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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德源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加强企业合作 做好产品代加工
在乌兰浩特市，无论是烧烤店还是火锅城，三五朋友聚
会时，
总能看到大窑饮料的身影。但你不一定知道，
我们现
在喝的大窑饮品，在蒙东地区的加工基地落户乌兰浩特市
了！
内蒙古德源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乌兰浩特经济技
术开发区，
是内蒙古东部地区设备比较先进、
规模较大的饮
料生产企业之一。近年来，
大窑饮料凭借传统的味道，
受到
蒙东地区消费者的广泛青睐。为了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位
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大窑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发展全
局，
急需在蒙东地区寻求一家大型代加工生产基地，
德源饮
品以其优秀的综合实力，成为大窑饮品在蒙东地区合作的
最佳选择。
2019 年 5 月，德源饮品与大窑饮品正式合作，代加工
大窑饮料。2019 年下半年完成 180 万包的供应，经济上扭
亏为盈，真正实现了以商引商、以企引企的良性互动。2020
年，
在乌市委、
政府的总体部署和乌兰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指导下，德源饮品敢闯敢试，不断创新，新推出的易拉罐
装大窑饮料一经上市便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2021 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德源饮品将以战略规划为指引，

精于创新，勤于实干，为“十四五”顺利起航做出积极贡献。
与大窑饮品深入合作，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
效益，
同时继续打造自己的产品和品牌。与大窑饮品共同发
展，
实现品牌叠加效应。
（董健）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
专注于生产健康调味食品 27 年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 年，
依托于兴
安盟原生态资源，
凭借和日方企业及专家多年合作而形成的
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和世界领先的酿造加工技术，
专注于生产
健康调味食品 27 年。目前，公司拥有有机原料基地 3 处，生
态原料基地 1 处。工厂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 , 建有酱腌菜
车间、
味噌车间、
酱业车间、
食醋车间、
研发中心、
行政办公楼
以及兴安食品文化博物馆。先后荣获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
奖”
“内蒙古自治区诚信企业”
“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
“推
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始终坚守“安全、
好吃、
健康”的产品生产理念，
致力
于打造全产业链欧盟标准产品体系。以卜留克系列产品为主，
生产包括大酱、酱油、食醋、味噌在内的共五大类 110 多个产
品。从 2000 年至今，
公司先后获得了日本 JAS、
欧盟 EC、
美国
NOP、
犹太 OU、
瑞士 BIO 、
中国 GB 等国内外权威的有机食
品认证。国内销售区域覆盖内蒙古、
东三省、
京津冀、
江浙沪
等地区，
并与盒马鲜生、
海底捞、
西贝、
统一以及喜家德等国内
知名实力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国际贸易方面，
产品出口到俄
罗斯、
美国、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日本等 41 个国家和地区。
2014 年，
公司成立了电子商务部，
开展了线上业务，
匹配

网销系列产品，
形成了线上线下良性互动，
业务量逐年增长。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直播带货模式倍受消费者推崇，公司在
正常运营微信订阅号和服务号的基础上，进驻抖音、快手等
新媒体平台，
通过短视频拍摄等形式让消费者更加了解万佳
产品，
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
（董健）

乌兰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倾情推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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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科沁万佳食品有限公司
万佳炒菜鲜，
健康美味多！
咨询电话：
139474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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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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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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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公司已通过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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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0482-8212781 139482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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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0482-842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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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18248214913

农垦粮人
走进兴安，
遇见农垦，
匠心独运，
农垦粮人！
咨询电话：
15344076444

竞速文体基地蹦床中心
用责任心做事 用感恩心做
人 蹦出快乐 蹦出健康
咨询电话 :157050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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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0482-8373555

乌兰浩特红云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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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0482-8522999 8522888 8522555

嘉鹤牧业
嘉鹤牧业，
专注牛羊饲料，
农大技术，
营养
实惠，
品种齐全，
专车送货，
热心为养殖户服务。
营销服务热线：
15004831188

兴安盟岭南香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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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13948999508

内蒙古八骏马
民族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500482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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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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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0482-8221888

内蒙古德源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记忆中的时光，忘不掉的味道——蒙
果饮料！
咨询电话：
16604823008

兴安盟双特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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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浩特丰泽种业有限公司
企业使命：为农民种上好种子
而奋斗终生
企业理念：同一群人，同一个声
音，
同一个方向，
是每一个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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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 0482-8510678
13948892277

乌兰浩特市凯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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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浩特市北雁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年加工量 2 万吨 以绿色、
有机订单
专业种植为主 ，
打造健康好米 。
咨询电话：
1524858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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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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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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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生产、销售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
补充料的饲料企业。
咨询电话：
0482-8423222 85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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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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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0482-3801999 18947931999

乌兰浩特市莹林醇基液体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浩特兴安岭拖拉机有限公司

主营清洁能源——碳氢油，
广泛应用于饭店、
机关单位、学校、幼儿园食堂炉灶、锅炉，代替煤，
液化气，
使用安全、
环保又实惠。
联系电话：
15705019299,0482-8226891

乌拖公司生产“润雨丰禾”牌喷杆喷雾机为“兴安盟
大米”丰产丰收保驾护航！生产指针式、
卷盘
式喷灌机。生产销售 18 款植保机械获得国家
3C 认证，
享受国家农机补贴。
咨询电话：
0482—2202728 1394748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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