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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4
圆园17年 6月 13日 星期二

本报讯 经过一年多的层层筛选，
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
大荒马铃薯集团公司、青海威思顿薯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蓝天马铃薯发
展有限公司、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荣获“中国马铃薯淀粉龙头企
业”称号。近日，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在
北京为以上企业颁发了证书和牌匾。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秘书长魏旭明

指出，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标
杆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为推动马铃薯淀
粉业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2016
年下半年，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决定在马
铃薯淀粉行业评选一批“中国马铃薯淀
粉龙头企业”，让龙头企业带领马铃薯

淀粉业有序竞争，健康发展。
诚然，龙头企业是一个行业的一面

鲜亮的旗帜，他们的生产技术、管理水

平代表了一个产业的实力，他们的产品
代表着整个行业的承诺，他们的发展代
表了马铃薯淀粉产业的方向。因此，“中
国马铃薯淀粉龙头企业”的评选也是层
层筛选和把关得出的结果。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副会长、马铃薯

淀粉专业委员会会长周庆锋介绍，为真
实评选出能代表行业的“龙头企业”，首

先，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委

会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详细的评选方
案，确定了评定组织方法、参评条件、评
定流程以及申报资料等相关要求，同
时，认真组织了马铃薯淀粉企业的申报
工作，在对材料数据加以汇总整理和调
查了解的基础上，由马铃薯淀粉专业委

员会评选领导小组初步审定，确定了参
评企业；其次，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组织

专家对参评企业进行了分析汇总，并依

据 2015年生产淀粉 8000吨以上，销售
收入 6000万元以上等相关指标初步评
选出了 5家企业；最后，中国淀粉协会
和马铃薯淀粉专委会官网对入围的 5
家企业进行了公示。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
委会秘书长高瑞说，这次获评的 5家企
业是行业优秀企业的代表，在生产规

模、产品质量、环保治理、助力薯农增

收、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著
的成果。同时，高瑞指出，还有部分企业
也做的非常优秀，在一些环节上甚至取
得了国内淀粉行业的先进水平，是行业

内某领域的标杆，但因为综合因素的考
量这次没有入选，希望这些未能入选的

企业继续努力，为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张煜）

5家淀粉企业
荣获“中国马铃薯淀粉龙头企业”称号

企 业 风 采

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是国家级农牧业龙头企业———青海
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
由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互助分公司、青海民和威思顿精淀粉有
限责任公司、都兰威思顿生物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青海三江薯业有限责任公
司、青海威思顿粉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组建而成，总占地面积 2000 余亩，现有
员工 300 余名，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各
类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30%，年产值
过亿，是西北地区产品最全的马铃薯精
深加工企业。

威思顿以创新引领潮流，以务实实
现发展。公司目前拥有多条领先技术的
自动化高品质的产品生产线，其中荷兰
进口全自动、全封闭微机控制与操作马
铃薯淀粉生产线 1 条、荷兰 TUMMERS
公司全自动、微机控制的马铃薯全粉生
产线 1 条，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马铃薯

淀粉生产线 4 条；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的变性淀粉、水晶粉丝、方便粉丝和水
晶粉皮生产线各 1 条。可年产马铃薯
淀粉 2 万吨、马铃薯全粉 1.2 万吨、变
性淀粉 1 万吨、粉丝系列产品 1200
吨、粉皮系列产品 300 吨。自 2003 年
第 1条马铃薯精淀粉生产线建成，通过
十多年的经营，公司有效地解决了青海
的马铃薯产、销两方面的矛盾，带动了
青海省浅、脑山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
实现直接带动 12 万农户增收致富，间
接带动 20万农户实现增收。同时，公司
十分重视科研队伍建设和新产品研发，

公司研发中心进行淀粉、变性淀粉新产
品的开发及变性淀粉的应用开发研究，

并与国内众多食品企业、有技术能力的
大专院校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形成了
强大的技术实力，奠定了雄厚的行业基
础。正是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并依托青
藏高原独特的马铃薯资源优势，确保了

每一产品的质量。
目前，集团拥有“威思顿”淀粉及变

性淀粉类、“薯香园”全粉类、“蜀国演
义”方便粉丝类三大品牌 20 余种产品，

其优良的品质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公司现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

青海威思顿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隶属于中国 500
强企业中排名农业企业首位的北大荒集
团，是国家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集团注册资本 9.1459 亿元，资产总额
19.4432亿元。拥有正式员工 522人，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 185人。“北大荒”牌马
铃薯精淀粉的国内市场份额达 20%左
右，居全国同行业首位。

集团下辖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
司、黑龙江北大荒二龙山马铃薯产业有
限公司、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北大荒马铃
薯产业有限公司、黑龙江薯丰马铃薯产
业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马铃薯全粉
有限公司（中日合资）、北大荒黑土薯业
有限公司种薯研发中心、黑龙江北大荒
斯达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大荒马铃
薯研究院、中垦禾润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北大荒联兴有限公司（中泰合资）、北
大荒马铃薯集团黑龙江贸易有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普洛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二龙山分
公司、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九三分
公司、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克山农
场淀粉分公司、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

司克山农场全粉分公司等分（子）公司。

北大荒马铃薯产业始创于 2005 年，
2008年组建了北大荒马铃薯集团。经过
十年的高速发展，在黑龙江省西北部建立
了马铃薯产业集群。集团拥有 100万亩的
核心原料基地；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精制

淀粉生产线三条，年产马铃薯精制淀粉能
力 9万吨；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粉生产
线一条，年产雪花全粉能力 6000吨；拥有
变性淀粉生产线一条；在泰国拥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木薯生产线一条，年产木薯淀粉
能力 10万吨；拥有国内唯一的由企业自

办的科技研发机构，设有现代化中心试
验室和中试工厂，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及
实用新型专利；拥有一家种薯研发中心，
年储存种薯能力 4万吨，主要为马铃薯
种植基地提供脱毒种薯。在国内首创了
种薯繁育、原料基地、马铃薯和木薯系列
产品加工，以及种薯、淀粉食品为重点的
科技研发机构为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化发
展模式。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现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认
证。是《食用马铃薯淀粉》国家标准的
主要修订单位之一和《马铃薯雪花全
粉》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
2006 年被选为中国马铃薯淀粉专业委
员会副理事长单位，2008 年被农业部
等八部委授予“国家级重点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2009 年被评为信用评价
AAA 级企业，2010 年被国家农业部授
予“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殊
荣，2011 年被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省
财政厅评定为黑龙江专利优势试点企
业。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

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92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

大型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之一，设备为

瑞典拉尔森全自控、全旋流、全密闭工

艺的生产线。公司为内蒙古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内蒙古自治区扶贫
龙头企业。现已形成了集马铃薯种薯
繁育—马铃薯种植—淀粉加工销售完
整的产业链和以马铃薯淀粉生产为核
心，全产业运营的发展模式，年加工马

铃薯鲜薯 13—15 万吨，年可生产销售
高品质、高纯度马铃薯淀粉 2 万吨。公
司拥有良种化、机械化、现代化的马铃
薯种植基地 2万亩，马铃薯优质种薯
繁育基地 6000亩。

公司主导产品为“华欧”牌马铃薯
精制淀粉，马铃薯淀粉分子颗粒大，聚
合力度高，具有高黏度、高透明度、高膨

化度以及糊化温度低、弹性好、蛋白质

含量低、无刺激、颜色白、不易凝胶和不

易老化等特性，既可作为食品工业乳化
剂、增稠剂、稳定剂、赋形剂、膨化剂等，

也可作为工业辅助原料用于印染、浆
纱、造纸、铸造、医药、化工、轻工、皮革
等多个工业领域。华欧公司以其设备先
进、工艺成熟、产品质量可靠等特点，在
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 20 多年的不断发展壮大，华
欧公司在国内逐步建立了覆盖广泛的
产品销售体系，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
场，产品销往亚洲、北美、南美、非洲等
地区。

2015年，华欧公司在北京新三板挂
牌上市。

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1年，注册资金 2000万元。
2012年建成投产，累计完成投资
1.2亿元，建成了年产马铃薯精淀
粉 3万吨的加工生产线和配套的
薯渣、污水处理系统，成功解决了
一直困扰马铃薯淀粉行业环境污
染的难题。是一家集马铃薯种植、
收购、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为中国淀粉协会马铃薯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单位。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马铃薯淀粉
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云南省成长型中小企业、云
南省AA+级信用企业、宣威市工商
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单位、云淀
牌马铃薯淀粉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云南名牌产品、云南省著

名商标、云南名牌农产品等荣誉，以

创新为发展的动力，近两年获得三
项发明专利，通过 ISO9001:2008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采用成熟的
生产工艺及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
出的马铃薯淀粉高粘度、高白度、高
纯度，属绿色、健康食品，是淀粉行
业中的精品，生产的所有产品均达
到国家优级品以上质量标准。销售

品种有适合工厂和酒店的 25Kg装
的马铃薯淀粉（优级品和绿色食

品）、马铃薯超级生粉及适合家庭消
费 200g的小包装，产品广泛应用于
食品、医药、化工等十几个行业。

现在，公司产品远销北京、上
海、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
湖北、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山东
等二十几个省市，产销两旺，企业
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占地面积
8.6万平方米，总资产 3.8亿元。公
司拥有 30吨马铃薯精淀粉生产线
3条、20吨精淀粉生产线 1 条、年
产 2万吨水晶粉生产线 1条。

公司现有员工 278人，其中季
节性工人 122人，专业技术人员
35人。公司先后被甘肃省政府评
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被甘
肃省产品检验中心评为产品信得
过企业，被兰州银行评为 AAA+级
信用企业，被定西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定西市消费者协会评为诚信单
位。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2013 年取得中
国绿色食品认证证书，2014 年通
过了甘肃省名牌产品认证，并获得

了定西市安定区区政府质量奖。注
册商标有“福景堂”“幸泽”，其中

“幸泽”为甘肃省著名商标。
蓝天公司非常注重基地建设。

目前，公司土地流转 7万亩，其中
公司流转 1万亩，联合社下属农民
专业合作社流转 6万亩，保证每年
提供原料 7万吨。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订单形式建立原料基地 5万亩，
每年提供原料 5万吨。此外，公司
牢牢把握马铃薯原料的来源，在葛
家岔、石峡湾、新集等乡镇已建成
马铃薯储备库 5座，储备能力达到
5万吨以上。

现在，蓝天公司在马铃薯行业
内产能和质量做到了西北第一、全

国第二，致力于引领马铃薯产业更
好、更快发展。

甘肃蓝天马铃薯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