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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raine’s New Factory overview
新工厂建设面积： 20000平方米
年生产产量： 约3000吨
新工厂总投资： 1.08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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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raine’s New Factory Brief Introduction
云南悦馨香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后续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考虑，
于2014年7月30日昆明市宜良县工业园区建设现代化的新工厂项目，新工厂天然芳香植物
科技开发项目将按照高标准、国际化的要求对工厂进行规划建设，并进行
ISO9000\14000\18000,HACCP\QS 等认证，主要供应国内外香精香料、天然护肤品、
日化行业、食品行业、医药等行业。工厂在未来五年内将发展成为一个营业收入超过三亿
元，利润约8%-20%的现代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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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厂建设产品规划

精馏产品线
从低附加值的精油中单离和精分高
附加值香料单离体（桉叶油系列、
香茅油系列、山苍籽油系列等）

萃取产品线
新工艺萃取浸膏及净油和其他具
有差异化的提取物

合成及天然等同类的香料合成合成产品线

产品线 产品 年产量（吨
）

2200吨

17吨

10吨



国内销售情况

13%

18%

国内销售优势

工厂生产产品…. 运输…. LORRAINE
上海办及仓储

…. 直接发货…. 客户

运用上海城市的物流和地理优势通过上海办和仓储直接发货给华东及中部城
市的大部分客户，为客户节约2-3天的运输时间并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客服服
务。

• 30多种自己生
产的优势产品

• 20多种进口和
代理的产品

• 100多种合作伙
伴供应的原料

• 2000吨的仓储
能力

• 中国中心地带及
快速完善的物流
服务

• 全国200余家稳
定客户，其中香
精香料行业占比
70%

• 年销售逾1500
万

国内销售客户行业及所占比例

香精香料

医药化工

动物饲料及添加剂

日化护肤

70%

18%

7%

5%

中国香精香料行业发展情况

500余家全国规模以上香精香料生产企
业（2015年）

5.3%年平均增长速度

800亿人民币到2020年中国香精香料
市场需求规模



13%

新工厂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与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接壤，天然香料的边贸交易占有非常有利的
资源优势，同时工厂所在位置为全国各主要铁路和高速公路汇聚的地方，可以连通中国其他天然资源
丰富的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并利用地域优势保障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新工厂所在位置地理及资源优势

Neroli 
Flower
Oil

Vietnam

Laos

Cambodia

Thailand



工厂所在的宜良县有常住人口42万，其中青壮年占到了60%以上，而且也主要从事天然香料相关的
产品的工作，劳动力资源丰富。

由于目前工厂所在的地方与云南各天然香料产区均有四通八达的高速道路覆盖，云南各地的天然香
料原料均可在1天之内收集到并送达工厂加工生产。

新工厂主要出产的云南省及中国比较小众化的天然香料主要如下：

蓝桉叶油 香叶油

鸢尾根/浸膏/净油 桂花浸膏/净油 小花茉莉精油 白兰花及叶油

工厂所在地区主要出产及小众天然香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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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各种天然香料产品分布地图

New Factory



蓝桉叶油
生物学名： 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

原料来源： 云南全省

产季： 全年（主要集中在春季的
3-6月份，秋冬季的9-次年1月）

产率： 2%-4%

新工厂产能： 1200MT



香叶油
生物学名： Pelargonium Graveolens L’He’rit

原料主产区： 云南大理

产季： 3-8月份，主要集中在5-7
月份

产率： 0.1%-3%

一锅放200KG香叶天竺葵枝叶，
蒸馏2小时可以得月0.2KG原油

新工厂产能： 20MT



鸢尾根/浸膏/净油
Orris Root/ Concrete（CO2）/Absolute

Botanical name: Iris Germanica

原料主产区： 昆明，楚雄、玉溪

鸢尾根种植3年后可以收获
产季：7-8月
鸢尾干根得率： 3KG鲜鸢尾根可制
得1KG干鸢尾根片
鸢尾浸膏得率： 1%-2%
鸢尾净油得率： 0.1%-0.3%

新工厂产能：
鸢尾干根： 预计30MT
鸢尾浸膏： 预计3MT
鸢尾净油:    预计100KG



桂花浸膏/净油
Osmanthus Concrete/Absolute(MD)

Botanical name: Osmanthus Fragrans(Thunb.)Lour

原料主产区： 贵州

新工厂距离贵州主产区约一天时
间，工厂所在的地区均有高速公
路与贵州桂花产地直接相连。在
桂花原料供应方面处于比较有利
的地理优势。

产季：9-次年2月

桂花浸膏得率： 0.1%-0.2%

新工厂产能：
桂花浸膏： 预计1MT



小花茉莉浸膏/净油
Jasmine Concrete /absolute

Botanical name: Jasminum sambac (L.) Aiton

原料主产区： 广西、云南、浙江

We choose the best Jasmine 
Flowers from Guangxi China

The Jasmine flowers we choosed is 
planted at the place of Northern
latitude 23°,With abundant rainfall and 
ample sunshine, the soil also rich in 
Selenium and organic matter,making this 
place is the best grow place and best 
quality for the Jasmine flowers in China

产季：5-8月
茉莉浸膏得率： 0.2%-0.25%
茉莉净油得率： 0.1%
新工厂产能： 预计500KG



白兰花/ 叶油
Michelia alba flower &Leaves Oil / Magnolia flower &Leaves Oil

Botanical name: Michelia alba DC

原料主产区： 云南、广西、福建
The Michelia alba flower the crop season 
have two crops, spring crops from May to 
June, and Autumn crops from Oct. to Dec. 
, and the production capability on spring 
crops season is much large then the 
Autumn crops, about takes up total 
amount 60% of the annual production.
But the oil ratio on spring crops is lower 
than Autumn crops, about 0.16%.
Although the oil ratio out in Autumn crops 
is higher than Spring crops, but
the flowers and oil production is very 
small and the costs and market price
will be much higher than Spring season.
白兰花油得率： 0.2%-0.28%
白兰叶油得率： 2%-3%
新工厂产能： 叶油1MT，花油
300KG



新工厂到国内主要港口方便的交通

24小时内
从新工厂发货到上海港口

全程距离：2370公里

20小时内
从新工厂发货到广州港口

全程距离：1600公里

Shanghai Port

New Factory

Guangzhou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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