房产、贸易、金融的

四轮驱动。      

今天的梦都集团，是马鞍山形象的窗口，是安徽的名片，是安徽民营餐饮企业的领头羊，更是安徽人引以为傲的品牌。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梦都人不断学习，结合集团发展实情，加快步伐，开拓奋进，谋求多元化发展，力争使“梦都”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的

品牌企业！

安
徽
省
梦
都
餐
饮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牌餐饮、宾馆

传真：0555-2354399
网址：www.mengdugroup.com
邮箱：mengdugrouphr@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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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是隶属铜化集团的铜陵市物流骨干企业之一。公司主要经营普货运输、危化品运输、客

运和企业工序间物流服务、液碱液氨商贸业务等。拥有各类运营车辆 120 多辆、社会协作控制车辆 100 余辆。年物

流量达 800 万吨，年平均增速达 20% 以上。公司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安徽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安徽省物流

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安徽省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会员单位，铜陵市物流协会副会长单位，是国家综合型 AAA 级物

流企业、国家 AAA 级信用物流企业、安徽省四星级物流企业、安徽省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安徽名牌。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为中心，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促发展”的经营方针，不断强化质量管理，

注重品牌建设，全面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荣获安徽省卓越绩效奖，成为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全方位为顾

客提供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的综合物流服务。

公司正在筹建的“皖中南物流中心”项目，为国债资金扶持项目、省“861”重点工程和铜陵市重点工程。该项

目已和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签订物联网示范工程合作协议，力争通过 3-5 年的努力，发展成为皖中南最大的综合服

务型物流中心。

牌物流服务等

地址：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芜路

邮编：244151

电话：0562-2188926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传真：0562-2188915

网址：www.ahthwl.com

邮箱：13955902238@139.com

签字仪式 物流业务开展

客运整装待发

货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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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路港一路 16 号 
邮编：241006
电话：0553-5840521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港）是一家集煤炭物流、大宗生产资料电商物流和集装箱物流于一体的大型现

代综合物流企业。芜湖港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结合部，是长江能源输出第一大港和安徽

省最大的货运、外贸、集装箱中转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安徽省内规模最大的现代综合物流企业之一。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2003 年 3 月正式上市。2010 年 12 月，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完成战略重组，淮南

矿业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2011 年，芜湖港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第一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点。在 2012 年中国《财富》

国内上市公司 500 强排行榜中，芜湖港排名第 151 位，在港口行业里，位居第一。目前，公司享有国家 AAAA 级物

流企业、国家标准化 AAAA 级良好行为企业、安徽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公司秉承“服务社会、回报股东、造福员工”企业宗旨，围绕“大物流、大服务、大效益”发展战略，坚持“健

康、前瞻、集成、精细”管理理念，按照“装备一流、管理一流、效益一流”发展方向，致力于打造具有多种功能的

大型现代综合物流企业。

公司“十二五”发展目标：立足安徽，面向华东，沿长江黄金水道，跨江发展，承东启西，衔接南北，按照“装

备一流、管理一流、效益一流”的要求，逐步建立大宗生产资料交易平台、煤炭交易平台，仓储管理中心，煤炭物流

基地、钢材物流基地、集装箱物流基地、石材物流基地。到“十二五”末，公司资产总量达到 300 亿元以上，年货

物吞吐量 7000 万吨，集装箱 150 万 TEU，煤炭铁运量 5000 万吨，投资规模 100 亿元以上，实现税收 20 亿元，产

值突破 500 亿元，打造一个交易额达千亿元规模的物流园区。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牌物流服务

传真：0553-5840510
网址：www.wuhuport.com 
邮箱：whps@whps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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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浦新农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注册号：340223000012347），设于南陵县大浦新农村

建设试验区。2010 年成为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分会理事单位，被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评定委员会评

定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 年被国家农业部、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获得“中

国休闲创新奖（旅游景区创新奖）”称号，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家级 4A 旅游景区”。

景区规划面积 16 平方公里，有浦西湖、池湖两大湖泊，水域总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园区采取企业资本参与建

设这一特色模式进行，由安徽鲁班集团下属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芜湖东源新农村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建设，由安徽大浦新农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村企共建、政策

创新、产业推动”的新思路。重点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为基础，以高新科技为引领，以乡村旅游为拉动，以农民致

富为核心，以优势产业为依托，形成一个有机组合的现代农业孵化基地。并以打造现代农业孵化基地，国家级生态旅

游度假休闲基地，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和新型农民培训基地，安全农副产品国际交易物流中心，绿色食品工业园，新

型农民社区六大功能为宗旨。

牌旅游景点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

邮编：241300

咨询电话：0553-2362666     投诉电话：0553-2362159    

传真：0553-2362222

网址：www.dpxcsj.com

安徽大浦新农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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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乡新农村

邮编：245113

电话：0566-6658550

传真：0566-6658551

网址：www.guniujiang.com/

邮箱：ahstgnj@126.com

石台县牯牛降景区位于县城仁里镇向南二十二公里处的大演乡和仙寓镇境内，景区正南面与祁门县交界。牯牛降主峰的高度是 1727.6 米，三

分之二部分坐落在石台县境内。牯牛降主峰的山体形态酷似一头神牛从天而降，因而被称作“牯牛降”。

牯牛降于 1988 年被国务院批准设立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华东地区动植物基因库”， “绿色自然博物院”。区内青山绿水相依，烟云变化无常，

于险峻中见温柔，秀美中见恬静，奇幻中见优雅，集雄、奇、幽、秀于一身。有奇松、怪石、云海、佛光“四绝”。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

量在全国同类景区中最高，瞬间浓度每立方厘米 31 万个，故有“天然氧吧”之称；这里人杰地灵，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有明

末复社领袖、文学家、爱国诗人吴应箕的遗迹、以及折射着中国大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标语墙……

2010 年牯牛降景区被评定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现已开发开放的景区有龙门景区和双龙谷景区，灵山景区和牯牛峰景区都在建设中正待陆

续开放。

龙门景区：位于大演乡境内。主要景点有严家古村、情人谷、四叠飞瀑、天作迷宫、龙门潭等。严家古村内徽派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村中有老磨房、

古祠堂、标语墙，自然、人文景观俱佳；“情人谷”三面环山，岩壁陡峭，茂林修竹，泉水淙淙，是情侣眷属的好去处；“四叠飞瀑”象一匹硕

大的四叠白帘直挂崖壁，如雪似玉，曲折回环，似从天降；“龙门潭”潭水青碧，峡谷幽深，怪石遍布，古木如盖，有百丈岩、滚石滩、栖贤洞、

隐月池、南国小长城等景点，实为大自然创造的“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双龙谷景区：位处龙门与主峰之间。该景区的特点是：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这片原始森林中，牯牛降所有的动植物种

群都集中于此，有属于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红豆杉、三尖杉、香果树、永瓣藤、鹅掌楸等珍稀植物；有属国家一、二类保护的金钱豹、云豹、梅花鹿、

苏门羚、黑麂等异兽；有属国家一、二类保护的白颈长尾雉、白鹇、黄鹂、白鹂等珍禽。真乃 “野生动物的天堂”，该景区以作为牯牛降生物多

样性体验区。

随着以上四大景区的不断开放，牯牛降将是一个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保健疗养、科学考察，以及登山、攀岩、穿越、溯溪、拓展、滑翔、

野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景区。

   

安徽省石台县牯牛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牌旅游景点

四叠瀑布龙门潭

牯牛降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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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神奇的天堂寨，碧波万顷，幽深静谧，犹如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镶嵌在

大别山腹地。成陆于 26 亿年前新太古年代的天堂寨被誉为“中华山祖”。她横亘

在吴楚大地，是江淮分水岭、皖鄂分界地，又是华东、华中、华北三大植物区系交

汇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小气候环境，孕育了这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

天堂寨系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古称“多云山”，景区内常年云雾缭绕、俊峰林立、

群瀑飘逸。最高峰海拔 1729.13 米，为大别山主峰之一，古称“吴楚东南第一关”；

森林覆被率高达 96.5%，山顶有被誉为“天池”的天塘；　山腰有大小瀑布 10 多道，

其中有落差 50 米以上的就有 18 道，环绕山体；山下溪流纵横，戏水、漂流让你流

连往返。因而，天堂寨又被称之为“水韵天堂寨”。还有那栩栩如生的佛光普照、

含情脉脉的情侣双石、意欲出海的鲸鱼巨峰，奋蹄奔驰的白马峰……，更让人感叹

于大自然的神工鬼斧和无穷造化。

天堂寨，四季皆景，景景醉人。天堂寨之春，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百鸟齐鸣，

春的气息鲜明浓烈；天堂寨之夏，清凉浸肤，通体舒畅，夏的躁热荡然无存；天堂

寨之秋，天高气爽，绚丽多姿，层林尽染，秋的色彩五彩斑斓；天堂寨之冬，飞瀑

凝冰，雪映山色，银妆素裹，冬天的韵味分外妖娆。天堂寨，正用她最朴素、最含

蓄的方式，舞动着曼妙的身姿、绽放着无穷的魅力，使人回味、让人遐想……

雄伟博大的天堂寨不仅集结了“奇峰、飞瀑、林海、峡谷、云雾、幽潭”等众

多自然景观，还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这里有“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

方指挥部”旧址，纯朴厚重的民俗民风更与生态景观交相辉映。进入天堂寨，有“我

在山里行，赛过做神仙”的真实感受。

远离城市的喧嚣，抛却世间的烦恼，做回自我，融入天堂寨吧！徜徉在参天密

林间，呼吸着森林的芬芳，感受着良好的环境，让身心放假，让天人合一。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景区

邮编：237343

电话：05647528098

传真：05647528312

网址：www.ttzly.com

邮箱：ahttzly@126.com 

安徽省天堂寨旅游发展总公司

将军岩 九影瀑 峡谷幽潭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

天堂云海

天堂云海

牌旅游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