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体系

1、阅读年报和 IPO 等公告、CNKI（期刊、论文）、豆丁、畅享网、雪球、聚桐分析、谷歌

搜索，企业家采访及谷歌视频等；30%的时间

2、阅读企业家自传、管理和战略书籍；30%的时间

3、去超市（山姆、百佳、Ole、永旺、万佳、家乐福、易初莲花等）、便利店（7-11、全家、

乐嘉家、美宜佳等）、士多店、餐厅、百货商场（万达、太古汇、天河城、正佳）、专业店、

商业街等体验， 并参加会展和股东大会，或者企业总部周边调研；10%的时间

4、浏览京东、天猫、大众点评、饿了么、美团、知乎、quora 等；10%的时间

5、研究历史、哲学、社会、投资、政治、经济（财政、货币、债务、汇率）、资源、能源、

人口、科技（人工智能、VR 等）、军事、心理、相面、管理、物理、工程、化学、生物、

消费者、法律、财务等。20%的时间

第一：中国现代消费企业

（一）A股

（二）港股

（三）新三板

（四）未上市公司

第二：中国近代消费企业

（一）中华老字号

第三：发达地区消费企业

（一）美国

（二）欧洲

（三）日本

（四）台湾

（五）其他

第一：中国当代消费企业

（一）A股：

1、深度研究，择机买卖：

云南白药、涪陵榨菜、海天味业、东阿阿胶、承德露露、伊利股份；晨光文具、

欧普照明、老板电器、苏泊尔、九阳股份、格力电器；万科；

汇川技术、海康威视、福耀玻璃、顺络电子、伟星新材、三环集团、正泰电器；

恒瑞医药；

2、适当跟踪，是否升降：

（1）桃李面包、洽洽食品；燕塘乳业、温氏股份；千合味业、仲景大厨房；贵

州茅台、洋河股份、青岛啤酒；

（2）泊莱雅、丽人丽妆、丸美生物；



（3）比音勒芬、森马服饰、汇洁股份；三夫户外；富安娜；老凤祥、潮宏基；

天际股份、浙江美大、万和电气；珠江钢琴、海伦钢琴；长城汽车、长安汽车、

江铃汽车；

（4）索菲亚、好莱客、欧派集团、好太太、恒康家居、友邦吊顶；茶花股份、

三棵树、东方雨虹；

（5）片仔癀、我武生物、贵州百灵、鱼跃医疗、稳健医疗；

（6）一心堂、老百姓、大参林、益丰药房、广印堂；永辉超市；

（7）宋城演艺、顺丰快递、德邦物流、三泰控股、新南阳、招商银行。

3、阅读公告，了解生态：

（1）食品、饮料、餐饮等：华统肉制品、秦宝牧业、元祖梦果子、来伊份、白

云山、煌上煌、绝味、新希望、双汇发展、克明面业、汤臣倍健、古越龙山、燕

京啤酒、惠泉啤酒、张裕、恒顺醋业、燕塘乳业、贝因美、三元股份、光明乳业、

上海梅林、莲花健康、安琪酵母、三全食品、加加食品、珠江桥、会稽山、海欣

食品、天宝股份、金字火腿、安记食品、安井食品、双塔食品、维维股份、黑牛

食品、好想你、福成股份、中宠食品、路斯食品、佩蒂股份、十八街桂花祥、仙

乐健康、全聚德、同庆楼、九毛九、华统股份、百润股份、爱普香料、海大集团；

（2）日化饰品：相宜本草、娇兰佳人、流行美、上海家化、麦趣尔、两面针、

龙燔科技；

（3）医药：百亚卫生、华润三九、天士力、仁和药业、贵州百灵、九芝堂、江

中制药、桂林三金、马应龙、香雪制药、太安堂、奇正藏药、片仔癀、佛慈制药、

广誉远、交大昂立、中恒集团；

（4）珠宝：金一文化、老凤祥、曼卡龙、金尔豪、明牌珠宝、萃华珠宝、爱迪

尔；

（5）家居用品：我乐家居、顾家家居、尚品宅配、美克家居、曲美家居、志邦

橱柜、中顺洁柔、安正时尚、地素时尚；多喜爱、梦洁家纺、水星家纺、罗莱生

活；日出东方、喜临门、信隆健康、帝王洁具、惠达股份、中潜股份、姚记扑克、

三夫户外、齐心集团、真彩文具、飞亚达、德尔未来、健盛集团、漫步者、蒙发

利、永艺股份、乐金健康、鱼跃医疗、荣泰科技、金陵体育、蒙娜丽莎、太阳鸟、

实丰文化、博士眼镜；

（6）服装：美邦服饰、歌力思、维格纳斯、七匹狼、朗姿股份、乔治白、金发

拉比、红豆股份、希努尔、星期六、红蜻蜓、贵人鸟、奥康国际、九牧王、报喜

鸟、搜于特、摩登大道、哈森股份、步森股份、探路者、牧高迪；

（7）家电、汽车：香山衡器；TCL、长虹、康佳股份、海信电器；美的集团、青

岛海尔、小天鹅、惠尔浦

、海信科龙、澳柯玛；莱克电气、飞科电器、长青集团、新宝股份；广汽集团、

上汽集团；

（8）文化、娱乐和旅游：百联集团、锦江股份、中国国旅、中青旅、中国电影、

华谊兄弟、奥飞娱乐、星辉娱乐、凯撒旅游、万达院线、东方时尚、4399、虎扑

文化；

（9）服务：圆通快递、世联地产、美年健康、爱尔眼科、春秋航空、可一文化、

幸福蓝海、东易日盛、碧桂园物业、南都物业、威创股份（并购教育）、京翰英

才；

（10）线下零售：十月妈咪网络、中百集团、安德利、步步高、红旗连锁、新华

都、三江购物、嘉事堂、南京新百、首商股份、武汉中商、苏宁云商、王府井、



西安民生、人人乐、大商股份、天虹商场、家家悦、家家乐集团、翠微股份、友

阿股份、快乐购、华联股份、海印股份、东百集团、秋林集团、广百股份、重庆

百货、欧亚集团、庞大集团、分众传媒。

（11）金融地产：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保利地产、万科

（二）港股：

1、深度研究，择机买卖：

同仁堂科技、同仁堂国药、维他奶国际、恒安国际、大家乐、大快活；比亚迪

股份、安踏体育、中国联塑、谭木匠；中海物业、香港交易所；

互太纺织、超盈国际、瑞声科技、海天国际；

2、适当跟踪，是否升降：

（1）食品餐饮：中国圣牧、0520（呷哺呷哺）、周黑鸭、嘉士利集团、合生元、

中国旺旺；

（2）耐用品：雅迪控股、颐海国际、国茂控股、安莉芳控股、奥普集团、伟易

达、佐丹奴国际、本间高尔夫、卡宾、时计宝、周大福、六福集团、维达国际；

（3）服务：睿见教育、民生教育、万科企业、永旺、莎莎国际、利亚零售、Fast

retail、红星美凯龙、必瘦站、利福国际、龙湖地产、中国海外发展、腾讯控股、

汇丰银行、恒生银行；

其中目前港股通：中国利郎、安踏体育、大家乐、互太纺织、瑞声科技、海天国

际、比亚迪电子、比亚迪股份、恒安国际、中国联塑、中海物业、同仁堂科技、

香港交易所。

3、阅读公告，了解生态：

（1）食品：中粮、万洲国际、达利食品、康师傅、统一企业、蒙牛乳业、南顺、

金嗓子、天喔、天福、味千、好利来、蜡笔小新、华润啤酒、香港生力啤、四洲

集团、鸿福堂、老恒和酿造、雅士利、长寿花、太平洋恩利、安德利果汁、神威

药业、联邦制药、鲜驰达控股；

（2）餐饮：翠华控股、稻香控股、唐宫中国、合兴集团、富临集团、皇誀餐饮、

小南国、同景新能源、北方新能源、惟膳、新煮意控股、饮食概念、环科国际；

（3）日化：中国儿童护理、欧诗丹；

（4）服装、家居：特步国际、361 度、李宁、虎都、周生生、新秀丽、亨得利、

普拉达、Coach、达芙妮、千百度、百丽国际、拉夏贝尔、鳄鱼恤、堡狮龙、都

市丽人、黛丽丝、莱尔斯丹、浩沙国际、九兴控股、好孩子国际、理文手袋、中

国利郎、卡宾、波司登、裕元集团、拉夏贝尔、波司登、中国泰丰床品、0146

（太平地毯）、克徕帝尔、浩泽净水、国际家居零售、米格国际、永嘉集团、卡

撒天骄、雅视光学、达利国际、宝峰时尚、鹰美、信星集团、金利来、捷丰家居、

中国派对文化、依波路、威高国际、家梦控股、天能动力、超威动力、创维数码、

海尔电器、金山工业、大自然家居、东鹏控股、吉利汽车；

（5）零售：永安百货、利丰、利亚零售、新世界、宝胜国际、红星美凯龙、永

旺、卜峰莲花、联华超市、银泰商业、世纪金花、先施、岁宝百货、米兰站、正

通汽车、和谐汽车、中升控股、大昌行、迪信通、港大零售、东方表行、百灵达、

景福集团、利标品牌；



（6）服务：枫叶教育、成实外教育、克丽斯汀、自然美、修身堂、智美体育、

香港教育国际、盈健医疗、位元堂、和美医疗、现代美容、恒大健康、冠忠巴士；

（7）银行、地产等：汇丰控股、恒生银行、碧桂园、恒隆地产、惠理集团、招

商局基金、万科置业海外、希慎兴业、海港企业、合富辉煌、龙湖地产、中信证

券、美联集团、恒生银行、彩生活、香格里拉、利福国际、香港中旅、美丽华酒

店、锦江酒店、保利文化、华谊腾讯娱乐、经济日报集团、神州租车、阿里影业、

冠辉集团；

4、香港未上市企业：

嘉顿、维记、美心食品、十字牌、李锦记、刀唛、多力、念慈庵、太古、屈臣氏、

江博士、中原地产；

（三）新三板（部分尚未整理、注释）：

1、深度研究，择机买卖：

北鼎晶辉、苏轴股份、海能仪器；舒华股份、开元物业、南孚电池；

2、适当跟踪，是否升降：

（1）食品：熊猫乳业、欧福蛋业、百花蜂业（蜂蜜）；谢裕大、八马茶业（铁

观音等）；咸亨股份（腐乳）、巨龙科技（酱油）；生和堂（龟苓膏）、香海食

品（鱼豆腐）；众客食品（鸭）、伊赛牛肉（以前在天交所挂牌）；伊秀股份（寿

司餐厅）、丰收日（海鲜餐厅）；康比特（运动用品）；奕方股份（生鲜配送）；

（2）耐用品：五洲无线（阿巴丁儿童手表）、嘉憬母婴（婴童理发器等）、小

狗电器（吸尘器、除螨器等）、七彩云南（云南特色产品）、顶固集创（整体橱

柜）、腾飞科技（女士内衣）、乔顿服饰（男士正装）；天元宠物（宠物用品）；

龙泰竹业（为宜家提供竹制品）；飞达音响（影院音响）、中食净化（食品净化）、

中源欧佳（钓鱼具，生产）、若羽臣（母婴产品电商）；

（3）文化：中信出版社、亿童文教（幼儿园教学材料）、老鹰教育（领先的美

术高考培训）、高思教育（北京 K12 教育，中型）、世纪明德（国际游学）、华

图教育（公务员培训）、明师教育（K12 一对一培训）、新东方网、蓝狮子（财

经服务）、小拇指（品牌维修店）、东田时尚（高端没法）；

（4）物业：嘉宝股份、美的物业、上房物业；

（5）服务：中航时尚（健身俱乐部）、好买财富（金融电商）、盛成网络（妈

妈网）、美家帮（互联网家装）、瑞鹏股份（宠物医院）、伊美尔（美容整形）、

恒大淘宝（足球）、景域文化（旅游 OTA）、吉芬设计（服装设计）、迅驰时尚

（时尚培训）、神州优车（打车）。

（7）其他：未来电器（工业电器）

3、阅读公告，了解生态：

（1）食品

豆制品：祖名股份；

肉制品：丁义兴（猪蹄）、有友食品（鸡爪）、牧天食品、潮庭食品（牛肉丸）、

蒙都羊业、东水食品（冷冻水产）；

米、水、面：喜世食品、香兰米业、万星面业、同福碗粥、大和恒（米面销售老

字号）金榜健康泉水、；

鸡蛋和鸡：圣迪乐村、德青源、暖洋洋、传味股份（文昌鸡）；



茶：南香茶业、中吉号、鹅背山、天池股份、成隆天创、抱儿钟秀、茶人岭、茶

乾坤、松萝茶业、戈宝茶、白茶股份、欣绿茶花、雅安茶厂、黑美人；

养殖、屠宰：赛科星、中鼎联合、听牧肉牛、公准股份、青莲食品、五福坊、益

家食品、塞飞亚(鸭)、馋神国际（鹅）；

补品：东方阿胶、江大源（蜂）、蜂联生物（蜂）、金润枣业、爽口源（百合）、

沃福枸杞、全通枸杞、早康枸杞、黑果枸杞、德御坊（五谷杂粮）；

休闲食品：詹氏食品（山核桃等）、恒源食品、绿爱股份（口香糖）、橘香斋（橘

子皮）、佳业股份（蜜饯）、回头客（小蛋糕等）、御食园（京式零食）、柏兆

记（绿豆糕）、味洲航食（航空食品）、天线宝宝（果冻）、维诺冠（漫画饼干）；

调味品：朱老六、羊泉生物、百味斋、百味佳；

乳制品：人之初、小西牛；

宠物食品：华亨股份、路斯股份、奥奇食品；

中式食品：仕外田源（薯类）、致魔芋（魔芋）、合益食品（板栗）、怀山堂；

油茶：沈郎油茶、久晟油茶、源森油茶；

食品香精：美基食品、味正品康、东索食品、龙盛股份、中草香料；

种子、食品基地观光：中香农科、浏阳河；

食品设备：昌顺烘培（达利园设备供应商）；

批发、经销、供应链：乐禾食品（果蔬销售给大客户）、朔方科技、天天鲜（生

鲜配送）、良之隆、健怡果供应链（水果进口）、人可股份（休闲食品代理销售）；

食品连锁零售：华士食品（华莱士餐饮连锁）、元初食品（福建健康食品连锁）；

（2）日化

洗发、洗涤：琪嘉日化、金奇精化、欧佩股份；

批发、经销：嘉妮诗（批发经销）；

代工生产：美爱诗（化妆品）、科玛股份、琥珀股份（化妆品香精）；

化妆品品牌商：船牌日化、蜜思肤、谢馥春、幸美股份、伊斯佳；

卫生用品：诺斯贝尔、依依股份；

洗涤连锁：瑞丽洗涤；

（3）餐饮

正餐餐厅：顺风股份、百富餐饮、红鼎豆捞、紫罗兰、粤珍小厨、小六汤包（西

安）、望湘园、华磊股份、香草香草（云南风味）、小尾羊、幸运时间；

冰淇淋、烘培餐厅：优格花园、奥奇食品；

团膳服务：鸿海股份、华鼎团膳；

（4）耐用品

寝具：丝里伯（枕头）、自然科技（棕床垫）、麒麟家居（弹簧床垫）、汉哲股

份（毛毯）、远梦家居（凉席、文帐）

家纺：晚安家纺、凯盛家纺、天鹅家纺、太湖雪（丝绸、家纺）；

服装和饰品：仙宜岱（女士内衣）、AB 集团（保健内衣裤）、巴鲁特（英国品

牌国内运营）、苏丝股份、华佳丝绸、坦博尔（羽绒）、古麒羽绒、上海青禾（职

业装）、雅鹿运营（男装）、粉蓝时尚（女装品牌）、威斯曼（女装品牌）、优

依购（网络女装）、楚星时尚（女装生产）、童创童欣（儿童服饰）、亨达股份

（女士鞋履连锁）、利诚股份（大型服装，出口、自主和代理迪斯尼）、东方骆

驼（休闲装，生产）、宾宝时尚（年轻男士服装）、木村树（鞋履品牌）、贵之

步（国内鞋履品牌）、三仟院（女装生产）、辛迪亚（女士内衣，出口日本）、



华绵制衣（牛仔裤，出口日本）、海思堡（牛仔裤，生产）、国田股份（纺织服

装）、懿姿股份（时尚饰品）；

户外用品：悠度股份（代工）、宝美户外、神鹰碳车（车身）、凯路仕（中型自

主品牌）、太阳城（伞）；

家电和厨具：阿帕奇（取暖器）、龙的电器（水壶）、双喜电器（高压锅）、厨

一堂（燃气灶）、美厨家居；

家居：欧神诺（瓷砖）、扬子地板（转板中）、恒福股份（茶具）、金大田（门）、

米科股份（集成吊顶、浴霸）、蓝谷智能（整体橱柜）、客来福（衣柜）；皇家

壹号（装修）；爱丽莎（墙纸生产、销售）、东南艺纸（墙纸）、顺美国际（壁

纸生产）；金绫家居（沙发面料，出口）、川洋家居（沙发，出口）、鸿伟家居

（实木家具，出口）、前程股份（家居外贸）、梦佳智能（日用陶瓷、座便器，

出口）、梵卡莎（日用陶瓷，出口）；伊塔科技（吸尘器除螨器的 ODM）、明朗

智能（家居清洁）、依华股份（钓鱼具，日韩出口）；

汽车及用品：大运汽车（卡车）、绿通科技（低速电动车）；好帮手（导航）、

惠尔顿（汽车儿童座椅）、爱车屋（布艺坐垫）、牧宝车居（皮垫、饰品）；精

典汽车（汽车维修保养）、盛世大联（汽车保险销售）；

玩具和文具：天衡股份（玩具）、银太郎（棉花泥、恐龙蛋等玩具）、欧仕股份

（玩具）；智高文创（文具品牌）；

珠宝：克徕帝（钻石品牌运营）、汇源珠宝（河源的珠宝零售）、可观黄金（福

州黄金零售）、女娲珠宝、千叶珠宝、科尔珠宝、卓尔珠宝、华泰珠宝、鼎石珠

宝、泰泓珠宝、星光珠宝、元亨利、锦元黄金、和合玉器、一恒贞、鸳鸯金楼、

国全金业、金尔豪（钻石批发）、弘基时尚（潮宏基渠道运营）、金石雨（珠宝

玉器的批发和联营）；

（5）线下服务：水沐健康（足浴）、极乐汤（沐浴）；创洁工贸（日化经销商）、

奔腾集团（家电零售商）、创美股份（家电经销商）、瑞星时光（进口钟表零售）、

呦哈股份（户外用品零售）、好百年（家具卖场）；木兰花（家政劳务）、中赫

时尚（时尚视觉培训）、曼恒数字（3D 打印和虚拟显示）、华强方特（特效工

程）、身临其境（3D 环境）、一乘股份（驾驶培训）、龙狮篮球、广百展贸、

瑞德设计（工业设计）、住总股份（地产工业化）、敬华拍卖、朗高养老；酷秀

股份（KTV）、米乐星（KTV）；

（6）线上服务：宜搜科技（搜索引擎）、多米股份（互联网音乐）、百合网（婚

姻介绍）、益盟股份（炒股软件）、互动百科（网络百科）、天涯社区（吐槽空

间）、得意生活（武汉本地论坛）、工控网（工控，被众业达收购）、铁血科技

（军事论坛）、花集网（鲜花电商）、家电网（销售需要专业安装的家电）、库

克音乐（古典音乐数据库）、福昕软件、智趣互联（幼教互联网）、虎嗅科技（TMT

信息媒体）、酷乐互娱（星座网站）、百姓网（华东本地生活服务）、凯立德（地

图）、逸家洁（保洁）、豆丁新创（文档共享）、爱问科技（文档共享）、酷买

网（体育用品销售和医疗业务）、美易在线（化妆品和美体仪器网络销售）、房

米网（房地产中介营销）、美骑网络（自行车互联网服务）、淘礼网（积分兑换）、

蝶讯网（ToB 时尚资讯网站）、一起网（互联网装修）、有米科技（广告投放平

台）、淘车无忧（二手车交易平台）、携车网（汽车后市场电扇）、爱尚鲜花（网

络预订鲜花）、时尚爱购（女性时尚消费）、易图资讯（深圳房地产信息网）、

商情数据（个性化的经济分析）、百思寒（羽绒用品，网络销售）、任意球（足

球社区）、善之农（农产品的电子商务批发）；



（7）线下零售：荣盛商业（宁夏商业零售连锁）、锦聚成（粮油等采购销售）、

德惠商业（四川商业零售，多业态）、商之都（中大型安徽超市）、天天智慧（河

北邢台小型超市）、乐松文化（哈尔滨大型购物商场及自营主题公园，一家店）、

渤商大百（天津的快速消费品批发企业，宝洁、优尼加和中粮）、华运股份（安

徽蚌埠连锁超市，中型）、力诚百货（中型联营百货和服饰品牌零售商）、株百

股份（湖南株洲百货，中型，老字号）、顺电股份（中型高端家电零售商）、三

信股份（山东菏泽 100 家便利店）、黄商股份（湖北黄冈 94 家超市，国有）、

名品世家（酒类连锁）、德众股份（贵州湖南 4家 4S 店）、有道汽车（华南 29

家 4S 店，长城为主）、南菱汽车（汽车销售及服务）；衣之家（大型线下服装

连锁）、恩施商贸（湖北恩施零售卖场）；

（8）线上零售：九言科技（女性导购平台和移动社交 in）、淘粉吧（电商导购）；

风尚购（大型电视购物）；网营科技（跨境进口电商服务）、有棵树（跨境电商，

业务杂乱）、爱淘城（电子产品 B2C 跨境出口）、傲基电商（跨境 B2C 出口）、

易购城（跨境 B2C 出口）、价之链（电子产品跨境欧美出口电商）；灵犀金融（保

险、基金代运营）；明通四季（眼镜电商）；醉纯科技（酒类电商）、网酒网（酒

电商）、酒仙网（酒电商）；韩都电商（韩派服装电商）、悦为电商（南极人、

拉夏贝尔等电商代运营）、优雅电商（纺织品电商）、如涵控股（网红电商卖服

装）；凯诘电商（日化、食品电商）、知我科技（化妆品电商）、天天美尚（化

妆品电商）、网娘电商（化妆品电商）；益生康健（保健品电商）、猫诚电商（休

闲食品电商）、乐汇电商（知名食品的电商）、礼多多（知名食品的电商）、手

乐电商（互联网烘培）、印克电商（甜品电商）；鹰明电商（汽车维保）、良晋

电商（手机电商）、良品电商（美菱科龙等的电商代运营）、小棉沃（箱柜电器

类电商代运营）、华强电商（九阳产品电商）；熙浪股份（电商代运营）（电器、

家居等电商代运营，以及电器、伞业的经销）；海豹信息（两性用品电商）、真

爱股份（两性用品电商）、春水堂（两性用品电商）、爱侣健康（两性用品，制

造+销售）、诺丝科技（两性用品电商）；

（9）母婴：孩子王（儿童用品卖场）；大美股份（月子会所）、喜喜母婴（月

子会所）、喜之家（月子会所）、福座母婴（月子会所）、育生堂（月子会所）；

巨臣婴童（OEM 模式为法国品牌商提供童装代加工）；童康健康（儿童体检）；

上海巨乐（滑道、蹦床、攀岩、探险等室内游乐）、福宝童趣（儿童手工娱乐）；

芙儿优（代理销售德国儿童安全座椅）、广生行（日本知名孕婴产品代理）、添

庆股份（母婴用品的代理销售）、母婴之家（母婴电商平台）、宝贝格子（海外

直邮母婴产品）、贝恩施（孕婴童产品网络销售）、速普电商（母婴产品电商）；

青青藤（早期教育培训）、维特科思（早期教育培训）、爱乐祺（早期教育培训）；

母爱婴童（0-6 岁婴童用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绿网天下（儿童电话手表）、

好女人（吸奶器）；亲宝文化（亲宝网等打造儿童 IP）；伊铭萱（婚庆服务）、

花嫁丽舍（婚庆服务）、阳光喜铺（婚庆服务）；

（10）体育：亚特体育（西安健身俱乐部）、祺鸣健身（重庆健身俱乐部）、赛

普健身（健身俱乐部）；卡宾滑雪（北京代理销售滑雪设备及服务）、激想体育

（在唯品会上销售阿迪和耐克）、大统体育（内蒙古体育用品线下零售）；博瑞

体育（为安踏等体育企业营销）、欧讯体育（体育赛事营销）、体娱股份（体育

图片营销）、梅珑体育（冰雪、水上等赛事的体育营销）；泰山体育（智能健身

设备产销）、尤力体育（哑铃产销）、上海三由（户外服装产销）、康莱体育（篮

球架、足球门等产销）、奥美健康（体能测试仪器产销）、同方健康（体能测试



仪器产销）、蔚蓝体育（游泳用品产销）、水晶股份（动感单车、倒立机等产销）、

绿茵天地（运动地面材料产销）；今日体育（动力艇比赛中国区运营商）、泛华

体育（体育场馆建设）、高德体育（体育赛事运营及节目制播）、体育之窗（体

育赛事运营）；万国体育（击剑培训）；鑫度武术（武术培训）；博克森（格斗

类内容授权）、中智华体（体育场馆建设）、新赛点（体育场馆信息整合）；

（11）教育：荣信教育（中高端幼儿科普图书）、凯米教育（婴幼儿培训的早教

机构）、伟才教育（小型的幼儿园加盟连锁）、艾的教育（小型的幼儿园管理和

测评体系）、诺博教育（学前教育软件）、朗朗教育（幼儿园纸质和电子课材）；

智乐园（中小学同步教育软件）、清睿教育（智能英语口语训练软件）、能动教

育（少儿英语培训）、倍乐股份（青少年英语辅导）、读行学堂（苏州游学旅行

产品）；龙门教育（K12 辅导）、海伊教育（小学生作文培训）；光大教育（为

教育局提供网上阅卷和教学质量监测评价系统）、精华教育（学校的教育信息化）、

睿易教育（为体制内中小学提供云教育系统）、金智教育（学校的教育信息化）；

网班教育（网页流移动课件）、明博教育（数字化教学课程）、天学网（在线课

程）、英腾教育（考试、培训的互联网题库）；西普教育（高校 IT 类的实验教

学设备）、鑫考教育（网络阅卷系统和校园一卡通）、华发教育（多媒体教学终

端，红外白板等）、天英教育（多触点、高频帧白板）；教师网（中国教师教育

网）；决胜网（教育中介网站）；全美在线（考试考务服务系统）、远播教育（远

播教育网和第一高考网）、志诚教育（高考复习阶段教辅类图书的策划 编辑出

版发行）、赢鼎教育（高考报考在线服务）、圣才教育（职业考试、考研、考博

提供辅导）、文都教育（研究生入学考试培训和公职考试培训）；博智教育（GMAT

等培训和申请出国服务）、培诺教育（英国高中考试认证课程）、学美教育（上

海留美申请辅导）；英谷教育（高等教育合作辅导服务）；华博教育（福建面向

政府等机构的在线教育）、通铭教育（企业在线学习系统）、京融教育（金融领

域培训）；森纵教育（互联网上 SAP 等的培训）、九城教育（IOS 等线下培训）；

森途教育（毕业生就业和创业培训）、沃土教育（创业培训、创业服务）；行动

教育（企业经营管理培训）、清大教育（企业教育培训，总裁班）、和君商学（企

业教育培训，总裁班）；星道教育（学校教育信息化，老师校务、学生题库和亲

子互动）、青麦教育（提供 Java、 Android 开发、 UID、 iOS 开发等培训）、

大山教育（河南 K12 辅导，一对多）、佳一教育（江苏 K12 辅导，一对多）、雄

鹰教育（成人的课程及考试网站）、华腾教育（小学生同步课堂）、开维教育（数

字校园）、中锐教育（汽车职业教育，为工厂培养毕业生工人）、泰祺教育（考

研培训）、昊福文化（初高中教辅类图书）、光华教育（0-12 岁儿童的直营和

加盟机构）、菁优教育（K12 在线题库及解析）、太奇教育（考研辅导机构和建

造师辅导机构）、麦可思（为高校提供数据跟踪评价智能平台）、汇成教育（职

业学校信息化）、天学网（学生英语智能测评）、维童教育（幼儿园教育材料）、

国培教育（小微金融等商学培训）、五道口（银行类金融机构培训）、金宝威（在

北方为 18 所幼儿园提供综合运营管理服务）、光驰教育（为光电、 物理类的

教学实验装备）、健坤教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技校，共 5所）、蓝科教育

（计算机技术培训服务，侧重 IOS 等）、九春教育（中小学教辅图书）、中人教

育（建工、医学等互联网培训）、黄金屋（K12，经营家校互动业务和互联网教

育业务）、东西方（国际本科预科课程及国际高中课程，海外高校返佣）、森霖

木（学校等安全教育培训）、奇智奇才（幼儿在线教育产品）、金智东博（金融

机构培训）、起航股份（金融领域培训）、厚大股份（司法考试培训）、环球拓



业（托业等英语培训）、中青科技（青少年家庭安全教育）、环球优路（学历和

职称提升考前辅导、建筑领域执业资格考证辅导）、国人未来（幼儿智慧校园）、

佳奇科技（玩具和幼儿教育）、易第优（IT 职业教育培训）、风向标（汽车职

业教育教学）、快乐营（培训咨询服务）、传奇华育（为高等院校提供教育信息

化）、鑫日科、华商智联（在线的职业教育）、精英在线（为数百万机关领导干

部建设运营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平台

）、今日英才（理财教育培训）、三好教育（多媒体教育设备）、颂大教育（中

考招生管理与服务系统、网上阅卷系统）、书网教育（动漫有声读物）、金侨教

育（湖南软件职业学院）、分豆教育（智慧学习云系统）、爱迪科森（网上报告

厅、就业培训和英语资源数据库）；

（12）旅游：骏途网（陕西旅游 OTA）、景尚旅业（旅行社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等）、恐龙谷、明珠旅游、武当旅游、秦皇旅游、约伴旅游、百程旅游、龙云旅

游、遂昌旅游、西域旅游、君亭酒店、山屿海、同里旅游、百程旅游、武当旅游、

洛阳餐旅、并劲旅游、口岸旅游、飞扬旅游、同里旅游、白鹿温泉、天沐温泉、

中新正大、火焰山、成都文旅、成都来也、桂林五洲、丽江文旅、九州文旅、喀

纳斯、三清国旅、碧螺塔、恐龙园（转板）、山水酒店、唐风温泉、智慧旅游、

达人旅业、美之旅、胜高股份、星月股份、住百家、西藏天旅、佳客来、爱尚游、

湖边邨、沃阁酒店、古井酒店、酒店管理、君亭酒店、海航酒店、美豪酒店、华

之旅、龙腾出行、山水股份、海涛股份、远古信息、木兰股份、道旅旅行、世界

旅游、信程旅游、宝泉旅游、秦岭旅游、马仁奇峰、永恒旅游、龙冈旅游、乳山

旅游、明游天下；

（13）健康服务：大众口腔、可恩口腔、三椒口腔、拜瑞口腔、赢冠口腔、家鸿

口腔、美奥口腔、博厚口腔、小白兔、友睦口腔、华美牙科、牙科通、沪鸽口腔、

荣邦医疗、荣恩医疗、京都时尚、春天医美、瑞澜医美、永成医美、丽都整形、

韩美整形、俏佳人、艾博健康、泰美好；

（14）药店：上元堂、华巨药房、泰恩康、泉源堂、善元堂、聚丰堂、嘉宝华、

珍吾堂、九生堂、三多堂、博思堂、圣宝堂、世德堂、嚷元堂、津同仁堂、思明

堂、明药堂、圣保堂、得轩堂、宝明堂、易心堂、芍花堂、同方堂、恒寿堂、益

健堂、源和药业、春水堂、和盛堂、陇萃堂、御心堂、宏济堂、美中嘉和、康泽

药业、拜瑞口腔、倍轻松、亿源药业、春盛中药、马应龙医、福怡助老、瑞澜医

美、千草国药、云南中药、浙皖中药、爱侬养老、美奥口腔、百意中医、奥美健

康、绿萌健康、上海泰昌、福华股份、中康国际、养和股份、鑫海药业；

（15）文化：开心麻花、知音文化、画店文化、恒大文化、云南文化、逸臣文化、

汇智光华、星原文化、俊青文化、长江文化、开合文化、深蓝文化、永乐文化、

艾迪普、万丰文化、桂湘文化、韵创文化、阳光喜铺、中汇影视、童学文化、金

版文化、宇达文化、涨稻文化、美盛文化、捷报文化、东泉文化、大红袍、黄河

文化、中创文化、昊福文化、仙剑文化、蓝桃文化、青藤文化、鼎瀚文化、昊星

文化、培根文化、学海文化、鸠伸文化、子久文化、乐华文化、和韵文化、大满

文化、金刚文化、新视文化、麒麟文化、证大文化、浩林文化、衣酷文化、敦善

文化、经佳文化、耀宇文化、唐是文化、狮凰文化、复娱文化、央数文化、观唐

文化、唐音文化、海天文化、艾叶文化、皇品文化、童梦文化、合肥演艺、大陆

桥、华昕影院、大地院线、嘉华美瑞、飞博共创；

（16）金融：中邮基金、东方港湾；中投保、硅谷天堂、清源投资、联创投资、

美世创投、苏河汇、中科招商、众禄金融、九鼎集团、同创伟业、浙商创投、信



中利、久银控股、鼎润投资、天图资本、菁英时代、达仁资管、银纪资本、涛石

投资、明石创新、卡宝宝、天星资本、德同资本、科盛股份、中信资本、朱雀投

资；民太安、永诚保险；挖贝科技、第一路演、投中信息创新工场；深担保；

（17）物业：智慧生活、万联生活、银城物业、盛全物业、美易家、仁和服务、

乐生活、方圆现代、第一物业、中广物业、华仁物业、润丰物业、格力物业、索

克物业、紫竹物业、德商物业、众诚物业、城投鹏基、润华物业、新鸿运、嘉宝

股份、一卡通、远洋亿家、天骄股份、创典全程、新日月、雅荷科技、兴业源、

荣超股份、中经世纪、泓升股份、特毅股份、东光股份、鑫梓润；

（18）冷链：海航冷链、万泽冷链、民生冷链、小田冷链、巨力冷链、黄兴冷链、

海容冷链、凯雪冷链；

（四）中国知名未上市企业

1、主食、食用油：寿桃、龙升源、狮球唛、多力、金龙鱼、福临门、龙升源（有

机面条）

2、调味品：太港、孝感米酒、老干妈、郑松兴、裨县豆瓣、海南春光辣酱、欣

和食品、吉香居、蓬盛、高福记（即饭扫光）、盛记；

3、饮料和休闲食品：娃哈哈、农夫山泉（养生堂）、香满楼、风行、卡士、杨

协成、加多宝、喜之郎、冰泉、深普、粒上皇、三只松鼠、波力、百草味、盼盼

小面包、徐福记、丹夫、思朗；

4、中药：莲花峰、灵源万应茶、和顺堂；

5、肉制品：广发草原、御盛斋、德州扒鸡、金锣、长春皓月、大连雪龙牛肉、

张飞、棒棒娃、久久丫、紫燕百味鸡、廖记棒棒鸡、无穷；

6、餐饮：广州酒家、五谷磨坊、甘其食、西贝、海底捞、百果园、木屋烧烤、

粒上皇、乡村基、加州牛肉面、东方既白、大娘水饺、康师傅私房牛肉面、永和

大王、真功夫、面点王、马兰拉面；

7、日化：立白、蓝月亮、纳爱斯、好来、佳能（保鲜膜）、思高；

8、家居和文具：公牛、九牧、得力、贝发、白雪、红苹果；

9、服装和饰品：安奈儿、水孩儿、小猪班纳、T100、巴拉巴拉、洁丽雅、新光、

哎呀呀；

10、手机：华为、小米、OPPO、Vivo、步步高；

11、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爱玛、绿源、台铃、喜得盛；

12、净化用品：成都净好科技、北京氧卫士、亚都、沁园；

13、零售渠道：吉盛伟邦、天河城、美宜佳、名创优品、乐友、蜜芽宝贝、贝贝

网；

14、其他服务：美团、51talk、爱回收、要出发、乐动信息、宝宝树、嘀嘀、三

鼎家政、蚂蚁金服、佛山市南海俏手丫、巨人教育、卓越教育、凹凸教育、东方

爱婴、金宝贝、红黄蓝、华夏爱婴、金色摇篮、新爱婴；

15、私有化企业：阿里巴巴、利和经销、东鹏控股、美即控股、粗粮王、时代零

售、物美商业；

16、其他：双胞胎、正大、浙江顶誉食品。

17、有机：欣和、天地粮人、龙升源、有机米、圣牧（高品质的渠道和餐饮拉

动）



第二、中国近代消费企业（中华老字号，尚有 300 多家未

纳入）

由于社会剧变、政策控制等原因，中国曾经兴盛后来完全没落的大产业和民族企

业：票号、侨批、大米民企，下文没能记录相关老字号（例如山西日升昌、汕头

陈万合、汕头陈慈簧等）。

1、主食：

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面粉）

河南：开封市双鱼（面业）、郑州市合记烩面；

上海：福新面粉；

江西：金溪森和兴（面）；

湖北：云梦县楚河（鱼面）；

湖南：衡阳市杨裕兴（面业）、长沙甘长顺（面业）；

四川：雄健丰田（面业）；

2、肉制品：

北京：天福号（酱肘子）、月盛斋（烧羊肉、酱牛肉）、浦五房（南味酱猪头肉）、

小肠陈（小肠）；

天津：狗不理包子、老少乐包子、天宝楼食品（酱肉）、迎宾（肉制品）；

河北：石家庄金凤（扒鸡）、刘美（烧鸡）、石家庄真定府（卤鸡）、怀安县柴

沟堡（熏肉）；

山西：太原六味斋、平遥县冠云（牛肉）、平遥县延虎、平遥县云青（牛肉）、

临汾市吴家宝兴（熏肉）、郭国芳（羊肉）；

辽宁：鞍山市信利（熏腊）、北镇市刘万成（猪蹄、熏鸡）、北镇市尹家（熏鸡）；

黑龙江：哈尔滨大众肉联、哈尔滨秋林里道斯、哈尔滨正阳楼肉类；

山东：德州扒鸡、德州市永盛斋（扒鸡）、淄博清梅居（牛肉干）、青岛海滨食

品（海参）、青岛青联万香斋、赵斌食品（糟鱼）、济南泰康（鱼罐头）、蒙阴

边家风味（干煸辣肉丝）；

河南：卫辉市世魁清真肉制品、商水县叶振华肉食、新乡市罗锅肉制品、开封马

豫兴（桶子鸡）；

陕西：西安永信清真肉类；

甘肃：陇西公司足赤肉干；

上海：丁义兴（猪蹄）、上海万有全（腊肉）、上海立丰食品（牛肉干）；

江苏：无锡市三凤桥肉庄、苏州陆稿荐（苏帮肉食品）；

浙江：雪舫蒋（中式火腿）、嘉兴三珍斋、湖州丁莲芳（包子）、杭州万隆（火

腿庄）；

福建：明溪县荣兴（肉脯干）；

江西：大余县南安板鸭（当地鸭，没有辣）；

四川：成都市桂花庄（腌腊）；

广东：广州皇上皇、汕头市澄海区老山合（有点甜的腊味，猪头棕）；

重庆：金角（五香牛肉干）、桂楼（腊肉）、陆稿荐（酱肉）、白市驿板鸭、梁

平大河张（特色卤烤鸭）；

云南：昆明德和罐头、云南宣字火腿；



3、茶：

北京：吴裕泰、张一元、中茶、京华、元长厚、启元、永安、京华；

天津：清真正兴德、春蕊、成兴；

河北：乾和祥；

辽宁：抚顺鸿兴泰、沈阳中和福；

山东：淄博仁德；

上海：叙友；

江苏：徐州市老同昌、苏州玉露春、苏州汪瑞裕、扬州绿杨春、苏州三万昌茶；

浙江：天台县华顶山云雾茶；

安徽：谢裕大、徽六（六安瓜片）、黄山市猴坑；

福建：施集泉茶圃、海堤茶；

江西：遂川县狗牯脑茶、修水县宁红（工夫茶）；

湖北：“川”（茶）；

广东：广州市生茂泰茶；

广西：梧州三鹤茶；

贵州：都匀毛尖茶；

云南：下关沱茶、勐海茶、凤茶；

4、调味品：

北京：京晶盐业、王致和、龙门醋业、金狮酿造、六必居、桂馨斋、天字牌、白

玉豆腐、仙源食品酿造；

天津：天立独流老醋、芦花牌盐、玉川居酱菜；

河北：保定槐茂（酱菜）、霸州市争荣（酱油）、大名县大名府（香油）、大名

县五鹿香（香油）；

山西：太原市宁化府益源庆（醋业）、太原市古灯调味；

山西：东湖（醋业）、来福（老陈醋）、太谷明泉宝（醋业）、平定县晋阳风味

“龙筋”；

辽宁：葫芦岛市高桥（陈醋厂）、锦州小菜、沈阳天江老龙口酿造、葫芦岛市锦

港小菜；吉林松原市松江（老醋）；

黑龙江：哈尔滨正阳河调味、克东（腐乳）、克东玉和（腐乳）、牡丹江市松城

调味品、红光（糖业）；

山东：济宁玉堂酱园、崔字牌（香油）、济南德馨斋食品、青岛灯塔酿造、青岛

鸡牌（鸡味素）、玉兔（醋）、临沂惟一斋酱园（八宝豆豉等）、山东华王酿造

（醋业）、武定府酿造、临清市济美酿造；

河南：商丘归德大有丰酱园、驻马店市王守义十三香（调味品）、西华县老丁家

（胡辣汤）、洛阳瑞芳栈酱园、洋县朱鹮调味品、潼冠酱菜；

新疆：七一酱园；

上海：老大同调味品、上海鼎丰酿造食品、上海川湘调料（麻辣味）、上海公鸡

酿造、上海天鱼（食醋）、钱万隆（酱油）、上海佛山味精厂、上海三添食品（香

油）、上海五福调味（香油）；

江苏：咸亨（腐乳）、江苏仙鹤（酱油）、恒顺（醋业）、扬州三和酱菜（酱油）、

扬州四美酱菜（酱油）、徐州万通（酱油、醋业）、连云港汪恕有滴醋、淮安市

浦楼酱醋、宿迁市三园调味品、苏州市甪直酱品、吴江市莺湖酱品、江苏新中腐

乳；



浙江：宁波市楼茂记（酱油、食醋）、杭州老大昌（酱油、食醋）、绍兴咸亨腐

乳、杭州湖羊（酱油）、上虞协和（酱油）、杭州景阳观（全国四大著名酱菜店

之一）、平湖市群欢（酱油）、湖州老恒和（酱油）、江山市清湖（酱油）、绍

兴仁昌（酱油、食醋）、宁波市味华（酱油、食醋）、上虞市同仁（酱油、食醋）、

平湖市老鼎丰（酱油）；

安徽：安庆市胡玉美（蚕豆辣酱）；

福建：福州民天（鱼露等）、厦门市陈有香（南洋制辣技艺的沙茶酱、沙茶辣）、

厦门海堤酱油（淘化大同）；

江西：德福斋（咸辣椒酱）、永叔公（腐乳）、永丰县绿海（茶油）；

湖南：加加（酱油）、长沙玉和（食醋）、龙牌（酱油）；

四川：保宁醋、成都市郫县绍丰和豆瓣、郫县鹃城牌豆瓣、资阳市临江寺豆瓣、

南充烟山（嫩尖冬菜）、自贡太源井（晒醋）、四川鼎兴（酱油）、泸州护国陈

醋、中坝酱油、贵族王中王（酱油）、自贡天车（辣椒酱）、五通桥德昌源（豆

腐乳）；

广东：海天调味、广州致美斋、鹤山市东古（酱油）、江门市新会大有、中山岐

江桥（厨邦酱油）；

广西：大盛祥酱园、桂林三花（腐乳）；

重庆：迈进酱油、永川豆豉、黄花园（酱油）、石宝寨(腐乳）；

云南：昆明昆湖牌（酱油）、调鼎斋、万和（辣酱）、通海县（酱菜）；

5、休闲食品：

北京：义利食品、稻香村、稻香春、桂香村、正隆斋全素食品、大顺斋食品、全

素斋食品、百花（蜂业）、红螺（零食）、隆福寺小吃；

天津：桂花祥（麻花）、耳朵眼炸糕、果仁张、崩豆张、天津稻香村、康乐饮料、

桂顺斋、祥德斋（糕点）、五环、石头门坎（素包）；

河北：唐山蜜蜂（麻糖）；山西太原双合成食品（月饼）、山西太谷荣欣堂食品

（饼）、太原泰山庙、太原老香村、颐寿（糕点）、赵氏四味坊（麻花）、运城

市福同惠（糕点）、太原市恒义诚（“老鼠窟”元宵）、太原市晋字牌（月饼）；

辽宁：沈阳百年马（烧麦）、沈阳稻香村、大连群英楼（糕点）；

吉林：吉林市福源馆（烘培）、吉林省杨麻子大饼、长春市鼎丰真（糕点）；

黑龙江：哈尔滨老鼎丰（糕点）、哈尔滨市南极冷饮、哈尔滨新天地秋林；

山东：周村烧饼、微山湖（松花蛋）、青岛崂山矿泉水、金乡县金蜂（糕点）；

陕西：西安市德懋恭（糕点）；

甘肃：兰州天生园（糕点）；

宁夏：敬义泰清真；

上海：冠生园、光明食品、凯司令（西饼、蛋糕）、新长发（栗子）、玉棠（糖

业）、真老大房食品（糕点）、稻香村（肫肝）、上海利男居食品（广式月饼）、

采芝斋食品（糖果）、上海老城隍庙五香（豆食品）、上海张力生（年糕）、南

翔速冻、大白兔（糖）、悦来芳食品（茶食糖果）；

江苏：苏州乾生元（苏式糕点） 、苏州稻香村、常州瑞和泰（茶食店）、苏州

采芝斋食品（糖果）、苏州黄天源（糕团）、苏州津津（卤汁豆腐干）、苏州和

合（糕点）、太仓肉松、南京卫岗奶业（宋庆龄两姐妹创办）、南京冠生园、南

京小苏州（糕点）、南京清真桃源村（糕点）、如皋市林梓老万和（糕点）、高

邮市陈西楼（茶干）、无锡市穆桂英（鸡子大饼）、如皋市三香斋（茶干）



浙江：瑞安李大同（茶食）、嘉兴五芳斋（粽子）、衢州市邵永丰成正（“麻饼”

冻米糖“花生糖”）、瑞安市擒雕牌（炼乳）、杭州市五味和（蜜饯）、新昌同

兴食品（江南糕点）、宁波升阳泰（生产和经营南北果品、宁式糕点）、湖州震

远同（糕点）、湖州诸老大（粽子）、杭州颐香（糕点）、杭州陈源昌（蜜饯）、

温州市五味和（蜜饯）、杭州翠沁斋清真（茶食糕点）、杭州采芝斋（糖果）；

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茶干，以豆干为原料）、安庆市麦陇香（中式糕点）、

合肥公和堂（狮子头）、阜阳叫花鸡（瓜子）、合肥张顺兴号（糕点）；

福建：厦门市黄则和（花生汤）、复茂饼家、厦门市南普陀（素菜、素饼）、福

建省安溪成珍（桔红糕）、厦门市叶氏（麻糍）、厦门黄金香（肉松）、厦门白

鹭（鱼皮花生）、源和堂（蜜饯）；

江西：九江市清真梁义隆（饼店）、南昌品香斋（糕点）、九江石钟山（豆豉）、

洪门（皮蛋，天地会发源地）、贵溪市龙兴铺（灯芯糕）、高安市大观楼（腐竹）；

湖北：武汉五芳斋（粽子）、武汉曹祥泰（绿豆糕）、孝感（麻糖）、十堰市久

康（糖果、糕点）、黄石港（饼）；

湖南：长沙市九如斋（糕点）、沅江亿昌（糕点）、长沙市德茂隆（香干）、长

沙三吉斋（糕点）；

四川：保宁蒸馍、崇州市汤长发（麻饼）、罗江县豆鸡（豆制品）、乐山苏稽（米

花糖）；

广东：英德徐其修（凉茶）、佛山市合记饼业、广州鹰金钱（罐头）、新会大有

（凉果）、广州市趣香（饼业）、广州市泮塘（马蹄粉）、广州市宝生园（蜂产

品）；

广西：双钱（龟苓膏）；

重庆市：江津玫瑰牌（米花糖）、重庆冠生园（内迁重庆）、重庆瑞兰斋（桃片

糕）；

贵州：遵义延寿（蛋糕）、遵义市老谢氏（鸡蛋糕）；

云南：昆明吉庆祥（糕点）、昆明梅花牌（月饼）、昆明桂美轩（糕点）、昭通

月中桂（糕点）；

6、酒业：

北京：红星二锅头、永丰、中华、牛栏山、仁和；

天津：津酒、天沽、义聚永记、渔阳酒业；

河北：刘伶醉酒厂、衡水老白干、板城烧锅、丰年牌、三井十里香、承德庆元亨、

福盛泉、唐山曹雪芹酒业、迁安市贯头山酒业、邯郸丛台酒业；

山西：杏花村、晋唐、太原晋泉；内蒙古河套酒业、丰州、开鲁、鸿茅贡酒；

辽宁：道光、磨齐山、凤山、铁刹山、千山、盘锦；

吉林：长春积德泉酿酒厂、长白山、洮儿河、龙泉春、大泉源、梅河、百乐、榆

树钱、江城牌、通化葡萄酒；

黑龙江：双城花园酒业、玉泉、牡丹江市牡丹江、哈尔滨市宾州牌、桂花、哈尔

滨大兴昌；

山东：烟台张裕、青岛啤酒、强恕堂酒坊、德州通德酿造（小米酒）、景芝酒业、

即墨黄酒、济南趵突泉酿酒、兰陵、青州云门酒业、山东古贝春、山东扳倒井；

河南：宋河酒业、张弓酒业、宝丰酒业；

陕西：西凤酒、太白酒业、白水杜康酒业、城古、秦川酒、谢村桥、秦洋牌；

甘肃：红川酒业、金徽酒、滨河酒、平凉市崆峒酒、武九、陇西渭水酒业；

青海：互助青稞酒；



新疆：三台酒业、新疆第一窖古城酒业；

上海：华佗酿酒、金枫酒业；

江苏：洋河江、今世缘、双沟酒、汤沟两相和酒、张家港沙洲酒、泰州梅兰春酒、

无锡市玉祁酒、南通水明楼黄酒、南通颐生酒；

浙江：绍兴塔牌（黄酒）、绍兴女儿红（黄酒）、绍兴沈永和（黄酒）、绍兴鉴

湖（黄酒）、绍兴会稽山（黄酒）、浙江致中和（保健酒）、陈德顺发记坊（酿

酒）、西塘（黄酒）、古越龙山（黄酒）、义乌市丹溪酒、湖州干昌酒；

安徽：口子窖、安徽迎驾贡酒、颍州酒；

福建：泉州市春生堂、鼓山牌、青红牌；

江西：赣南章贡酒、婺源县清华婺酒、宜丰洞山酒、堆花酒、九江市浔阳楼酒、

临川（贡酒）；

湖北：枝江酒、武汉天龙黄鹤楼酒、黄山头酒、安陆市碧山酒、孝感米酒；

四川：泸州老窖、沱牌舍得、宜宾五粮液、剑南春、四川全兴、古蔺县郎酒、江

口醇酒、绵阳市丰谷酒、八百寿酒；

广东：珍珠红酒、汕头市广德泰酒、佛山市陈太吉酒、远航、广东顺德红荔酒；

广西：桂林湘山酒、梧州龙山酒；

重庆：几江酒；

贵州：贵州茅台、赖永初酒、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酒、鸭溪酒、董酒；

云南：杨林肥酒；

7、烟：

湖北：黄鹤楼、武汉红金龙香烟；

8、饭庄：

北京：来今雨轩饭庄、北京饭店、仿膳饭庄、谭家菜餐饮、护国寺小吃店、老西

安饭庄、新路春饭庄、西四大地餐厅、西来顺饭庄、丰泽园、东来顺、全聚德、

听鹂馆、混沌侯、柳泉居、烤肉宛、曲园酒楼、锦芳小吃店、西德顺饭馆、翔达

南来顺饭庄、清真白魁老号饭庄、砂锅居、同和居、烤肉季、鸿宾楼、首都玉华

台、同春园、华天延吉、又一顺、峨眉酒家、便宜坊、都一处、壹条龙、天兴居、

力力豆花庄、爆肚冯、远东饭店；

天津：登瀛楼饭庄、起士林大饭店、鸿起顺餐饮、利顺德大饭店、大福来餐饮、

天津烤鸭店、白记餐饮、红旗饭庄；

河北：唐山鸿宴饭庄、邯郸市一篓油餐饮、石家庄市中和轩饭庄、昌黎县赵家馆

（饺子馆）、张家口市朝阳楼饭庄；

山西：清和元饭店；

辽宁：沈阳市甘露饺子馆、沈阳老边饺子、沈阳市三盛轩回民饺子馆、沈阳市宝

发园名菜馆、沈阳鹿鸣春饭店、沈阳西塔大冷面餐饮、沈阳市明湖春酒店；

吉林：李连贵熏肉大饼铺、吉林市新兴园饺子馆、西春发饭店；

黑龙江：哈尔滨老都一处餐饮、哈尔滨华梅西餐、哈尔滨源盛东餐饮、哈尔滨市

香庆饮食；

山东：济南聚丰德饭店、淄博石蛤蟆餐饮（水饺）、德州市又一村饭店、淄博聚

乐村、青岛万和春（砂锅粥）、济南燕喜堂饭庄、青岛春和楼饭店、济南市草包

包子铺；

河南：开封第一楼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市真不同饭店、洛阳八景酒家、郑州市合

记饭店、郑州市老蔡记饭店；



陕西：西安饭庄、西安德发长酒店、西安老孙家饭庄、西安五一饭店、西安贾三

清真灌汤包子馆、咸阳张记餐饮、同盛祥饭庄、咸阳老王家饮食、老孙家饭庄白

云章风味小吃城、西安烤鸭店聚丰园分店、东亚饭店、东亚饭店春发生分店、桃

李村饭店；

甘肃：兰州景扬楼餐饮；

上海：杏花楼食品餐饮、老半斋酒楼、燕云楼、老正兴菜馆、小绍兴大酒店、功

德林素食、上海老饭店、南翔馒头店、上海沧浪亭餐饮、上海绿杨村酒家、上海

乔家栅饮食食品、新雅粤菜馆、清真洪长兴餐饮、德兴面馆、德大西餐、德兴馆、

梅龙镇酒家、王家沙餐、红房子西菜馆、西湖饭店、和平饭店、金门大酒店；

江苏：南京清真马祥兴菜馆、南京永和园酒楼（淮扬菜点）、扬州富春茶社、苏

州得月楼、苏州松鹤楼、镇江宴春酒楼、南京韩复兴清真食品（板鸭和盐水鸭）、

常熟市王四酒家（叫化鸡、桂花酒）、苏州市朱鸿兴（花式面点）、苏州市石家

饭店、昆山奥灶馆（面馆）、南京清真安乐园菜馆、南京刘长兴餐饮、无锡市王

兴记、徐州市两来风酒楼、徐州市马市街铊汤（两来风辣汤和猪肉煎包）、苏州

市老庆泰羊肉馆、苏州市义昌福酒店、苏州市近水台面馆、无锡市陆稿荐肉庄、

无锡聚丰园酒店、扬州共和春（饺子和面）、常州市义隆素菜馆、苏州新聚丰菜

馆、苏州老正兴菜馆、苏州绿杨馄饨店；

浙江：绍兴市咸亨酒店、杭州楼外楼、杭州知味观、杭州山外山菜馆、温州市县

前汤圆店、杭州奎元馆（面馆）、杭州羊汤饭店、湖州市周生记（混沌）、宁波

市缸鸭狗（汤团）；

安徽：同庆楼、芜湖市耿福兴酒楼；

福建：泉州好成财（牛排馆）、厦门好清香（闽南风味小吃，“烧肉粽”等）、

厦门吴招治（薄饼）、福州聚春园（佛跳墙等）、同利肉燕老铺（燕皮）、福州

老卤酱鸭店、福州市永和鱼丸店、福州聚記清水肉燕店；

湖北：武汉谈炎记（水饺）、武汉市四季美（汤包馆）；

湖南：长沙火宫殿、长沙玉楼东、长沙杨裕兴、长沙银苑、长沙又一村、常德市

清真第一春、长沙黄春和（粉馆）；

四川：成都龙抄手店、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成都赖汤圆店、成都钟水饺店、成都

夫妻肺片店、成都荣乐园、成都盘飧市、成都耗子洞鸭店、成都带江草堂、川北

凉粉、成都张老五凉粉、成都痣胡子龙眼包子、成都洞子口张凉粉、成都韩包子；

广东：广州酒家、广州市莲香楼、广州市泮溪酒家、广州市北园酒家、广州市新

华酒店、广州市爱群酒店、广州新亚酒店、广州陶陶居、中山市咀香园、佛山北

香園、佛山大可以、湛江衣记鸡饭店；

重庆：老四川、重庆桥头火锅、重庆市颐之时、小洞天饭店；

云南：昆明建新园；

9、医药：

北京：同仁堂、通三益、鹤年堂医药；

天津：隆顺榕、达仁堂、乐仁堂、宏仁堂、天津同仁堂、京万红；

河北：石家庄乐仁堂医药、金牛制药；

山东：东阿阿胶、福胶集团、宏济堂；

山西：广誉远；

辽宁：丹东市老天祥大药房；

吉林：抚松制药；



黑龙江：世一堂、齐齐哈尔参鸽药业、哈尔滨永江药业、黑龙江鼎恒升药业、哈

尔滨福庆堂；

山东：烟台中亚药业、淄博万春堂骨科、济南药业、桓台县起凤整骨；

河南：洛阳正骨医院、汝州市四知堂；

甘肃：兰州佛慈制药；

陕西：藻露堂；

上海：群力（草药店）、蔡同德堂、梨膏糖（保健品）、童涵春堂中药、九和堂、

人寿堂、上海雷允上；

江苏：雷允上、南京白敬宇、南京乐家老铺、镇江存仁堂、江苏大众医药、江苏

大德生、苏州华佗针灸器械、镇江唐老一（一正膏）、雷允上（老药铺）、苏州

良利堂药店、苏州王鸿翥药店；

浙江：杭州胡庆余堂、杭州方回春堂、杭州民生、杭州张同泰、杭州朱养心（伤

科药品）、浙江震元（药店）、西塘钟介福（药店）、温州老香山（药店）、浙

江天一堂、杭州万承志堂、金华寿仙谷、杭州李宝赢堂、天台山乌药、杭州许广

和（御医开店）、温州叶同仁（中药局）、四明志记药局（西药局）；

安徽：寿春堂（中药材）、余良卿（膏药）；

福建：漳州片仔癀、泉州市灵源药、福州回春（中药店）、厦门“萬记”药店；

江西：黄庆仁栈、南城建昌帮（传统中药炮制）；

湖北：马应龙、健民药业、武汉叶开泰；

湖南：九芝堂；

四川：德仁堂、成都同仁堂、遂宁市全泰堂、梓橦宫；

广东：宏兴、冯了性、德众、白云山（包括王老吉、潘高寿、敬修堂、中一、光

华、星群、何济公、明兴、陈李济、广州奇星药业等）、广州采芝林、沙溪、广

州健民、广东大印象；

广西：玉林、梧州中华跌打丸、梧州双钱龟苓膏；

重庆：桐君阁；

贵州：同济堂；

云南：昆明福林堂、云南白药、昆明老拨云堂、腾冲制药、昆明朱氏双美、云南

王子容 、云南保元堂；

10、化妆品：

上海：双妹；

江苏：扬州谢馥春；

浙江：杭州孔凤春；

11、服装：

北京：盛锡福、内联升、步瀛斋、造寸服装、同升和、瑞蚨祥丝绸、谦祥益丝绸、

大明眼镜、华女内衣、雪莲羊绒；

天津：三帽；

青岛：盛锡福环球女帽、青岛孚德鞋业、青岛即发服装；

上海：开开、培罗蒙西服、古今内衣、上海亨生西服、朋街服饰、上海惠罗羽绒

服饰、鸿翔时装、第一西比利亚皮货、新大美华鞋业、人立服饰、恒源祥；

江苏：南京吉祥云锦、苏州干泰祥丝绸；

浙江：杭州都锦生（丝绸）、温州市金三益（绸布庄）；

12、用品：



北京：成文厚帐薄卡片、一得阁、戴月轩湖笔徽墨、京珐牌珐琅、栎昌王麻子刀

剪、红都高端服装定制、艺嘉工艺、地毯五厂、星海钢琴、建华皮货、光华宝石

鞋业、龙顺成中式家具；

天津：红三角烧碱、中华牌体育用品、飞鸽自行车、鸵鸟墨水、海鸥表业、鹦鹉

乐器、真美电声器材、仁立毛纺、抵羊牌纺织、蜂皇家具；

辽宁：鞍山市老精华眼镜；

青岛：金菱家具、青岛金锚手表、烟台北极星（钟表）、潍坊嵌银厂（红木嵌银

漆器）、济南宝明斋眼镜、烟台三环锁业；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精华眼镜行、项城市汝阳刘笔；

陕西：西安西北眼镜行；

甘肃：天水飞天雕漆工艺家俱；

上海：全泰服饰鞋业、上海卧室用品、蓝棠皮鞋、奇美鞋业、博步皮鞋、漂亮妈

妈（妇女用品）、吴良材眼镜、茂昌眼镜、东方明星眼镜、钟牌 414 毛巾、凤凰

毯业、凤凰自行车、永久自行车、白猫洗涤、亚明灯泡、三枪内衣、海螺服饰、

民光家纺、皇后纺织装饰品、周虎臣曹素功笔墨、豫园商城工艺品、五华伞业、

美丽华礼品、汇丰纸行、第一铅笔、马利画材、民族乐器一厂、第一医药商店、

上海钢琴、红心器具、回力鞋业、上海星钻秒表、上海表业；

江苏：南京四明眼镜店、扬州市光明眼镜、南京吴良材眼镜店、扬州玉缘玉器厂、

扬州漆花漆器、无锡市惠山泥人、常州市白象梳篦厂、镇江鼎大祥（纺织和床上

用品）；

浙江：杭州张小泉（剪刀）、湖州天官牌（湖笔）、龙泉市官窑（瓷业）、杭州

炳新（铜雕）、杭州王星记扇业、杭州毛源昌眼镜、龙泉南宋哥窑瓷业、杭州边

福茂鞋、杭州黄古林（野草编织）、龙泉南宋哥窑瓷、浙江省龙泉市沈广隆（剑

铺）、杭州船牌日化、杭州潘永泰棉花店；

安徽：红星（宣纸）、黄山市胡开文墨店、休宁县吴鲁衡（罗盘）；

福建：将乐县龙池砚（一千多年历史）、福州台江老天华乐器、漳州市八宝印泥、

厦门蔡氏漆线雕；

湖南：长沙老杨明远（眼镜）、金彩霞（刺绣）、浏阳金生（花炮）；

四川：阆中寿昌号（蚕丝制品）、自贡市龚扇（竹编工艺）、成都市胡开文（墨

店）；

广东：广州虎头牌（手电筒）、广州新以泰（体育用品）、广州市利工民（针织）、

广州市李占记（钟表）、广州市鹤鸣（鞋帽）、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佛山南海

红棉（毛巾）；

重庆：精益高登眼镜；

云南：昆明瑞明眼镜、云南禄丰剪刀；

13、珠宝：

上海：老凤祥、亚一金店、老庙黄金、天宝龙凤金银珠宝；

江苏：南京宝庆银楼、苏州市恒孚银楼；

浙江：杭州信源银楼、绍兴陈氏银楼；

福建：莆田市华昌首饰（金镶玉、玉镶金工艺）；

湖北：武汉晶钰（首饰）；

广东：广州第一福（珠宝）；

云南：通海孔雀牌（民族银饰）；

辽宁：沈阳萃华珠宝；



14、零售渠道：

北京：青云阁、王府井、西单商场、菜百百货、白塔寺药店、京糖、永安堂医药、

北京德寿堂医药；

天津：劝业场、中原百货、老美华鞋店、华龙金店、丽人眼镜店；

内蒙古：民族商场；

辽宁：大商集团、沈阳天益堂药房、岫岩满族自治县益元堂、沈阳广生堂药业、

大连大仁堂；

黑龙江：八杂市商业、大罗新；

济南：大观园百货、青岛利群、青岛台东五金商店、青岛崂山百货大楼、烟台生

生堂、青岛国风大药房；

河南：焦作市百货大楼；

宁夏：银川市协力厚药店；

上海：上海豫园商城、上海宝大祥（丝绸）、朵云轩（扇、画等零售）、上海第

一食品（零食零售）、上海新世界百货、老介福商厦、湖心亭茶楼、丽云阁笺扇

镜架商店、协大祥绸布商店、信大祥绸布商店、宝大祥绸布商店、培丽土特产商

场、五星商业、六百商城、第一百货商店、舒馨时装商店、三角地菜场、上海邵

万生食品（糟醉、腌腊、南北货等）、上海三阳盛食品（南北干果、特产）、三

阳南货店、上海老同盛（南北货）、广茂香经贸；

江苏：南京中央商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常州百货、无锡市世泰盛经贸（呢

绒、绸布、布料）；

浙江：杭州解百百货、温州市第一百货、温州市金三益（绸布庄）、杭州广合顺

（皮塑鞋材）；

江西：南昌亨达利（钟表、眼镜、珠宝零售）；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老亨达利（钟表）、汉明喜来登（眼镜）；

广东：广州市南方厨具发展；

广西：南宁百货；

15、其他：

北京：荣宝斋、中国照相馆、大北照相馆、四联美发、工美艺术品、34 号（首

长特供）、商务印书馆、新华书店总店、紫房子婚庆；

天津金星（食品进出口）、天女化工、灯塔涂料、天津杨柳青画社、天津纺织集

团进出口、渤天化工、天津市食品发酵总公司、天津长芦海晶、陈林洗染、天津

裕华经济贸易（电镀材料）；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蒙古大盛魁（旅蒙商号）；

辽宁：鞍山市大光明洗染；

吉林：长春孟氏整骨、白山市皇封参业；

黑龙江：北大仓、马迭尔宾馆、哈尔滨友谊宫、江上俱乐部；

山东：济南奇美美发美容、青岛天真摄影；

上海：王宝和酒店、上海王开摄影、飞机牌染料、正章洗染、双钱轮胎、飞马针

织、菊花纺织、新光光学仪器、新新美容城、华安美容美发、上海正章（洗衣店）、

熊猫线缆、华通开关、冠龙照相器材、开林造漆、振华造漆、上海造漆、上海油

墨、上海涂料、上海京华化工、上海国旅；

江苏：南京卷烟厂；

浙江：杭州西泠印社（金石篆刻）、杭州芝兰图（销售文房四宝）、杭州利群卷

烟、桐乡市丰同裕（染坊）、宁波天胜照相馆；



湖北：武汉市长生堂理发、襄樊郝曙光（照相馆）；

湖南：长沙市凯旋门摄影；

广东：广州市琳琅婚纱（照相）；

重庆：华华（布业）；

云南：昆明北门书屋。

第三、发达地区消费企业

（一）美国：

1：

波克夏哈撒韦、Facebook、Amazon、Google、Tesla、BRK、Disney、亨氏、麦

当劳、哈雷、IBM、沃尔玛、Costco、京东、好未来、网易、新东方；

2：

阿里巴巴、百度、汽车之家、携程、58 赶集、中通快递；

3：

（1）快消：泰森、尚高、露华浓、菲利普莫里斯、家乐氏、宝洁、百事、百胜、

雅芳、惠氏、雅培、怪物饮料、味好美、美赞臣、亿滋、来福威食品、金佰利、

卡夫、好时、荷美尔、雅斯兰黛、通用磨坊、美国庄臣、露得清、雅斯兰黛、康

宝浓汤、金宝汤、高露洁、百威英博、百胜、特百惠、巴西食品、达美乐披萨、

劲量、阿斯利康、强生、仙妮蕾德、赫兹、棒约翰、百胜；

（2）服务：百胜、喜达屋、洲际、西南航空、星巴克、康尼格拉百货、内布拉

斯加家具商城、全食食品、西尔斯、家得宝、万豪、希尔顿、百思买、联邦快递、

DHL、伯灵顿商店、邓白氏、尼尔森、玩具反斗城、Airbnb、梦工厂、Ebay、Expedia

公司、金宝贝；

（3）耐用：美泰、耐克、阿迪达斯、孩之宝、戴姆勒、哥伦比亚、Coach、福特、

菲亚特、固特异、领英、穆迪、万事达、3M、百事、飞利浦、菲利普莫里斯、露

华浓、新秀丽、苹果、雅达利、Gopro；

（4）中概：无忧英语、去哪儿网、康迪车业、唯品会、陌陌、盛大、左岸、途

牛、优酷、YY、高德地图、华住酒店、搜狐、新浪。

（二）日本：

1、快消：

森田、雪印、龟甲万、东丸酱油、益力多、午后奶茶、小林制药、江崎固力果、

森永、卡乐比、朝日、麒麟、罗森、味之素、丘比、三丽鸥、狮王、花王、大幸、

味之素、宝之素、格力高、麒麟、日清、虎牌、大冢制药、武田制药、卫材制药、

久光制药、大正制药、永旺集团、松屋食品、吉野家、元气寿司、冈本、乐天、



资生堂、无印良品、7&I 控股、伊藤洋华堂、Dennys、上岛咖啡、不二家、味觉

糖、森永制药、三得利、味千拉面（总部日本）、尤尼佳、高丝、DHC、尤妮佳；

2、耐用：

Acics、Yonex、美津浓；贝亲；万代；松下、三洋、最好电器、林内、夏普、大

金工业、日立、东芝、三菱电机；先锋公司、JVC；卡西欧；丰田、本田、日产、

五十铃、日野、铃木、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三越伊势丹、无印良品、迅销；

佳能、尼康、奥林巴斯、理光；百乐文具；华歌尔、TOTO、欧姆龙、任天堂、三

丽鸥、象印；花王、大王；

3、其他：

发那科、安川电机、Shimano、Juken、JSR、山田电机、东丽；

（三）欧洲

1、快消：

曼可顿（面包）、汉高、欧莱雅、妮维雅、威露士、黑森林牛奶、雀巢、达能、

英联食品、联合利华、利洁时；

2、耐用：

MAPA（NUK）、乐高、利勃海尔、黛安芬、博世、博朗、飞利浦、霍尼韦尔、Hugo

Boss、AO smith、开云、迪奥、伊莱克斯、卡地亚、米其林、WMF、雷诺、古驰、

多乐士、Brita、Dorma、Zeiss、西门子；

3、其他：

宜家、马莎百货、迪卡侬、翠丰集团；

（四）台湾

1、食品：

金兰酱油、统一、康师傅、葡萄王、味王、津津、联华食、黑松、爱之味、福懋

油、味全、中华食品、维格饼业、大饮、F美食、天仁、85 度 C、王品集团、鼎

泰丰；

2、日化：

花仙子、美吾华；

3、耐用品

丽婴房、三洋、灿坤、东哥游艇、声宝、乔山、王品、宝岛科、阿瘦、樱花、裕

隆、正新、建大、金兰食品、佳能、美利达、巨大机械、艾美特；

4、服务

诚品、雄狮旅游、寒舍餐饮、瓦城泰统、好乐迪、钱柜企业、山富旅游、五福旅

游、华研音乐；

5、零售

统一超、神脑、全家；



(五)其他

澳大利亚：blackmore、swiss；

新加坡：余仁生、普洛斯、虎标万金油、面包新语、永和豆浆、丰益国际；

韩国：三星、现代、LG、农心、好丽友、清净园、雪花秀；

菲律宾：上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