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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公司筹建于 2002 年，

同年 12 月正式投产。目前，车间在用生产线 15 条，其中

TFA/3-250B 型灌装机 3 条、TFA/3-200B 灌装机 8 条、

百利灌装机 2 条、A1-TFA/3-250B 灌装机 1 条、TPA/

A3-250S 灌装机 1 条 ( 特仑苏），主要生产品项为特仑苏、

纯牛奶、高钙奶、核桃奶，日均产能 433 吨。

咨询电话：18648245776

乌兰浩特市
顺源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乌 兰 浩 特 市 顺 源 农

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拥

有智能化生产设备，数控

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

光纤激光切割机等国际

领先机械设备近百台套。

公司集冲压、焊接、钣金、

静电喷涂、喷砂、机械加

工、装配等工艺流程为一

体的农牧机械制造企业，

已申请颁发 17 项专利。

咨询电话：0482-8212781    13948291818

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唯一一家

拥有冻干粉针剂的生产企业，也是自治区唯一取得大、

小容量注射剂和冻干粉针 GMP 证书，同时具备大容量

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等无菌制剂剂型的

制药企业。

咨询电话（微信）：13644899886 

用责任心做事 用感恩心做人 蹦出快乐 蹦出健康 

咨询电话 :16223600000

竞速文体基地蹦床中心

乌兰浩特市
莹林醇基液体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浩特市莹林醇基液体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拥有

全国领先的碳氢油生产技术，并与多家知名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

咨询电话：13948281891

乌兰浩特地方产品互联营销中心

乌兰浩特地方产品互联营销中心，中心集全市工业

企业展示、线下产品销售、线上电商交易、物流配送于一

体。在中心展示产品的企业已经达到 109 家。

咨询电话：18204802222

乌兰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倾情推荐企业

华润雪花啤酒（兴安）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兴安）有限公司是华润雪花啤酒进

入内蒙古的第一家啤酒生产企业。

公司从原料采购、设备选择、生产工艺、仓储设施，均

以高于行业标准的管控水平为生产保驾护航，确保每一

瓶雪花啤酒质量上乘，口感新鲜。并连续四年荣获区域

公司“质量进步奖”的殊荣。

咨询电话：18204820061 

兴安盟岭南香农产品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岭南香

大米被国家授予“中国名牌农

产品”称号；公司还获得自治

区级科研成果 1 项、盟级科技

成果 3 项。

咨询电话：13948999508

兴安盟
岭南香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成果转化，专利技术合作，专业人才培养，科研

信息交流。

咨询电话：0482-8203888    13948281188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结合兴安盟无污

染的天然生态环境滋养的物产资源，以及始终倡导贯

彻的“安全、好吃、健康”产品生产理念，致力于打造

全产业链国际标准产品体系。

万佳炒菜鲜，健康美味多！ 

咨询电话：13947480326

兴安盟九州大地饲料有限公司

兴安盟九州大地饲料

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饲

料企业。年产畜禽、反刍动

物饲料 12 万吨，玉米膨化

压片 5 万吨。

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

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

补充料的饲料企业，是兴安

盟地区规模较大的饲料工

业生产企业，也是本地区生猪、奶业产业化项目重要

的配套项目和饲料工业的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0482-8423222  8522002

兴安盟双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建

有一万吨粮储库、10 万平米硬化场地、

日产 500 吨粮食烘干塔一座、日产 100

吨现代化大米生产流水线一条。

咨询电话：13947488352

兴安盟双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浩特市凯源科技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市凯源科技采用自动化生产线，专业生产建

筑节能保温材料。公司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市场，

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

咨询电话：15048260570

内蒙古瑞祥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瑞祥农牧业

开发有限公司专业生产

全元素高效有机肥、复

合微生物肥、生物有机

肥等系列产品。产品主

要用于有机糯玉米、有

机水稻、根茎类作物等

经济作物，亦适用于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咨询电话：0482-8420933

乌兰浩特市敖梦尔木业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市敖梦尔木业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敖梦尔”品

牌系列家具，已获得了国家注

册商标和外贸出口权。公司主

要生产经营实木中式、欧式、板

式、办公等高中档系列家居家

具及全屋定制家居家具。

咨询电话：15034809660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十余家分子

公司，现拥有丹神、红城等 7 个商标，形成了集蒙药材种

植、研发、生产、销售及现代化医药物流五位一体的蒙药

全产业链发展新体系。

乌兰浩特咨询电话：0482-8518148

北京咨询电话：010-63256625

乌兰浩特市松洲园食品加工厂

乌兰浩特市松洲园食

品加工厂，为红城百姓能

吃上真正安全健康的食品

而奋斗，努力打造成糕饼

行业标杆企业。

咨询电话：

18248214913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
雪峰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雪峰

面粉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

小麦种植、粮食仓储、食品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规

模化、专业化的面粉加工企

业，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

已 通 过 ISO 9001:2008 质 量

管理体系认证，获得“全国放

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效益型先进企

业”“文明诚信私营企业”等荣誉。

咨询电话：0482-8513888   0482-8229341

乌兰浩特市鼎大牧业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市鼎大牧

业有限公司是集饲料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和 12

万只蛋鸡养殖，秸秆生物

有机肥为一体的综合农

牧企业。是兴安盟农牧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咨 询 电 话：0482-

8373555

传承百年工艺、 纯

粮固态发酵 ，红云老酒 

——匠心酿制 ！老朋

友、 老感情、 老味道！

开 盖 扫 码，码 上 得 红

包！

红云酒业——始建

于 1921 年，内蒙古老字

号酿酒企业，内蒙古著名商标，中国专利磁化酒酿造企业，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咨询电话：0482-8522999  8522888  8522555 

乌兰浩特红云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八骏马民族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内蒙古八骏马民族用品制造

有限公司拥有丰富的制造经验

和雄厚的技术力量，民族用品及

工艺品做工精良、用料考究、造

型美观、民族特点浓郁，各种产

品规格齐全，在国内外市场占据

一席之地。 

咨询电话：15004820777       

兴安盟草原三河
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兴安盟草原三河有机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集水

稻种植、加工、销售、技术指

导及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农

业开发公司。现有签约农

户 803 户、员工 59 人，拥有

有机水稻种植基地 1500 亩

及绿色水稻种植基地 7000 亩。年加工水稻 8000-10000

吨，年销售额 3000 万元以上。

咨询电话：0482-8221888

内蒙古德源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德源饮品有限责

任公司主要产品有果味饮料、

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等，年生

产能力为 5 万吨。记忆中的

时光，忘不掉的味道——蒙果

饮料！

咨询电话：16604823008

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 年 6 月，年产值

和销售收入均超亿元，公司自成立至今已有 40 余项科

研成果。

咨询电话：0482-8281586

兴安盟蒙兴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盟蒙兴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农业创新技

术研发为主，种植有机食品和优

质农产品及加工、销售为辅，配

套休闲观光农业为一体的现代

农业公司。

咨询电话：13948281706

内蒙古草原朗润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宗旨：做健康食品

企业精神：求真务实 开拓

进取

企业价值：让客户感动

咨询电话 : 0482-8510678  

13948892277

内蒙古日出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日出东方药业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品种有防风、甘

草、黄芪、赤芍、黄芩等 20 多个

品种。主要产品形式：种子、种

苗、基地、种植技术等。

咨 询 电 话：0482-2847077  

18704820588

林春家居

本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家具生产

机械设备，是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

的综合性企业。

咨 询 电 话：15704813337  0482-

8889889

内蒙古河套乌兰浩特酒业有限

责任公司（隶属于内蒙古河套酒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先

进机械化酿酒设备和技术水平的固

态白酒生产企业。河套骄子酒 ！

高品质、高品味的享受！

咨询电话：15148295899    0482-3967699

内蒙古河套乌兰浩特酒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红城乳业有限公司

每天一杯红城奶，健康

身体喝出来！

咨询电话：

13948991008

内蒙古迎晨服装集团

闻鸡起舞  迎晨放歌

咨询电话（微信）：

15904825528   

内蒙古兴安盟可为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兴安盟可为食品有限

公司产品有北果传奇沙果干、纯

野生蓝莓干、可为沙果汁、野生蓝

莓汁等。

咨询电话：0482-3801999  

                1894793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