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包装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最佳设计奖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作品名称 产品类别 所在盟市

1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阳开泰礼盒 包装 肉类 锡林郭勒盟

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纸盒装须尽欢团扇冰淇淋包装 乳 呼和浩特

3 内蒙古盛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羊伊曼苏臻选礼盒包装 乳 呼和浩特

4 内蒙古吉奥尼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肆喜礼盒 包装 酒水饮品 呼和浩特

5 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马铃薯淀粉25kg包装袋
酒店专用包装

马铃薯 呼和浩特

总计：5件产品获得最佳包装设计奖（排名不分先后）

最佳创新创意奖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作品名称 产品类别 所在盟市
1 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 天边的额吉 包装 乳 乌兰察布

2 内蒙古三主粮天然燕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燕麦精酿啤酒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呼和浩特

3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鸿雁礼盒 包装 特色 巴盟

4 内蒙古果壳品牌创意顾问有限公司 鄂托克旗木凯淖尔土鸡蛋 包装畜禽蛋奶 呼和浩特

5 宁城县志永米业有限公司  红谷小米礼盒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赤峰

6 内蒙古兆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兆丰石碾全面粉系列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巴盟

7 力莱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薯条 包装 马铃薯 呼和浩特

8 力莱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阿仓蒙牧 包装 乳 呼和浩特



9 内蒙古蒙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蒙望鲜大米系列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呼和浩特

10 乌审旗塔来乌素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什拉米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乌审旗

11 内蒙古明阳农业科贸有限公司 “三生荞”牌大米系列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赤峰

12 内蒙古果壳品牌创意顾问有限公司
北方文创-柠檬微醺奶酒
（100ML）包装

酒水饮品 呼和浩特

13 内蒙古在山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朵兰戈精酿啤酒 包装 酒水饮品 鄂尔多斯

14 内蒙古在山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醇熟酸奶 包装 乳 鄂尔多斯

15 内蒙古值得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凉城旱粮田也杂粮系列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呼和浩特

16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枸杞礼盒 包装 特色 巴盟

17 内蒙古大辽王府粮贸有限公司 赤峰小米礼盒装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赤峰

18 喀喇沁旗金鹏种植专业合作社 精品羊肚菌礼盒 包装 特色 赤峰

19 乌海市云飞农业种养科技有限公司 云飞葡萄手提箱 包装 蔬菜瓜果 乌海
总计：19件产品获得最佳创新奖（排名不分先后）

最佳环保奖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作品名称 产品类别 所在盟市
1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尼特羔羊系列 包装 肉类 锡林郭勒盟

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甄稀高端冰淇淋 包装 乳 呼和浩特

3 内蒙古田丰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草原酸白菜、土豆粉 包装 马铃薯 包头

4 巴林左旗德惠粮贸有限公司 契丹小镇 毛毛谷小米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赤峰

5 巴彦淖尔市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 三胖蛋原味瓜子 红罐包装 特色 巴盟

6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枸杞纸礼盒 包装 特色 巴盟

7 内蒙古马志全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牧溪原羊杂（原味）包装 肉类 乌兰察布



8 内蒙古农乡丰工贸有限公司 农乡丰精品杂粮系列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鄂尔多斯

9 喀喇沁旗冯家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冯桔梗”桔梗酱菜礼盒包装 特色 赤峰

10 内蒙古乔家大院蒙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奔奔豆礼盒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巴盟

11 内蒙古卓滋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卓滋味产品锁鲜气调 包装 肉类 乌兰察布

12 包头宏基面粉有限公司 鹿王系列袋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包头

13 内蒙古浩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玉米系列袋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呼和浩特

14 内蒙古盛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契丹御米-玉米系列袋装 包装 粮食、粮油制品 赤峰

15 包头市欣禾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欣北辰有机玉米粉、玉米糁 包粮食、粮油制品 包头
总计：15件产品获得最佳环保奖（排名不分先后）

最佳视觉奖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作品名称 产品类别 所在盟市
1 内蒙古宇航人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状态起飞-沙棘人参原浆 包装 特色 呼和浩特

2 内蒙古阳光田宇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阳光田宇珍藏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包酒水饮品 乌海

3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典超滤牛奶 高蛋白6.0g/100 瓶 包乳 呼和浩特

4 内蒙古马志全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手撕牛肉（原味）250g袋 包装肉类 乌兰察布

5 内蒙古科牛优选食品有限公司 科尔沁卤汁牛肉、酱卤牛肉系列 包肉类 通辽

6 内蒙古科牛优选食品有限公司 科尔沁风干牛肉 包装 肉类 通辽

7 内蒙古卓滋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大吉大利过年吃鸡礼盒 包装 肉类 乌兰察布

8 力莱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LAMBALL香皂 包装 特色 呼和浩特

9 巴林左旗实在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牛肉蘑菇辣椒酱 礼盒包装 特色 赤峰

10 内蒙古蒙羊羊乳业有限公司 雅曼苏无蔗糖羊奶芝士酪酥原味乳 呼和浩特
总计：10件产品获得最佳视觉奖（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