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第四届西双版纳州创新创业大赛复赛企业、团队名单

企业组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名称 参赛主体

1
打造西双版纳最好的伴手礼品牌《

吉象金伞》
西双版纳吉象金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校园大数据平台项目 西双版纳启洋科技有点公司

3 高品质火龙果中医农业示范创建 西双版纳佳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 让世界品尝民族的味道 西双版纳今好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5
匠心打造“稻鳅共生”国家级健康

养殖示范基地
勐海金顺达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6
订单农业的优化管理和品牌农产品

运营
勐海县勐遮曼勐养农业专业合作社

7
西双版纳蜜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蜂

产业项目
西双版纳蜜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8 最美茶山人家 西双版纳宁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 西双版纳中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中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水傣香”--舌尖上的营养鲜米 勐海傣坝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1 固贫产业--铁皮石斛 勐海光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布朗弹唱--诠释“濮人”的茶技与

茶艺
勐海濮农茶业有限公司

13
产云融合--构建西双版纳“全渠道

+数智化”供应链
勐海拓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
西双版纳“稻渔轮作”技术升级与

创新
勐海渔益农业专业合作社

15
云南省“傣薏仁定制药园”产业化

基地创建
勐腊春薏圆商贸有限公司

16
橡胶木“固废炭化废热”的高效回

收与利用
勐腊海发木材有限责任公司

17 女性“靓妆”医美技艺创新及推广 西双版纳高雅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18 菠萝蜜新品选育与产业化推广 西双版纳恒绿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9 高效炭基肥的研发生产与技术应用
西双版纳煌能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0
匠心打造“鳅稻共生+双高”健康

养殖基地
西双版纳金誉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21 版纳米线鲜花做 西双版纳津津食品有限公司

22 高品质黑木耳产业化示范基地创建 西双版纳千农百社科技有限公司

23
“稻玉水旱轮作”基地创建与产业

化示范
西双版纳瑞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4
百香果“反季双高”新品种选育与

扩繁
西双版纳三朵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5 鸡枞菌深加工项目 西双版纳艾味食品有限公司

26 智慧通关车辆排号系统 西双版纳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7 自媒体与服务行业的创新型营销 西双版纳呆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8
西双版纳稻渔种养休生态链融合应

用
西双版纳菁钰祥莱农业有限公司

29
普洱茶“芯片+区块链”溯源技术

研发与应用
勐海可为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 生物颗粒 西双版纳森得佳木业有限公司

31 澳洲坚果收购、加工、贸易中心 西双版纳松哥实业有限公司

32
小玉米，大产业--西双版纳小拇指
香糯小玉米“双循环”产业链打造

勐腊婉娜塔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3 畜牧发电 西双版纳要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4 特色小吃连锁 勐腊军厨餐饮管理工作室

35
傣乡飘来“爱的味道”--夏诺纳咖

啡
景洪普腾商贸有限公司

36
反季果蔬“气调”保鲜技术优化与

创新
勐海利明农业有限公司

37 匠心打造高品质香软米“种云链” 勐海曼香云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8 技术打造傣乡有机普洱茶品牌基地 勐海茗升叶语茶业有限公司



39 匠心打造西双版纳州技术转移平台 西双版纳益鼎堂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40
匠心打造—— 橡胶林下“珠芽魔

芋”优质种业链
西双版纳雨林景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41
茶花鸡遗传资源保种选育技术研发

与产业化
西双版纳云岭茶花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2
创新打造“以商促农”特色果品供

应链
西双版纳云上春天贸易有限公司

43 技术打造傣乡有机果蔬基地 西双版纳粘巴欢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4 中意农业--无抗“冬瓜猪”生产商 西双版纳中意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5
澜沧江珍稀濒危“大鳞高须鱼”的

拯救与扩繁
云南东方多瑙河鱼类保种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

46
西双版纳“文商旅”跨境服务平台

构建
云南磨商传媒有限公司

47
高品质“勐海味”普洱茶“技术茶

仓”创建
云南农垦集团勐海八角亭茶业有限公司

48 高品质“澳龙虾”反季供应链打造 云南云澳蓝龙养殖科技有限公司

49
茶园绿色防控技术升级与产业化示

范
云南众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0
乡村振兴--傣家小糯玉米数字产业

化
西双版纳傣鲜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1 定制化导师服务 西双版纳富瑭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52 无抗冬瓜猪、茶花鸡生产商 云南海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3
美业传承 形象设计技能 化妆培训

学院
版纳昊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54  版纳庭院康旅基地 云南亨嘉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55 花艺跨界创意 景洪工业园区野兽花工坊

56
勐巴雨林有机黑木耳深加工技术与

推广
西双版纳天遇缘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7
滇重楼林下（GAP）种植与中药农

业示范
勐腊千金本草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58
勐腊县阳春砂中药农业示范基地创

建
勐腊仁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9
沪滇合作—— 打造橡胶林下有机

砂仁GAP种植基地
勐腊万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0 时尚个性的普洱茶文创品牌塑造 勐腊县草木本然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1 橡胶木“热改性”技术研究与应用 勐腊县瑞祥橡胶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62
西双版纳时令水果“气调”保鲜基

地创建
润季农业开发（西双版纳）有限公司

63 紫鹃茶--女性情有独钟的高品位茶 西双版纳大奥科技有限公司

64
傣族织锦在傣陶产品开发中的应用

与创新
西双版纳傣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65 傣糯小玉米“育繁推”创新示范 西双版纳多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6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研发与应用 西双版纳玖歌天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有色金属固废绿色再生与高值化 西双版纳乐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8
古茶树基因选育与嫁接技术优化及

创新
西双版纳绿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9
“麦匠时光”——后疫情时代拉动

就业的爱心“保姆”
西双版纳麦匠时光食品有限公司

70 名优水产反季养殖技术升级与创新 西双版纳普水鱼苗繁育有限公司

71
云端飘来的基诺族美味---“西西

洒洒”果脯
西双版纳西西洒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2 黑水虻绿色循环与高价值利用 西双版纳旭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团队组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名称 参赛主体

1 雅言哈哈漱口水 白晨熙

2 攸乐贡茶与非遗傣陶的创新融合 西双版纳“攸乐贡茶”创新团队

3 时养食疗 李敏

4 傣多陶 玉金欢

5 林中书屋 梦想起航创业社



6 居家智慧康养 刘亚飞

7 么舍尤-木瑾萱文创产品 么舍尤-木瑾萱文创产品

8 无刺黄泡果采摘园 陈祖国

9 傣药手工皂 花屿皂社

10 柚文化创意生活馆 李紫娴

11 寻鲜记——水米线与云南人的情怀 寻鲜记ing潮流米线创业项目团队

12
基于AI人工智能识别的航空喷药技

术
星翼团队

13 纹路溯源视觉防伪查询信息系统 纹宇宙溯源团队

14 喃雅药包 粘粘葵

15 大自然搬运工苦笋青笋人工栽培 岩应丙

16
行走老兵--普洱茶技艺价值的创新

推广
西双版纳“南庆号”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