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西名优工业产品推荐目录》（第一批）

序号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归属地

汽车行业

1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广西申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南宁市

2 纯电动城市客车

3 插电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

4 纯电动城市客车

5 纯电动城市客车

6 乘龙 H7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柳州市7 乘龙 H5

8 风行菱智

9 宝骏 73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

10 M 系列特种车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

11 M 系列观光车



12 M 系列巡逻车

13 L 系列观光车

14 国宾观光车

15 自卸车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

有限公司
柳州市

16 洒水车 (含燃油/纯电动)

17
车厢可卸式垃圾车 (含燃

油/纯电动)

18 压缩式垃圾车

19 餐厨垃圾车

20 汽车直流充电设备
广西蓝创新能源汽车设备有限公

司
柳州市

21 汽车交流充电设备

机械行业

22
MCO 多级接触氧化点源污

水处理系统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南宁市23 上流式多级厌氧反应器

24 大型二氧化氯制备系统

25 上流式多相废水处理氧化



塔

26 塔式起重机 TCT7526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南宁市

27 塔式起重机 TCT6515

28 塔式起重机 TCT6513

29 施工升降机 SC200/200

30 全钢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31 履带移动鄂式破碎站
广西美斯达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南宁市

32 履带移动圆锥式破碎站

33
额定电压 35kV 及以下

塑料绝缘挤包电线电缆

广西纵览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
34 电线

35 电缆

36
户内交流金属铠装移开式

开关设备

广西春茂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南宁市

37 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 广西南亚电器有限公司 南宁市

38 液压挖掘机 CLG933E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

39 液压挖掘机 CLG970E



40 平地机 CLG4180D

41 轮式装载机 CLG862H

42 轮式装载机 CLG856H MAX

43 甘蔗收获机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

44 低压电缆

广西顺业线缆有限公司 柳州市

45 圆线同心绞架空导线

46
垂直升降智能立体车库

PCS
广西云高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柳州市

47 自卸半挂车 柳州乘龙专用车有限公司 柳州市

48 桥梁橡胶支座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柳州市

49 桥梁伸缩装置

50 半钢子午线轮胎 广西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柳州市

51
铁路货车承载鞍自动检测

机
柳州科路测量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

52 激光轮对自动测量机

53 离心泵 柳州酸王泵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



54 HLMX 系列超细磨粉系统
桂林鸿程矿山设备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
桂林市

55 雷蒙磨（HC 纵摆式磨粉机）

56
钢丝编织铠装高弹性仪器

电缆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桂林市

57 出口特种环保电线电缆

58 无卤低烟阻燃耐火电缆

59
ROHS 认证的环保易撕护套

平行建筑线

60
耐高温105°c无卤低烟阻

燃硅烷交联绝缘电缆

61 轮胎定型硫化机（全系列）

桂林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桂林市62
轮胎定型硫化机（机械式、

液压式）

63 硫化机（全系列）

64 电子数显卡尺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 桂林市

65 LED 路灯 桂林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市

66 漏电保护开关 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 桂林市



67 交流接触器

68 新能源智能箱式变电站

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 桂林市

69 高低压成套及控制设备

70 百分表 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

71 CODcr 水质分析仪 桂林云璟科技有限公司 桂林市

72 圆柱锂离子电池系列产品 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钦州市

73

玉柴商用车动力

YCK05/YCK08/YCK09/YCK1

1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玉林市

74

玉柴大船电动力

YC6TD/YC6C/YC12VC/YC16

VC

冶金行业

75
新能源汽车母线导体用

6101 铝合金板材
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 南宁市

76 高碳锰铁（64-71）

77 冷轧低碳钢带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



78 船体用结构钢板和钢带

79
钢筋泥凝土用热轧带肋钢

筋

80
碳素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

带

81
低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和

钢带

82

铜及铜合金管材(外径

ø3-110 壁厚

0.2-13)

桂林漓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

83 电解二氧化锰 广西汇元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防城港

市

84 阴极铜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防城港

市

石化建材行业

85 金蝉环保型黄金选矿剂 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

86
小城镇生活污水双膜内循

环生物反应器
桂润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

87
有机废水结合填料的 DMBR

生物处理技术



88
高效环保双膜内循环生物

反应器

89 双膜内循环生物反应器

90

低浓度有机废水的双膜内

膜内循环生物处理工艺技

术

91
普罗施旺普滋丰（大量元

素水溶肥）

南宁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
92

普罗施旺普滋钙（中量元

素水溶肥）

93 欧神菌加富（微生物菌剂）

94 γ-氨基丁酸

95 富马酸亚铁

南宁市泽威尔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

96 柠檬酸钙

97 “活力高”有机肥料

广西勤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98 “活力高” 有机水溶肥料

99 “活力高”黄腐酸钾



100 “活力高”黄腐酸铵

101 烛满克

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 桂林市102 真希

103 奇功

104
华宏牌42.5普通硅酸盐水

泥
广西华宏建材有限公司 南宁市

105 建筑钢结构 广西景典钢结构有限公司 南宁市

106

家电铝合金零组件（568

冰箱边框、空调 BAC 面板、

CK124 冰箱把手）
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

107 汽车用铝型材（QC系列）

108 建筑铝型材（90A 系列）

109
CPS 反应粘结型湿铺防水

卷材
西牛皮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

110 普通硅酸盐水泥（P042.5）

广西鱼峰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111 硅酸盐水泥（PⅡ42.5)

112 普通硅酸盐水泥（P052.5）



113
中热硅酸盐水泥

（P.MH42.5)

114 多复合橡胶挤出机组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桂林市
115

大型宽幅胶片挤出压延生

产线

116
全自动全钢三角胶在线挤

出贴合生产线

117 全抛釉瓷质砖

广西新舵陶瓷有限公司 梧州市

118 陶瓷墙地砖

119 环形混凝土电杆 广西北海精一电力器材有限责任

公司
北海市

120 高强混凝土预应力电杆

121 高仿系列人造岗石

广西利升石业有限公司 贺州市

122 半透系列人造岗石

轻工行业

123 超强刨花板（6-35mm）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市

124 无醛添加刨花板(8-35mm)

125 JIS M 型刨花板(8-30mm)

126
F★★★★刨花板

(9-30mm)



127 CARB 刨花板(9-30mm)

128 可饰面定向刨花板 广西横县新威林板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

129 两面针中药牙膏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

130 折叠餐桌

广西志光家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131 写字椅

132 办公桌

133 PE 给水用聚乙烯管材盘管

广西五一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市

134
冷热水用聚丙烯（PP-R）

管材

135 PVC-U 建筑排水用管材

136 PVC-U 饮用水管

137 中密度纤维板 广西国旭浩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玉林市

138 松香 广西北流市兆周林产有限公司 玉林市

139
日用陶瓷（成套餐具、茶

具、咖啡具）
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玉林市

140 陶瓷薄板 广西新高盛薄型建陶有限公司 玉林市

141 胶合板 广西象州鑫源祥木业有限公司 来宾市



纺织行业

142 桂华蚕丝被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南宁市143 金花茶生丝

144 金花茶双宫丝

145 生丝（白厂丝） 广西立盛茧丝绸有限公司 南宁市

146 “丽诺丝” 双面珍珠缎

蒙山县五丰丝绸有限公司 梧州市147 “丽诺丝” 缎条罗纺绸

148 “丽诺丝” 罗纹弹力绸

149 “桂垦牌”剑麻布
广西剑麻集团山圩剑麻制品有限

公司
崇左市

150 “桂垦牌”白综绳

医药行业

151 三味清热止痒洗剂

广西白云山盈康药业有限公司 南宁市

152 维 C 银翘片

153 维 C 银翘颗粒

154 九味补血口服液



155 褪黑素维生素 B6片

南宁富莱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156 大豆磷脂软胶囊

157 钙维生素 D 咀嚼片

158 三金片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市159 桂林西瓜霜

160 西瓜霜润喉片

161 西瓜霜喉口宝含片 桂林三金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桂林市

162
竹莹素系列产品（免洗手

消毒凝胶）

桂林漓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
163

竹莹素系列产品（抗菌洗

手液）

164 肌苷口服液

165 “玉林牌”正骨水

广西玉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玉林市

166
“玉林牌”云香祛风止痛

酊 （云香精）

167 “玉林牌”鸡骨草胶囊

168 “玉林牌”湿毒清胶囊



169 “玉林牌”湿毒清片

170
“新宇瑞霖牌”医用制氧

机 （HY-YY-30）

广西新宇瑞霖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海市

171 “ 十万山牌”肾骨片 广西十万山制药有限公司
防城港

市

172 银葛通脉茶 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池市

电子行业

173
有机固液空间多层讲台好

氧发酵处理系统
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

174 银氧化锡（12）触头材料

桂林金格电工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桂林市

175 银镍（10）触头材料

176
PT-310 耐热改性不饱和聚

酯 塑料

177
MU-100 密胺改性不饱和聚

酯模材料

178
手机手持稳定器

（Smooth4）
桂林智神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市

179
专业相机稳定器

（WEEBILL-S）



180 专业相机稳定器（CRSNE2）

181 SPEED 牌墨盒

北海绩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海市

182 再生墨盒

183 压敏电阻
广西新未来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北海市

184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广西华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崇左市

食品行业

185

饭不着风味酸乳（黄桃+爆

浆燕麦、桑葚草莓+爆浆燕

麦）

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

186 摩拉菲尔醇养酸牛奶

187
爱克酸奶（益生菌风味发

酵乳、红枣味、原味）

188 高钙牛奶

189

一只水牛（高钙牛奶、风

味酸奶、纯牛奶、浓缩牛

奶、风味多肉葡萄味、风

味酸乳白桃味）



190 轩妈蛋黄酥

广西朗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

191 轩妈榴莲酥

192 华兴牌肉鸭 广西华兴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

193
螺霸王袋装水煮螺蛳粉

（330g）

广西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
194 螺霸王番茄螺蛳粉（306g）

195 螺霸王螺蛳粉煲

196 罗汉果浓缩系列产品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市

197 罗汉果风味粉系列产品

198 腐乳
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

公司
桂林市

199
漓泉小度特醇 8 度棕瓶

500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

公司
桂林市

200 湘山酒

桂林湘山酒业有限公司

桂林市

201 湘山老坛 桂林市

202 桂一号酒 桂林市

203 一级腊肠 梧州日晶食品有限公司 梧州市



204 腊肉

205 腊肉脯

206 “双钱”牌龟苓膏 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梧州市

207
“冰泉 Soyspring”速食豆

腐花

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梧州市208 “冰泉 Soyspring”豆浆晶

209
“冰泉 Soyspring”纯豆浆

粉

210 蜂蜜 广西梧州甜蜜家蜂业有限公司 梧州市

211 “ 麦香皇”合浦大月饼 广西合浦麦香皇食品有限公司 北海市

212 海派大颗粒鱼籽福袋

北海玖嘉久食品有限公司 北海市

213 海派鲜虾福袋

214 “防港”白砂糖
广西糖业集团防城精制糖有限公

司

防城港

市
215 “防港”精制白砂糖

216
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

植物调和油
嘉里粮油（防城港）有限公司

防城港

市
217

胡姬花古法土榨风味花生

油



218 “九龙桂”山茶油 防城港澳加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防城港

市

219 “宇峰”仙草露

广西灵山县宇峰保健食品有限公

司
钦州市

220 “宇峰”黑凉粉

221 “宇峰”白凉粉

222 “宇峰”仙草茶

223 “宇峰”龟苓膏

224 “高航牌”白砂糖 广西灵山县湘桂糖业有限公司 钦州市

225 白砂糖

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

226 赤砂糖

227 600g 黑芝麻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玉林市
228 600g 无糖黑芝麻糊

229
50g 杯装黑芝麻糊

（经典原味）

230 丹泉洞藏 30

广西丹泉酒业有限公司 河池市231 丹泉洞藏 20

232 丹泉洞藏 15



233 九千万饮用天然泉水 广西中源山泉有限公司 河池市

234 黑珍墨米酒 广西东兰县墨米酒厂 河池市

235 桂之坊山茶油
广西三门江生态茶油有限责任公

司
柳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