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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聚焦

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有机宣传周
有机宣传周”
”活动 普及宣传有机理念
淳安县有机产品认证企业名单
（2019 年 9 月统计）
按照 2019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总体安排，县市场监管局在 2019 年
9 月的最后一周组织全县市场监管系统，集中开展了以“有机产品认证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
“有机宣传周”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宣传板报展示、发放宣传资料、有机认证知识讲解等形
式，准确解读我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通过“有机知识进社区”
“有机知识
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提升公众对有机产品的认知度，展现我县有机产品
认证制度实施成果，
引导消费者健康绿色消费。
近年来，县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通过积极扶持企业认证、基地扩张
和品牌宣传，积极推行有机产品认证，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县共有 67 家
企业通过有机产品认证，认证证书 96 张（其中国外有机认证证书 8 张），
有机基地总面积约 63 万亩，产品包括淡水鱼、茶叶、山核桃、水果、铁皮石
斛等，成为了杭州地区有机企业认证数量最多、产值最高、产业最全、面积
最大的县（市），
促进我县有机产业健康发展。

通讯员 李春伟

序号

企业名称

1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3

淳安县千岛湖中华鳖基地
淳安县汪宅果蔬专业合作社

4

杭州绿润制茶有限公司

5

浙江淳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

浙江千岛湖海笛森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7

淳安县鸠坑万岁岭茶叶专业合作社

8
9

浙江森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淡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杭州千岛湖青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

淳安石林双岭果蔬专业合作社

12

杭州千岛湖永安茶叶专业合作社

13

杭州香林花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4

淳安县鸠坑唐圣茶叶有限公司

15
16

杭州千岛湖金紫尖铁皮石斛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奥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7

杭州千岛湖瑶记实业有限公司

18

杭州兰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9

杭州千岛湖硕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
21
22
23

杭州千岛湖逸之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绿墅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新民果品有限公司
淳安县千岛湖益联茶果专业合作社

24

淳安县农友茶果专业合作社

25

杭州千岛湖纯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6
27
28

淳安千岛湖王家源果蔬专业合作社
淳安县千岛湖葡萄开发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富城农特产品有限公司

29

丸新柴本制茶（杭州）有限公司

30

浙江淳安新洲制茶有限公司

31

淳安县浙真淳家庭农场

32

淳安县文昌农盛粮油专业合作社

33
34
35
36

淳安县千岛湖德尧果蔬专业合作社
淳安千岛湖廷园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淳安县永印家庭农场
淳安县枫树岭镇群聚家庭农场

37

杭州千岛湖鸠茗茶叶有限公司

38

杭州方腊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9

淳安千岛湖珍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0

淳安县鸠坑陆圣茶叶专业合作社

41

淳安县金狮峰茶果专业合作社

42

淳安县威虹畜禽专业合作社

43
44
45
46

杭州悦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淳安县千岛湖顺盛家庭农场
淳安千岛湖岐仁山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淳安千岛湖富文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47

淳安金毫红茶有限公司

48

杭州千岛湖兴宝菇业专业合作社

49

淳安县好运来山核桃专业合作社

50
51

淳安千岛湖桑都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杭州千岛湖金溢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52

淳安县扬航家庭农场

53

淳安县王阜乡同启家庭农场

54

杭州千岛湖华铁药材有限公司

55

杭州千岛湖千渔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6

杭州千岛湖顺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7
58

淳安县王阜乡宇鑫家庭农场
淳安县文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9

淳安县瀛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杭州千岛湖千发旺顺阁食品有限公司
淳安传化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创润淡水鱼专业合作社
淳安千岛湖绿苑茶叶专业合作社
淳安千岛湖鑫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淳安县汾口镇惠金金银花专业合作社
淳安县农廷家庭农场
杭州千岛湖桑之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证书覆盖范围
面积 40000 公顷 鲢鱼 1200 吨 鳙鱼 4300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
加工鱼制品
排岭南路 55 号
面积 40000 公顷 鲢鱼 800 吨 鳙鱼 3200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郑家村信口里 千岛湖中华鳖（2 公顷，10000 只）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茂畈村
枇杷（5.2 公顷,20 吨）
茶叶（绿茶，7 吨；红茶 1 吨）
茶鲜叶（11.33 公顷，
33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经济开发区
鼓山工业园区
绿茶（30.6 公顷，
11.3 吨）
绿茶（30.6 公顷，
11.3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汪家村
有机蜜柚基地 37.06 公顷 柚：蜜柚 2164 吨
鱼丸 0.927 吨、鱼肉肠 0.9348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坪山路 68 号 冷冻鱼（鱼块、鱼头）0.35 吨
东坡鱼（加工鱼制品 0.05 吨）
茶（鲜叶，20 公顷,15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鸠坑乡金塔村
绿茶（年加工 3 吨）
文昌镇光昌边村
铁皮石斛(基地 6.93 公顷,5 吨)
杭州市淳安县富泽村金竹牌林场
500 亩 铁皮石斛（鲜条 2.056 吨）
汾口镇宋京村（800 亩,14.6 吨）、淳安县枫树岭镇西
坑村（1200 亩，21.9 吨）茶籽（油茶果）
文昌镇潭头村 33 号
文昌镇卢家庄村（西河村、卢家庄村）2000 亩，365
吨 茶籽(油茶果)
杭州市淳安县石林镇富德村
笋（180 亩,31 吨）
茶鲜叶(45.33 公顷,30.6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王阜乡闻家村
绿茶（6.8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界首乡施家坪村
火龙果（1.77 公顷、26.5 吨）
基地 6.67 公顷 茶：
茶叶鲜叶 12 吨
淳安县鸠坑乡严村村/翠峰村
绿茶（2.4 吨）
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北路 9 号-7
铁皮石斛基地 20 公顷，
3吨
淳安县左口乡桥西村
石斛种植基地 0.4 公顷 石斛：
铁皮石斛 0.8 吨
油茶籽(67 公顷,210 吨)
淳安县千岛湖镇牡丹路 198 号 1、2、3 幢
山茶油 64.804 吨
淳安县大墅镇桃源凌家村
19.6 公顷 火龙果 30 吨 猕猴桃 50 吨
0.46 公顷 石斛：铁皮石斛 0.98 吨
淳安县富文乡富文村/铁皮石斛基地
6.66 公顷 茶：鲜叶 15 吨
在屏门乡
绿茶 3 吨
姜家镇石颜村
9.33 公顷 石斛：
铁皮石斛 5.78 吨
杭州市淳安县大墅镇新兴路 63 号 18 幢
稻谷（4.33 公顷，
22.75 吨）
淳安县千岛湖镇联丰村
樱桃 1.33 公顷
淳安县里商乡塔山村
8 公顷 茶：
鲜叶 1.8 吨
9.33 公顷，茶籽 140 吨
淳安县里商乡塔山村
10.33 公顷，鲜叶 3.875 吨
9 公顷 毛竹笋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里商乡塔山村
10.29 公顷、柑桔 231.6 吨
黄精基地 11.73 公顷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文昌镇王家源村
0.73 公顷：茄子 4.5 吨、辣椒 3.75 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安阳乡五堡村
葡萄（3.46 公顷）
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源塘村 6 号
鸡 20000 羽，
24 吨，鸡蛋 100000 枚,4.5 吨
茶叶鲜叶 23.3 公顷，210 吨，茶叶 40 吨
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
茶叶鲜叶 23.3 公顷，210 吨，茶叶 40 吨
绿茶（133.3 公顷）
淳安县千岛湖镇坪山工业园区
绿茶（133.3 公顷）
临岐镇吴峰村 90 号
3.33 公顷 黄精 5 吨
12.67 公顷 稻谷 62 吨
文昌镇潭头村潭头 64 号
大米 37.2 吨
淳安县威坪镇河村村
14.66 公顷，100 吨白桃
文昌镇栅源村
樱桃 90 亩
屏门乡隐将村大源 17 号
树莓 5.2 公顷，
17.8 吨
枫树岭镇凤凰庙村
凤凰庙甘薯基地 31.44 公顷 香榧 2 吨
茶（40 公顷，30 吨）
淳安县千岛湖鸠坑乡金塔村
绿茶 6 吨
茶鲜叶，
56.67 公顷，
148.75 吨
威坪镇茶合村（原茶合小学）
绿茶，29.75 吨
姜家镇黄村桥三口塘 1 号
5.46 公顷 无花果 12.5 吨
茶鲜叶（26.67 公顷，
40 吨）
淳安县鸠坑乡翠峰村 80 号
绿茶 8 吨
茶鲜叶 7.06 公顷，3.18 吨
淳安县屏门乡隐将村
绿茶 0.636 吨
油茶籽（干）2 公顷，0.38 吨
威坪镇叶家村 170 号
山核桃 6.66 公顷 、6 吨
姜家镇炉形村
1.29 公顷草莓
里商乡塔山村朱村畈
4 公顷 甘薯 60 吨
临岐镇半夏村
84.66 公顷 山茱萸 12.7 吨
富文乡青田村
2.33 公顷 黄精 3.5 吨
红茶 3.5 吨
淳安县鸠坑乡金塔村
茶鲜叶 23.27 亩，
,35 吨
淳安县界首乡桐子坞村
绣球菌 57.6 吨
山核桃仁 27.45 吨
威坪镇茶合村
山核桃蒲（脱去外壳）73.4 公顷、68.8 吨
淳安县威坪镇光辉村
桑黄（干品） 19.2 万包 2.8 吨
淳安县临岐镇五庄村
90 万包菇类：秀珍菇 210 吨
文昌镇栅源村树莓 6.67 公顷;王阜乡长川村 2 公
淳安县文昌镇栅源村
顷
淳安县王阜乡金家岙村燕川 79 号
覆盆子基地 14.66 公顷 树莓：
覆盆子 2.75 吨
铁皮石斛 23.07 公顷; 铁皮石斛（干）、铁皮石斛花
淳安县浪川乡芳梧村
3.99 公顷
千岛湖镇睦州大道 369 号 1 幢 A 区
加工鱼制品（速冻鱼制品 138.08 吨）
树莓（树莓 2.5 吨）
猕猴桃（猕猴桃 50 吨）
淳安县临岐镇仰韩村
三叶崖爬藤（三叶青）2 吨
淳安县王阜乡胡家坪村老山自然村
油茶籽 10 公顷、1.5 吨
淳安县屏门乡三峰村阳泉塘
阳泉塘基地 6.66 公顷 树莓：覆盆子 1.80 吨
香菇（鲜）0.34 公顷，
48 吨、香菇（干）0.34 公顷，
3吨
浙江省淳安县姜家镇霞五村
竹荪（鲜）0.28 公顷，2.4 吨、竹荪（干）0.28 公顷，
方塘源头 26 号
0.456 吨
淳安县千岛湖镇鼓山大道 163 号
速冻鳙鱼头 33.6 吨、速冻鳙鱼肉（尾）28 吨
淳安县安阳乡
铁皮石斛 4.3 公顷、10 吨
姜家镇双溪村双溪口 153 号
鳙鱼（鳙鱼 172.6 吨）
淳安县屏门乡小陵村小陵 28 号
100 亩，
茶叶鲜叶
淳安县临岐镇临岐村金坑自然村 18 号
树莓（覆盆子）3.33 公顷、0.5 吨
淳安县汾口镇鲁村
金银花 2.86 公顷，覆盆子 1 公顷
淳安县文昌镇栅源村高垄 78 号
8.73 公顷，杨梅
淳安县临岐镇溪口村岩村 23 号
桑黄

67 家企业 96 张证书（其中国外证书 8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