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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示范村、
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和销售示范街区

推荐结果的公告

根据《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示范村、龙头企业、知名品牌

和销售示范街区推荐标准》和《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示范村、

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和销售示范街区推荐活动方案》， 2018 年 6

月 1 日-8 月 15 日，经过各州（市）文产办推荐，省文产办审定,

推荐出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示范村、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和销

售示范街区，名单如下：

一、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示范村

序号 地区 示范村名称

1

大理

云龙县诺邓镇诺邓村

2 鹤庆县云鹤镇秀邑村委会

3 剑川县甸南镇狮河村

4 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民委员会

5 楚雄 楚雄市大过口乡西康郎村



- 2 -

6 牟定彝和园

7 姚安县官屯镇马游村

8 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利么村

9 双柏县大麦地镇底土村

10

迪庆

德钦县奔子栏镇奔子栏社区

11 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汤满村

12 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

13
红河

建水县碗窑村

14 红河县甲寅镇龙普村

15 丽江 玉龙县白沙镇白沙村

16

怒江

怒江州泸水市上江镇新建村

17 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知子罗村

18 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

19

普洱

普洱市景东县安定镇青云村

20 澜沧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

21 宁洱县同心镇那柯里村

22

曲靖

宣威市东山镇芙蓉村

23 宣威市文兴乡着期村

24 宣威市西泽乡西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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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山

马关县仁和镇阿峨新寨村

26 文山州广南县八宝镇坝龙村委会坡现村

27

玉溪

华宁碗窑国际陶艺村

28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前卫镇后卫村

29 通海县河西镇解家营村

30 德宏 盈江县弄璋镇南算村

31

临沧

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民族乡翁丁村

32 临翔区博尚镇碗窑村

33 永德县乌木龙彝族乡乌木龙村

二、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龙头企业

序号 地区 龙头企业名称

1

昆明

云南骏宇国际文化博览股份有限公司

2 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3 昆明玖雍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有限公司

4 云南兴达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5 昆明内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 云南七彩美伊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

7 云南他杰民族刺绣有限公司

8 昆明合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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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宏

瑞丽市荣丰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盈江县万象王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1

大理

鹤庆银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2 剑川兴艺木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3 云南宝相圣界艺术品有限公司

14 大理市金梭岛渔民旅游产业专业合作社

15 大理市璞真白族扎染有限公司

16

保山

保山黄龙玉开发有限公司

17 保山市永子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8 保山意如玉商贸有限公司

19 龙陵县庆丰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20 云南腾冲天赋艺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

楚雄

大姚县咪依噜民族服饰制品有限公司

22 楚雄伟光汇通文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3 楚雄彝家公社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4

迪庆

香格里拉市尼西黑土陶有限责任公司

25 迪庆松林文化旅游传播有限公司

26 香格里拉市阿若康巴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7 香格里拉市格玛啦传统手工艺地毯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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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香格里拉市卡萨藏家手工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9

红河

建水县陶茶居紫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 红河个旧金彩陶瓷文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1 云南昌泰建水紫陶发展有限公司

32 旧市锡缘锡工艺厂

33

丽江

丽江银得天下文化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34 丽江他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5 丽江永胜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36 丽江玉泉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7
怒江

兰坪华科民族工艺有限公司

38 泸水兰若珠宝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39 普洱 西盟印象民族文化有限公司

40

文山

文山市俊霖珠宝销售有限公司（文山市钱记珠宝店）

41 文山钰幅戎民族刺绣有限公司

42 广南县跃升民族银饰工艺有限公司

43 云南千之刺绣文化有限公司

44 云南砚尊玛瑙文化有限公司

45 西畴县兴街洪银刺绣厂

46 玉溪 华宁县白塔山建筑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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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华宁县宁州舒氏陶艺有限责任公司

48 玉溪市江川区三有铜器工艺品厂

49 昭通 镇雄县河坝头石雕艺术有限公司

50 临沧 临翔区杨追土陶工作室

三、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知名品牌

序号 地区 知名品牌企业名称 品牌

1

昆明

云南拾翠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拾翠

2 昆明森舍墨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老船长

3 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金大师

4 云南围棋厂 云子

5 云南鸿雁内画艺术研究院 滇派内画

6 昆明玖雍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有限公司 伊素田

7 昆明祖玉兰刺绣艺术有限公司 祖氏滇绣

8 昆明难看工艺礼品厂 美伊

9 昆明市天宝斋墨业有限公司 天宝斋制墨

10 云南百子映福工艺有限公司 百子映福

11 云南钱三毛艺术馆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钱三毛石影雕

12 昆明憨夯民间手工艺品有限公司 憨夯

13 大理 祥云县汪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汪氏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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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理寸光伟银艺文化传承有限公司 光芝工艺

15 剑川根深艺圆木器木雕有限公司 根深艺圆

16 鹤庆县李小白文化传承有限公司 李小白

17 巍山县兴巍民族工艺厂 XWGY

18 剑川董月畅黑陶有限公司 董月畅黑陶

19 大理市璞真白族扎染有限公司 蝶泉

20

丽江

丽江滇绣唐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滇绣唐卡

21 云南百年谭氏珐琅银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百年谭氏

22 丽江永胜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丽永瓷 1869

23
保山

保山市永子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永子

24 腾冲刘家寨皮影商贸有限公司 永周皮影

25

楚雄

大姚县咪依噜民族服饰制品有限公司 咪依噜

26 大姚纳苏民族手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纳苏

27 楚雄彝家公社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彝家公社

28 迪庆 香格里拉市卡卓有限责任公司 卡卓

29

红河

云南仁烨堂紫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仁烨堂

30 云南浪鬼建水陶文化有限公司 浪鬼泥玩

31 个旧市晟鼎纯锡工艺厂 晟鼎纯锡

32 怒江 泸水兰若珠宝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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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普洱

景谷怡泰祥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 怡泰祥

34 镇沅民江黑古陶厂 南丘

35
曲靖

陆良县爨陶艺术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雲爨陶

36 会泽德康斑铜工贸有限公司 德康斑铜

37

文山

砚山县华韵手工刺绣有限公司 白沙坡刺绣

38 砚山县窑上民间陶艺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窑上土陶

39 云南博雅民族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博雅

40

西双版

纳

景洪蓝孔雀舞蹈服饰有限公司 蓝孔雀

41 西双版纳陶缘陶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西礼傣陶

42 西双版纳章芭傣服饰有限公司 章芭傣

43 象山仙鹤珠宝 象山仙鹤

44

玉溪

华宁七彩虹窑陶艺有限责任公司 七彩虹窑

45 华宁县宁州舒氏陶艺有限责任公司 舒氏陶艺

46 华宁锦窑陶业有限公司 锦窑

47 云南通海云天石珠宝有限公司 云天石

48

昭通

镇雄县河坝头石雕艺术有限公司 河坝石艺

49 永善县木制阁雕刻有限公司 木制阁

50 昭通大山地毯有限公司 金殿牌

四、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销售示范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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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示范街区名称

1

昆明

云南文化旅游创意博览园

2 官渡古镇

3 昆明禄劝凤家古镇

4 保山 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非遗一条街

5 楚雄 永仁彝绣一条街

6
大理

大理城隍城

7 金梭岛

8 红河 建水紫陶街

9 怒江 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知子罗村

10
普洱

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

11 普洱阳光悦城

12 文山 文山珠宝一条街

13

西双版

纳

告庄西双景湄公河·星光夜市

14 景洪城投傣江南滨江夜市

15 西双版纳傣族园

16
玉溪

华宁碗窑国际陶艺村

17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前卫镇渔村

2018 年以前由省文产办组织或委托其他单位组织评选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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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示范村、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和销售示范街

区以此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