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什基尔纯天然蜂蜜 

 

  
现今的巴什基尔共和国所属领域自古以来就以“蜂蜜之国”而著称。在距

今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比尔斯克墓地，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随葬器皿中找到了保存

完好的野蜂养殖工具和采蜜工具。今天的巴什基尔共和国是地球上唯一将野生蜜

蜂养殖和野生蜂蜜采集作为产业保存至今的地区。 

    18 世纪下半叶著名的俄国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研究南乌拉尔地区自然环

境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著称的俄罗斯科学院第一位通讯院士彼得·伊万诺维奇·雷

奇科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巴什基尔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于养马和养殖野

蜂，他们的技艺非常纯熟，并且非常勤劳”。 他的儿子尼古拉·彼得洛维奇·雷

奇科夫在 1769－1770 年间从乌法向西北方的维亚特和彼尔姆地区旅行时，对巴什

基尔养蜂人的技艺非常称赞，他写道：“…在养蜂业方面未必能有超过巴什基尔

人的”。 

    养蜂业的大师在任何时期（野蜂养殖，整木蜂房养殖和蜂箱养殖）在巴什基

尔共和国的大地上都会获得很高的采蜜量和质量优良的药用蜂蜜。 

     自从蜂房里蜂蜜的包装越来越吸引人并且这种蜂蜜能够经受住远途运输，巴

什基尔的蜂蜜开始受到瞩目。在 1832 年蜂蜜采收季到来之前，莫斯科《巴尔米娜》

铁制品厂向乌法提供了第一批刻有《乌法芳香蜂房蜜》字样的箱子。同年，在乌

法市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三百普特蜂房蜜被抢购一空的场景。到 1900 年，乌法蜂蜜

市场成为了俄国蜂房蜂蜜生产领域的第一名。 



     同样在 1900 年，巴什基尔蜂蜜不仅在乌法省，乌拉尔地区享有美名，而且

声名远播到整个俄国。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巴什基尔椴树蜂房蜜获得了金奖。 

    在随后几年巴什基尔的养蜂人成功地参加了国际养蜂代表大会，养蜂业展览

会和博览会，展示了自己的展品和科研报告。 

    在 1961 年 10 月德国爱尔福特市举办的的国际园艺、花卉和养蜂博览会上国

际评委会授予苏联 15 项金奖，其中两项金奖颁发给了质量优良的巴什基尔蜂蜜。 

 

 
 

    1971 年在莫斯科由国际养蜂联合会举办的国际养蜂代表大会上，巴什基尔的

椴树蜜获得了国际养蜂联合会最高奖项－－金奖。                            

 

    巴什基尔的蜂蜜以它的品质而得到称道，这得益于巴什基尔共和国得天独厚

的自然气候条件、丰富独特的植物种类。巴什基尔共和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都

被森林覆盖，这是从阿勒泰到喀尔巴阡山这一广大区域里森林规模最大的地区。

此外，俄罗斯三分之一的椴树林生长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巴什基尔森林的特点在

于这里集中生长了全国最大面积的蜜源植物。 

森林、山脉、草地和田野中生长的大约 400 种蜜源植物创造出巴什基尔蜂

蜜无与伦比的香气。在俄罗斯的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未必能够找到如此多种多样的

蜜源植物。 

巴什基尔蜂蜜－－是自然界创造的纯生态、有益健康的产品。巴什基尔蜂

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多样的药用价值。它从天然药用植物中采集。除了众所

周知的药物植物椴树、蔷薇、当归、金丝桃、益母草、缬草、鼠尾草、蒲公英、

车前草、洋甘菊外，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境内还生长着一些稀有品种－－沟叶羊茅、



剪秋罗、梯牧草、洋艾、白头翁、针茅、百里香、荒漠燕麦、唐松草、高山紫菀

等等。 

    许多学者在研究了巴什基尔蜂蜜的成份和品质后指出，它独特的香气和优良

的品质无法人工复制。 

巴什基尔蜂蜜始终是巴什基尔共和国的象征和民族品牌。 

 

 

巴什基尔纯天然蜂蜜种类 

 

• 巴什基尔椴树蜜 

巴什基尔椴树蜜－－精品等级，俄罗斯蜂蜜最优秀的品种之一，以颗粒细

小、稠度高、带有细微的椴树花甜香味道而闻名。刚采集的椴树蜜无色，在结晶

的条件下变成略带金色的白色或者浅琥珀色。 椴树蜜含有 36-37％的葡萄糖和

39-40％ 果糖，具有宝贵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它成功地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治

疗，如强化心脏；同时可以治疗胃肠道炎症，肾病和胆囊疾病。 

巴什基尔椴树蜜多次获得国际博览会和展览会的最高奖项－－金奖。  

巴什基尔共和国有理由被称为椴树林的守护者，因为就椴树的种植量来说，

巴什基尔共和国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在整个共和国境内生长着全俄三分之一的椴

树林－－超过 100万公顷。 

  

• 巴什基尔荞麦花蜜 

巴什基尔荞麦花蜜－－香气浓郁，具有药用价值和丰富的矿物质，是俄罗斯

蜂蜜最好的品种之一。 

蜜蜂从盛开的荞麦花上将蜜采下来。荞麦中除了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脂肪外还含有微量的铁、钙、磷、铜、锌、硼、碘、镍、钴，以及维生素 B1，B2，

PP和其他等等微量元素。 

    荞麦花蜜的颜色有暗黄色，红色和深棕色，在结晶后荞麦花蜜通常会变成暗

黄色。荞麦花蜜的味道有辛香味、类似芥末的辛辣味和令人愉快的味道，通过味

道很容易区分荞麦花蜜和其他蜂蜜。在结晶时荞麦花蜜会成粥状，不固化。 



荞麦花蜜－－非常好的抗菌剂。利用它可以有效地治疗营养性溃疡，化脓

的伤口，疖病和其他皮肤病。在治疗贫血时也推荐使用荞麦花蜜，因为它含有铁。 

 

• 巴什基尔混合花蜜 

蜜蜂从早春柳树、枫树、款冬、银莲花、伸展白头翁、肺草开花的时候就开

始采蜜，一直采到深秋蓝刺头、齿轮、柳穿鱼、鼬瓣花和其他草本蜜源植物开花

为止。生长于森林、山脉、草甸、田野和草原上的几十种不同类型的药用植物花

蜜造就了巴什基尔混合花蜜独有的香气。这些树木、灌木和草木有小叶椴树、尖

叶枫、花楸、稠李、山楂，树莓，柳兰、当归、羊角芹和其他种种，约有 400 多

种蜜源植物。 

巴什基尔混合花蜜的颜色多种多样－－从纯白色、浅琥珀色、金黄色到深棕

色。 

巴什基尔混合花蜜具有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蜜源植物的成分决定了蜂蜜

的药用价值。在混合花蜜中含有蒲公英、椴树、泛喜草、苜蓿的花蜜，在预防和

治疗胃肠道疾病时我们就可以推荐使用这个混合花蜜产品。混合花蜜在节食减肥

期间也可以作为常用的增强体质的产品使用。 

     

• 巴什基尔草原蜜 

巴什基尔草原蜜属于高品质蜂蜜。它是聚合蜜，因为这是蜜蜂从草原上各种

各样的草本植物上采取的。它的香气主要来源于这些蜜源植物，如高山紫菀、蓬

子菜、鼠尾草、邪蒿鼬瓣花，马歇尔矢车菊、百里香、洋蓍草、绣线菊等等，总

计超过一百种草原药用植物。 

草原蜜的味道细腻精致。颜色由浅色、白色到金黄琥珀色，大多数呈琥珀色。 

巴什基尔草原蜜富含微量元素和氨基酸。它可以促进机体的保护功能，使所

有器官的生理过程正常化。 

由于多种多样的植物成分，草原蜜在治疗慢性疲劳、维生素缺乏及矿物质不

足等症状时具有显著疗效。含有薄荷、百里香、当归的草原蜜可以用于治疗消化

系统疾病，并且对心血管病症也有一定疗效。 



    以草原性蜜源植物为主的牧场地带，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大约有 300 万公顷，

仅次于林地，排在第二位。 

 

             推荐您观看录像片《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养蜂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9dDhnLrL90) 

  

       进入影片放映请复制上面的链接或者按 Ctrl 键并点击下面的图像 

 

   

  

   

 公司介绍 

《蜂蜜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是巴什基尔共和国专门从事蜂产品生产和推广

的公司。它的主要任务有： 

－在俄罗斯和国际市场收集并销售纯天然蜂蜜制品，其中包括巴什基尔蜂

蜜和俄罗斯中部地区的蜂王制品； 

－使用现有的蜂蜜产品在俄罗斯和国际市场进行研制、生产和销售可食用、

药用以及保健用蜂产品。 巴什基尔的蜂蜜、蜂胶、花粉、蜂王浆以及其它生物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9dDhnLrL90


性蜂产品为我们的创新研制提供了基础保障。巴什基尔共和国自然地理条件的特

殊性赋予了这些蜂产品独一无二的特性。  

    蜂蜜工艺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批经意大利蜂蜜感官分析专业协会认证的蜂蜜

制品检测专业人员。 

现在蜂蜜工艺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客户来源于美国、科威特、日本以及

加拿大。 

蜂蜜工艺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一家封闭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巴什

基尔共和国区域小企业和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创办的。 

    促进祖国慈善和宗教事业发展的股份制商业银行－－《ПЕРЕСВЕТ》商业银

行为蜂蜜工艺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达 5000 万卢布。《ПЕРЕСВЕТ》商业银行是巴

什基尔共和国一家风险基金的大股东。 

    促进祖国慈善和宗教事业发展的《ПЕРЕСВЕТ》股份制商业银行于 1992 年在

莫斯科由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教区以及俄罗斯联邦工商联合会共同创立，并在全

俄及莫斯科大牧首的私人保护下开展工作。 

《ПЕРЕСВЕТ》股份制商业银行属于国有银行，具有大的资本数额和高水平

的信贷能力，因此也成为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授权的信贷等级评定机构。  

    《ПЕРЕСВЕТ》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俄联邦海关注册的、由联邦海关授权的

银行，同时也是俄联邦税务机构授权的银行。 

联系电话/ 传真:      +7 – 347 - 2466585 

 E – mail:      gbbox@mail.ru 

  

  供货类型 

1. 包装: 

   巴什基尔纯天然蜂蜜为玻璃罐装，由箔纸密封，外部瓶盖可旋转开启。 

   罐装蜂蜜的重量有 0, 250 千克，0, 500 千克和 0, 900 千克。 

   同时，我公司可根据与《蜂蜜工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前期协议的客户需求对

产品进行包装。  

2. 供货量: 

现在我公司每月可提供 100 吨的巴什基尔纯天然蜂蜜。 

mailto:gbbox@mail.ru


                                         

The Offer - Price list 
 

(18 June 2012) 

                                              
Name 

 

 
Weight, 

kg 
 

Pieces 
in pack 

 

Honey 
steppe. 

 
price 
USD 

Flower 
honey 

 
price 
USD  

Buckwh
eat 

Honey 
price 
USD  

Linden 
Honey. 

 
price 
USD  

Appearance 

Honey in glass 

 
Honey natural 
(hexahedron jar) 

 

0,25 16 2,1 2,6 2,8 3,3 

 
 

 

 

 
Honey natural 

 

 

 

0,50 9 3,3 4,4 4,6 5,6 

 

 

 

Honey natural 
(round jar) 

 
0,90 9 5,3 7,4 7,7 10,0 

 
Honey in plastic container 

 
Honey natural 

0,150 16 1,8 2,1 2,3 2,5 

 

 
Honey natural 

0,350 9 2,6 3,3 3,5 4,4 

 

 
 

Honey natural 
(bear) 

0,450 9 3,3 4,0 4,4 5,3 

 
 

 
Honey natural 

(bucket) 
1,00 8 5,8 7,9 8,4 10,4 

 
 
The prices in the terms  of delivery FCA Ufa 
 
Sincerely Team GB 
tel./fax +7 (347) 2466585 
email: gbbox@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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