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组委会

关于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中部农博会金奖”等奖项的

表 彰 决 定

各展团、各有关单位，企业：

经过各级各部门、各展团以及相关参展企业等各方团结协

作和共同努力，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顺利

闭幕。为充分肯定有关单位（组织）在组展参展、农产品品牌

打造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按照《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

农业博览会评奖工作总体方案》的要求，经过专家组评审，评

选出了“湘纯有机菜油”“遵义朝天椒”“天门早黄豆”“乌

岭沟牌绿茶”等 130个“中部农博会金奖”，“溆浦县宝山云

溪礼盒绿茶”“黔农小香鸡”“洽洽小蓝袋”等 54个“最受欢

迎农产品奖”以及 50个优秀组织奖、151名先进个人，现给予

表彰和奖励。

希望获奖单位、企业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为促进全省

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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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中部农博会金奖

名单

2.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最受欢迎农产

品奖名单

3.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组织奖及先进

个人名单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组委会

2022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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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中部农博会金奖名单

一、贵州省（3个）

遵义朝天椒（遵义红满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水黔鱼香辣鱼干（贵州省生态渔业有限责任公司）

刺柠吉天然高维 c饮料（贵州王老吉刺柠吉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二、湖北省（1个）

天门早黄豆（天门元淼农业产业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青海省（1个）

5369能量块（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黑龙江省（1个）

小园玉米黄金米饭伴侣（哈尔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

五、安徽省（1个）

乌岭沟牌绿茶（安徽乌岭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六、河南省（1个）

茶叶（河南省杏山春实业有限公司）

七、湖南省（122个）

长沙市（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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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尔康压榨油茶籽油 518ml（玻璃瓶）（湖南聚尔康茶油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ML金健原生态茶油（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

公司）

千壶客原味甜酒（湖南长沙千壶客酒业有限公司）

湘纯有机菜油（湖南湘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为人民服务·红动中国系列·初心毛尖茶礼（湘丰茶业集团有

限公司）

绿豆挂面（浏阳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跳马珍珠红（无刺枸骨）（湖南育景园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市（11个）：

“长盛康”牌茶陵蜜柚（湖南盛康蜜柚庄园）

润之情牌小公鱼（湖南润之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苗妹子豆腐花（湖南苗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宝伏蒜（湖南省永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醉渌香非遗酒 8年陈酿（湖南醉渌香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茶陵风干鹅（株洲市顺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湘天华山茶油（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土家十八洞五花腊肉（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百合蓝颜酒（湖南蓝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农业科

学院）

云阳山红茶（湖南龙灿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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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红茶（醴陵市雅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8个）：

红肉蜜柚（湖南泉龙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式香肠（三旺实业有限公司）

韶山红（湖南省韶山红茶业有限公司）

腊黄牛肉（湘潭市雨湖区伍家花园老铁生态农庄）

龙牌原生态酱油（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黑鸡枞菌（湖南蘑蘑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悠馋小季手撕脆皮土鸡（湖南庆丰食品有限公司）

毛家红烧肉（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市（11个）：

山润鲜果压榨山茶油（湖南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吉娃贡米（湖南省吉娃米业有限公司）

龙窖山江南香米（湖南龙窖山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甜酸藠头（湖南海日食品有限公司）

茶油风味腐乳（湖南省华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咸鸭蛋黄（岳阳市洞庭湖边食品有限公司）

压榨菜籽油（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益健蓝莓（湖南益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誉湘长乐甜酒（糯米酒）（湖南誉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汨罗分公司）

汨江源山茶油（湖南蔚蓝庄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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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悦黄茶（湖南湘悦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益阳市（10个）：

“竹聚缘”竹笋（桃江县竹缘林科开发有限公司）

大通湖大闸蟹（湖南宏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金柠冷榨纯茶油 500ml*2礼盒装（湖南省金柠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6g鱼排鱼尾（湖南银城湘味食品有限公司）

黄精茶（湖南安化芙蓉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轻压茯茶（益阳冠隆誉黑茶发展有限公司）

山山擂茶（湖南山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芦鲜道沅江芦笋水饺（湖南湘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今知香南县稻虾米（湖南金之香米业有限公司）

“清溪竹缘”原味糯米笋（湖南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市（10个）：

逥峰蜜柑（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农垦集团公司）

原稻珍香米（湖南瑶珍粮油有限公司）

酵素豆腐（湖南五月豆香食品有限公司）

格格香芋芯（湖南蔬益园食品有限公司）

果愿西米露（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

蒋永记东安鸡（湖南省东安县雄雉食品有限公司）

双孢菇（东安霞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舜皇之野蜂蜜（东安县邓定军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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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茂”牌道州脐橙（道县道道橙柑桔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田三味辣椒加工产品（湖南省绿锶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6个）：

惟尊 1888有机纯牛奶（湖南南山牧业有限公司）

德美乐黄花菜（湖南省德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隆滋源青山梯田象牙香米（湖南青山梯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850g罐头清水笋 2罐 1提（湖南南山乡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邵伯蜜柚（邵阳美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东方熟制黄精（湖南坤乾食品有限公司）

娄底市（7个）：

如翅红薯粉丝（涟源市华晟食品有限公司）

鑫瀚蜜柚（娄底市鑫瀚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蒿草粑（新化县辉妹子食品厂）

古塘金秋梨（湖南威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天龙峰黄精片（新化县天龙山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殿甲堂优米（双峰县向阳红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湘宝”永丰辣酱（双峰县永丰酱园）

衡阳市（10个）：

有吉黄花菜（湖南有吉食品有限公司）

大三湘浓香 500ml 双支礼盒（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宴上臻劲脆老鸡爪（湖南聚味堂食品有限公司）

雁隆黄花菜（湖南雁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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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国纯茶油（湖南神农国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宁塔山茶（湖南佳鑫农林牧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绿色田园野枇杷茶（绿色田园（衡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祁东黄花菜（湖南龙旺食品有限公司）

茉莉天尖（茉莉黑茶）（衡阳市天品花汇茶叶有限公司）

亚奇红柚（湖南奇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郴州市（10个）：

汝城小黄姜（汝城县香岭生姜专业合作社）

生平贡米（湖南生平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亮嘢豆腐（湖南爱和康食品有限公司）

裕湘荞麦挂面（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

湘嗡嗡百花蜜（湖南湘嗡嗡农牧有限公司）

豪峰茶（湖南豪峰茶叶有限公司）

干茶树菇（郴州市芝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城禾花鱼米（郴州市香花米业有限公司）

高山甜薯干（郴州市苏仙区三亩七红薯培育种植基地）

香豚肉包（郴州贵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常德市（13个）：

枣夹杏仁（湖南锋力食品有限公司）

金健有机挂面（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凤”牌常德香米（常德市龙凤米业有限公司）

一年老坛剁椒（湖南津山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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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鳖（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

五谷粉（浏阳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桃花源油茶籽油（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温初榨山茶油（湖南泥头山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灵犀茶油 600ml（湖南润农生态茶油有限公司）

松花蛋（澧县弘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榨坊土榨特香菜籽油（湖南四季油脂有限公司）

禾田甲鱼（汉寿禾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泰香米（桃源县泰香粮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怀化市（6个）：

湘老蔡牛肉系列（新晃老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县宝山云溪礼盒绿茶礼盒（青山绿水）（溆浦县金香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麻麻亮鸡蛋（麻阳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条里司”山苦瓜茶（湖南新有爱农业有限公司）

瑶乡嗡茶（湖南云之叶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莲馨”冰糖橙（麻阳泰丰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州（6个）：

洗车河刘大姐霉豆腐（龙山县刘大姐土家特色食品有限公司）

德农有机牛肉（湖南德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初心·牛角山”（湘西自治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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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溪州永顺莓茶（永顺县大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苗外婆系列（湖南省香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松柏大米（湘西松柏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7个）：

月.超白（单芽）（湖南桑植县人民政府）

五雷月眉湘茗红茶（张家界五雷月眉茶叶有限公司）

张家界莓茶（张家界黄土诚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天门郡莓茶（湖南乾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土家风味麦酱（张家界隆馥苑食品有限公司）

茅岩莓茶（张家界茅岩莓有限公司）

鱼泉峪贡米（张家界鱼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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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最受欢迎农产品奖名单

一、贵州省（3个）

刺柠吉天然高维 C饮料（贵州王老吉刺柠吉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黔农小香鸡（贵州省榕江山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黔小妹火锅底料（贵州卓豪食品有限公司）

二、安徽省（1个）

洽洽小蓝袋（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新 疆（1个）

火洲游记绿香妃葡萄干（新疆吐鲁番火洲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湖南省（49个）

长沙市（2个）：

银丝劲道面（浏阳市笑哈哈食品厂）

林之神纯茶油 1.6L（马口铁）（湖南省茶油有限公司）

株洲市（9个）：

珉豪牌王十万黄辣椒（株洲珉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黑皮鸡枞菌酱（株洲市金盟熹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臭豆腐蘸酱（湖南玉和园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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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桃果汁饮料（炎陵娜妹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牌梅菜扣肉（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三门扣肉（株洲恒盛田园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石冲脐橙（茶陵县高陇镇石冲脐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攸县香干（株洲湘东情食品有限公司）

蓝莓（株洲明扬农业科技股份公司）

湘潭市（5个）：

羴牧益生菌配方羊奶粉（湖南山牧乳品有限公司）

龙牌原生态酱油（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宝源一级压榨山茶油（湘乡市永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天下韶山福寿面（韶山开慧商贸有限公司）

壶天南粉（湘乡市景星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1个）：

岳阳王鸽全民鸽王（湖南全民鸽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3个）：

芥片（湖南安化芙蓉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贡龙珠（安化县洢水四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清溪竹缘”炭烤笋（湖南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市（5个）：

九疑山兔（湖南省康德佳林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禾花鱼（永州市老芬香食品有限公司）

江永香柚（江永县香柚开发总公司）



— 13 —

酸豆角（湖南蔬益园食品有限公司）

节孝亭水口山牛扣（永州市节孝亭食品有限公司）

衡阳市（8个）：

黄花王子牌黄花菜（湖南新发食品有限公司）

黄花菜（湖南有吉食品有限公司）

雁隆红薯粉（湖南雁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香辣剁椒鱼（祁东农交汇食品有限公司）

“祁富”牌黄花菜（湖南吉祥食品有限公司）

云雾丝苗（衡阳丰食园粮油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三樟黄贡椒（湖南聚味堂食品）

衡山香米（湖南仲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3个）：

桂阳和米（桂阳欧阳海米业有限公司）

辣王之王（汝城县繁华食品有限公司）

金太和贡坛子肉（桂阳太和辣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3个）：

“桃花源”富硒油茶籽油（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灵犀茶油 600ml（湖南润生态茶油有限公司）

“湘匠者”红金芽（常德市匠者茶叶有限公司）

怀化市（6个）：

冰糖橙（麻阳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嚼头原味牛肉（通道有嚼头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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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阳冰糖橙（洪江市橙丰果业有限公司）

辰溪粉糍粑（湖南辰阳斋食品有限公司）

溆浦县宝山云溪礼盒绿茶（溆浦县金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麻阳冰糖橙-蔻橙（湖南省政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4个）：

米良一号（永顺县松柏镇大青山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古溪州莓茶（永顺县大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香肠（非烟熏）（湘西玛汝十八洞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黄金茶（湖南省唐羽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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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二十三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组织奖及先进个人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

湖南省科技厅

湖南省林业局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湖南省通信管理局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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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

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

湖南省农情分析中心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邵阳市农业农村局

衡阳市农业农村局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

益阳市农业农村局

郴州市农业农村局

永州市农业农村局

怀化市农业农村局

娄底市农业农村局

常德市农业农村局

张家界市农业农村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雨花区人民政府

长沙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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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实业集团

湖南红星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二、组织奖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湖南省农业农村信息中心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南省棉花科学研究所

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湖南省贺家山原种场

三、先进个人

（一）湖南省直厅局

郑立富、宋 亮、蒋琼华、杨永旭、刘 勇、罗 丹

刘飞驰、陈新登、周鸿鸣、欧阳月祥、文跃军、伍 娟

熊素君、陈荣伯、肖杰夫、陈永兴、朱 超、谭华坤

何 超、胡 明、谭 慧、梁红梅、王颂华、熊 聃

陈岱卉、丁 浩、李 成、黄 林、王培根、蔡 庆

（二）长沙市

周青梅、唐芬艳、周 晴、曹 巍、康俊瑶、刘志刚

邱大力、张华成、曾红涛、云 斌、张 安、陈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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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玲、覃 林、常 春

（三）湖南其他市州

喻运池、陈雄伟、刘金花、陈有伟、舒相奇、杨绍辉

刘 勇、许红胜、刘石奇、严梦初、刘跃进、张梅英

杨三建、莫文涛、贺玺毓、阳 敏、吴国章、蔡 伟

唐华栋、李碧翔、韩维丰、陈姝俐、陈智勇、石 玉

（四）雨花区

杨 平、殷 昊、禹 婕、罗 玲、潘晓阳、陈 灿

陈 瑶、曾国玲、张思赟、马江漫、胡 靖、罗 琳

罗 央、刘倩倩、李柯薇、毛 明、马 倩、张 新

李 丹、王 丹、彭超兰、李京蓉、刘 娣、王纪川

余 颖、董元君、陈湘海、李 元

（五）长沙县

王中专、黄小涛、罗 佳、文 武、黄金娥、赵 波

邓亚平、田 野、盛四维、石树根、黄 嘉、黄亚琛

屈梦迪、谢思哲、李 彪、李 乾、韦 罡、陶 科

邹继长、陈泰宇、王 正、饶 邦、陈亚萍、刘 佩

周总强、李 丹、陈青华、张 俊、刘海林、周海春

唐易武、徐 盛、杨 超、戚仁佩、文 成

（六）红星实业集团（包括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陈佩妮、林 洋、刘 纯、张 绚、陈真玲、汪佩佩

骆明杰、杜 泉、张 烁、张 娟、吴 鹏、曹 露

向 芳、蔡晨辉、李 婷、蒋佳慧、万 婷、张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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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