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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布莱蒙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布莱蒙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农林技术开发、设备制造、销售、

安装和技术咨询服务于一体的企业，致力于

通过对农林废弃物进行技术处理，降低炭排

放，减少农业污染对环境的危害。在多年的经

营中，公司以完善的专业化售前、售中、售后

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信赖和好评。在坚

持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狠抓质量管理，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实现了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公

司创办 10 年来，产品广销国内及亚非拉等国

家和地区。

宁波东红之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东红之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室内装饰装修的

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室内外装饰工程的施工；

家具的批发、零售等。经过多年来精心打造，

凭借良好的客户关系、优质的管理施工队伍、

真诚专业的服务体系赢得了广大业主和行业

内的广泛认同与赞誉，在当地享受较高的知

名度。公司自成立以来，便秉承“尊重传统、推

崇时尚、锐意创新”的经营理念，为广大客户

提供优质服务。

张太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张太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为振兴百年太

和这一百年老字号品牌，继承先辈医药养生

文化之精髓，坚持全球严选纯正、优质的原产

地滋补食材，让顾客以实惠的价格，享受高品

质滋补，立志将“张太和”打造成互联网时代

新滋补养生优秀品牌。公司打造从研发到生

产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拥有“太和天

物”自建工厂，是滋补品行业为数不多拥有自

建工厂，且研、产、销一体化的品牌。

浙江京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京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

室内设计、室内工程施工二级、建筑幕墙工程

施工二级资质，集设计与施工为一体的综合

性装饰企业。公司主营业务包含：办公楼、房

产精装修、售楼部、娱乐 KTV、酒吧、医院、会

所、餐饮、咖啡馆、酒店、学校以及展厅等建筑

装饰施工与设计，提供建筑装饰设计、软装设

计及配饰等一体化服务。在建筑业新商业模

式下，公司正积极布局住宅全装修、建筑幕墙

等 EPC 及全过程施工市场。公司自成立以

来，充分发挥浙商精神，秉持“平凡的人做不

平凡的事”的核心价值观，以丰富的经验与资

源为依托，为客户提供专业、细致、周到的一

站式服务。

星浙（宁波）自动化有限公司
星浙（宁波）自动化有限公司（星浙气动）

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及销售阀门、控制器、

环保除尘设备配件等气动元件的高新技术企

业，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成立以来，

星浙气动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不断

创新，并树立坚定不移的以质取胜的信念，产

品被广泛运用于化工、冶金、钢铁、水泥、热

电、锅炉、焚烧等环保设备。星浙气动以全新

的市场理念建立了完善的用户信息反馈系

统，凭借优质的产品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赢

得了用户的信赖。

浙江德浩应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德浩应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主要开展建设工程专项检测项目有：

建筑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检测、建设工程地基基

础检测、建筑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市政（道

路）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检测、建设工程钢结构

检测、建设工程结构检测、建筑节能检测、建筑

门窗幕墙检测、市政桥梁检测、建筑智能化系

统工程质量检测等。公司在自我积累、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的道路上成长为具有相当检测能

力的检测机构，在独立检测省市内各大、中型

工程中，严格执行检测技术规程/标准，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业内口碑及实践经验。

诸暨市星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市星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

要研发、生产放大镜及显微镜；厨房用品等的

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及完善的

生产流水线，可年产 500 万个放大镜等产品，

并广泛出口欧美东南亚国家。此外，公司产品

在天猫、京东等平台均有上架，并保持不错销

量。星特光电始终坚持为顾客提供更优质的

产品，不断缩短研发周期与生产周期，提高效

率，同时严格把控产品品质，进一步完善售后

服务体系，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尽力使客户消

费无忧。

平湖市联华彩钢夹芯板钢构有限公司
平湖市联华彩钢夹芯板钢构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致力于空气净化产品的研发和轻质

高效彩钢夹芯板开发生产的企业，并为大面

积洁净厂房、钢结构建筑、彩钢活动房等提供

包括设计、制造、安装到调试的全过程服务。

公司已引进目前国内先进的彩钢夹芯板、净

化产品生产流水线，生产的 EPS 夹芯板、聚氨

脂夹芯板、岩棉夹芯板等已广泛用于大型工

业厂房、仓库、体育馆、超市、医院、冷库、活动

房、建筑物加层、洁净车间以及需保温隔热的

场所。

浙江诸暨知行研学旅行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知行研学旅行有限公司是一家

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组织策划；研学基地的

开发；拓展训练的组织策划；户外活动的开

发；夏冬令营的组织策划；教育信息咨询服

务；职业生涯规划等业务的专业性研学旅行

服务机构，主要服务需要进行团体性研学旅

行的大中小学校等，开发了 20 多条研学线

路，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公司以高度责任

心、目标明确性、操作规范性，确保每一位学

生体验丰富的社会实践，享受优质的研学活

动。经多年实践，知行研学旅行积累了丰富的

组织经验，成为在浙江走在前列的研学机构，

受到学校师生的广泛好评和欢迎，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安徽展宏智慧菜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展宏智慧菜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8 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智慧菜市场和

城镇社区商业地标投资、开发、改造、运营、管

理的综合性公司。展宏智慧菜市场开发秉承

“互联网+”的新兴理念，运用标准化、规范化、

连锁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科技理念，由专业

的团队采用前沿的科技手段，打造符合当代

中国智慧城市规划和定位、创新生活模式的

智慧菜市场，力争做老百姓心中满意的亲民

社区综合体。公司秉承“做中国智慧菜市领跑

者”的企业愿景，布局全国，努力实现产品溯

源国家化。

杭州奕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奕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打造室内外装饰、幕墙、设计与施工为主的

综合性建筑装饰企业，主营精品酒店、公寓会

所、办公空间、大型商业综合体及地产等项目

的设计与施工。奕唐主创团队具有创新的设

计理念、丰富的设计经验，拥有优秀的管理人

员以及精湛的施工工艺。奕唐坚持科学统筹

“设计、技术、管理”互联的高效服务模式，因

地制宜为不同建设项目提供具有创新性和经

济性的解决方案，并致力于成为一流的以创

新设计、严谨规划、务实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

一站式装饰公司。

浙江徐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浙江徐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等。公司

以劳务分包为主业，致力于建立高度专业化、

组织化、规模化、综合力强的劳务企业。筛选

思想好、责任心强、热爱本职工作、遵章守纪、

服从指挥、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办事的青年工

人从事特种作业，且对特种作业人员统一集

中管理，配备专业性管理人员，直接调度管

理，并有专职安全监督检查，强化管理。不断

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训、强化质量安全

管理，竭诚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供优质的建

筑劳务服务。

海舟（台州市）机电有限公司
海舟（台州市）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

专业性的机电设备生产制造企业，经营范围

包括机械配件、仪表配件、电机配件、模具制

造、销售等。公司生产设备先进，检测设备齐

全。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诚信经营，合作共

赢”的理念，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不

断创新，凭借专业化服务、优质的产品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树立了良

好的企业形象，产品广销全国各地。

温岭市万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温岭市万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发展时间久、经验丰富、专业

性强的物业公司。多年来，在广大业主、上级

管理部门和员工们的鼎力配合下，万佳物业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 2020 年末疫情以

来，万佳物业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行动在防

疫前线，多次组织员工组成万佳义工队，深入

学校进行全方位消杀服务。多年来，凭借优异

的服务赢得了口碑，已发展成为温岭市服务

行业重点企业。未来，万佳物业将结合企业的

发展优势，不断完善服务品质，提供更优质的

物业服务。

杭州富阳罗记烧酒坊
杭州富阳罗记烧酒坊是一家传承传统作

坊历史沉淀，并融合现代化经营的酿酒坊，坐

落于风景秀丽、自然环境优美的富阳。罗记烧

酒坊采用纯粮酿造，致力于传承与保护传统

工艺的酿酒文化，主要产品有：荞麦酒、高粱

酒、大麦酒、银心果等。罗记烧酒坊从原材料

的把控到生产环节的规范，始终坚持走安全、

高效的生产之路，酿造口感好、品质佳的上乘

佳酿。闲游富阳，倾心的是一川如画晚晴，尽

兴的是十里白曲酒香，欢迎您的咨询与合作。

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1

年，拥有矿山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等。业务范

围涵盖：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煤炭开采；矿产

资源开采；爆破作业；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消防设施工程

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施工；矿产资源勘查等。公司拥有各种

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认定的一级建造师、

二级建造师等多名。此外，拥有与承包工程相

适应的各类型施工机械，能够满足多种工程

施工需求。

德清宗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德清宗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拥有自主养

生知识产权及多项国家注册商标：宗源养生、

宗源文化、宗源道艺、宗源堂、宗源道等。公司

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主

要提供各种传统非物质文化服务。以其古典、

传统、时尚、高格的推广理念和传统的实践经

验为养生客户提供更加温馨、自然、放松、纯

朴的健康管理享受。

宁波骏发制刷有限公司
宁波骏发制刷有限公司坐落于港口城市

宁波，交通便捷，物流方便。主要生产理发、美

发用具包括竹木材料的头梳、沐浴用品，以及

其他镜子、按摩保健用品、广告促销礼品等。

为强化市场需求，公司整合当前行业信息与

服务资源，不断提升新产品研发技术和生产

工艺处理技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咨询、采

购、售后服务等。发展多年来，在行业中拥有

较高知名度，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及日本等

地区。凭借先进的生产设备、创新的生产工艺

以及高性价比产品，赢得消费者一致好评。

宁波美利名源国际连锁
美利名源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以高端

科技护肤、亚健康私人订制、体龄形体管理为

套系的国际直营连锁公司，现宁波拥有 9 家

直营连锁店。美利名源坚持“以人为本，共创

共赢坚守初心，打造顾客身心满意”的核心追

求，打造美容连锁员工创业平台的同时也致

力于让每一位爱美女性的都能够遇见更完美

的自己。美利名源不断提高服务品质，回归匠

人初心，用专业专注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满意

的服务。

浙江中秀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中秀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土建、

市政、土石方、园林绿化、机电设备安装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企业。业务范围涵盖：市政

工程、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景观绿化

工程、城市照明、水利水电工程、道路保洁以

及公路养护工程等。公司不断谋求发展，以

“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为社会创

造了一大批优质精品工程。公司管理体制完

善，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运作，争创一

流的建筑精品。

绍兴荣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荣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专业从

事农副产品食材生产、加工、配送服务，提供

大中小企事业单位食堂一站式配送服务。公

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完整的食品

商业供应链，以向客户提供安全放心的食材

为己任，建立有严格完善的全程品质管理体

系，为广大客户提供安全、实惠、省心的健康

食材。与绍兴市 80 多家机构和单位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并荣获全国绿色无公害示范单

位及省高新企业、全国农业重点推荐企业、浙

江省农业开发行业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资

质，多年来，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HACCP 管理体系认证、

ISO22000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OHSAS18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是农产

品配送行业优质供应商。

浙江中金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中金拍卖有限公司是一家经由浙江

省人民政府拍卖业务主管部门批准，以经营

未上市公司股权拍卖为主导，以写字楼、工业

厂房、商铺等为辅，业务范围涵盖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拍卖的物品，财产权利的综合性拍卖

公司。公司拥有一支具有专业性强、经验丰富

的业务拓展与拍卖操作专业队伍，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开展拍卖活动。自 2016
年成立以来，以合规、诚信、专业、高效的经营

理念，业务立足浙江，辐射全国，已成功为全

国各地客户完成数百起委托标的拍卖。

浙江纯雨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纯雨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致力

于双卡压式、沟槽式、承插焊接式薄壁不锈钢

给水管道、管件、不锈钢分水器、卡压工具等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技术型企业，并在行业

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设备、生产工艺先进，

技术实力雄厚，已通过并全面实施 ISO9001；
ISO14000；OHSAS18001 管理体系认证。目前，

纯雨实业是包括深圳水务集团、中国水务集

团、粤海水务集团、北控水务集团、南昌水务

集团、杭州滨江水务集团等 80 余家水务集团

的不锈钢管材、管件中标合格供货商，位居全

行业前列。

余姚市蓝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蓝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集施工、养护、苗木培育、生态

提升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企业。经营范围包

括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程、景观工程、市政

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花卉

苗木、发饰饰品、工艺品的批发、零售等。公司

工程设备齐全，施工机械精良，建有花卉、苗

木生产基地，可满足多种条件下工程施工和

养护的需要。成立以来，公司不断健全现代化

企业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扩大优

势，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工程作品。

浙江龙橡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龙橡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进口品质乳胶丝生产，集服装松紧带专用包覆

纱的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规模较大

的综合型企业。龙橡实业产品研发力量雄厚，

生产设备精良，质检手段及技术齐全，生产的

包覆纱包括进口乳胶丝和乳胶包覆纱系列、氨

纶包覆纱系列等专门运用于织带、沙发、服装、

内衣、袜业等领域。龙橡实业上游拥有泰国橡

胶园、海南自贸港贸易公司、下游拥有乳胶丝

及乳胶包覆纱生产车间，是行业内较少打通上

下游产业链的全产业链企业之一。

温州宏顺大理石养护有限公司
温州宏顺大理石养护有限公司专注大理

石、水磨石、水泥地、地板养护、翻新，是集外

墙清洗保洁服务；开荒保洁服务等于一体的

专业性石材养护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以专

业的技术，先进的机械设备和严谨的科学管

理服务客户，力求为客户营造舒适、整洁优美

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公司具备技术精湛

的石材翻新护理人才及先进的石材翻新护理

机器，本着“专业服务，顾客为先”的服务宗

旨，凭借优质的服务和高标准高质量的服务

意识，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和赞许。

12 月 10 日，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丁雄军，贵州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保

芳，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静仁，茅台

集团原董事长季克良等一行赴四川宜宾，与五

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五粮液集

团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曾从钦，五粮液集

团副董事长、股份公司总经理邹涛等座谈交

流。

座谈会上，丁雄军和李曙光分别对彼此企

业近年来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企业和

行业未来发展深入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作为

中国白酒领军企业，茅台和五粮液要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

一步完善双方交流、沟通机制，推动茅五传统

友谊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得到发挥，开创茅

五合作新局面，为中国白酒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

丁雄军表示，茅台和五粮液密不可分，都

是行业翘楚，具有五个鲜明的共同点：都是琼

浆玉液、都是从自然粮食出发酿造、都是采用

生态良好的长江上游水源、都注重技术的传承

和创新、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谐中庸的酒文化

哲学，双方共同酿造了中华文化中的一瓶好

酒，交流互鉴具有牢固的共同基础。他围绕“茅

五与共，各美其美，引领推动白酒行业高质量

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主题，提出三个方面

的意见：一要坚持品质为魂，共同践行新理念。

坚守产品品质、倡导绿色发展、严苛行业标准；

二要坚持美美与共，共推行业新发展。围绕促

进行业竞合发展，应对新政策、新挑战，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携手共进、逐项破题，引领

行业发展；三要坚持同心同向，共谱“茅五”新

佳话。要进一步完善相互走访交流机制，优化

宏观政策研究和舆情应对相互沟通机制，努力

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促进茅台和五粮液

增进感情、深化友情，再续佳话。

李曙光表示，茅台和五粮液作为两大香型

的代表，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在“十三五”期间

更是开创了合作发展新局面。面对新时代新征

程，他提出，双方应共同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研

判，落实好“六稳”“六保”，推动行业保持稳中求

进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加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

步优化绿色能源结构、提升能效工程、强化智慧

能源管理，打造“零碳酒企”，推动行业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示范产业；共同加强重大合作机制

建设，推动世界申遗和中欧地理标志认证的落

地；共同加强行业自律，通力合作，在建立和维

护健全的市场体系中发挥建设性、支撑性作用，

共同加强国企使命担当，发挥行业头部企业作

用，创建国际化的、卓越的社会责任发展企业，

推动行业在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

任中不断展现新作为，在“十四五”时期保持企

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座谈会上，曾从钦、李静仁分别介绍了各

自企业的基本情况。李保芳和季克良回顾了茅

台和五粮液交往互动的发展历程和传统友谊，

表达了两家企业多走动、多交流、相互促进、相

互借鉴的期望，让双方友谊长久延续下去。

座谈会前，丁雄军一行与李曙光等一同参

观了五粮液环保生态湿地、523 和 513 酿酒车

间、成品酒包装及智能仓储配送一体化项目、

鹏程广场等地，了解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特

色和近年发展情况，就企业文化传承、坚守中

国白酒传统酿造技艺、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等

话题进行了交流。

茅台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浩军，茅

台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蒋焰；五粮液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宇，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肖浩，集团（股份）公司纪委

书记胡宇芸，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罗

伟，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赵东，集团公司监事会

主席杨韵霞，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蒋琳，股份公

司监事会主席蒋文春，集团公司总经济师蒋

佳，集团公司工会主席郭叙雷，股份公司原纪

委书记魏红英，股份公司总工程师刘明等全体

在企高管，以及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交流。 渊孟宪鑫 谢超冤

茅五与共 各美其美

引领推动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