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分类所属县区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46 桂林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8508177775 各类饲料

47 桂林拓普香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507731889
桂花浸膏、桂花净油、茉莉浸膏、茉莉净油、白兰花油、苦水

玫瑰油、树苔净油、七里香净油
48 桂林金土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737729998 大米
49 桂林绿苑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977319998 大米
50 桂林灵川县永祥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807839544 大米，饲料
51 桂林裕泰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507730107 粮食加工
52 桂林市灵川县桂兴米粉生产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737729998 米粉
53 桂林灵川县新寨晶茗天然矿泉水厂 食品业 灵川县 18290160881 包装饮用水
54 桂林灵川县圣洁水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737739355 包装饮用水
55 桂林润达饮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8577377777 包装饮用水
56 全州县永合大米厂 食品业 全州县 13607837017 大米
57 桂林全州县炳红永昌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768034309 大米
58 全州县振宗大米加工厂 食品业 全州县 13807730449 大米
59 全州县聚鑫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457380760 干米粉
60 全州意发大米厂 食品业 全州县 18077303695 大米
61 全州县勇旺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878341828 干米粉
62 全州县金光米厂 食品业 全州县 13457388999 大米
63 桂林全州米兰香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8977305566 干米粉
64 广西徐七二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977338891 凉粉、酱类、调味料、酱腌菜
65 桂林九提香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507732153 大米
66 全州县家家旺米粉厂 食品业 全州县 13977338550 干米粉
67 桂林全州县康乐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5994680388 干米粉
68 广西圣鑫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768033335 干米粉
69 桂林全州县洋田粮油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5078344896 大米
70 全州县咸水虹桥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5078922891 大米收购、加工、销售，早籼稻购销
71 广西桂林鑫谷源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3347532999 大米
72 桂林天湖泉水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4917711 包装饮用水
73 桂林兴安山水淡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2231116 矿泉水
74 广西兴安县扬翔饲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6210999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
75 桂林玉基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6215766 大米
76 桂林宏旺菌业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6185188 食用菌
77 广西桂林云峰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6258818 辣椒酱腐乳系列果酱系列花酱系列
78 桂林日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6093555 果蔬罐头、速冻食品（速冻果蔬制品）、干鲜果品
79 桂林邦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13197732223 饲料
80 桂林漓江源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2231116 包装饮用水
81 桂林溶江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兴安县 13977316167 包装饮用水
82 桂林永福福寿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5878331158 粮油、饲料、大米
83 桂林实力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8978362117 饮料（固体饮料类）、罗汉果浸膏等提取物、罗汉果糖、罗汉果燕麦餐
84 桂林澳研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3667737585 糖尿病食品，糖尿病大米、口服营养液
85 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3471915228 蔗糖
86 桂林永福绿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8077365750 粮油及制品、粮食、饲料、白糖、食用油料
87 广西永福百泓源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8907717935 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
88 桂林典林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永福县 13877332255 酱腌菜、罐头
89 灌阳县千家洞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灌阳县 15977876666 矿泉水
90 桂林康乐人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灌阳县 18978694666 干米粉
91 桂林灌阳品源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灌阳县 15977090960 包装饮用水
92 桂林灌阳毛竹山天然矿泉水饮料厂 食品业 灌阳县 13307739326 包装饮用水
93 资源县花果山天然泉水厂 食品业 资源县 15877040713 包装饮用水
94 广西桂林平乐同安永丰农产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807730259 马蹄、莲藕、粉葛、茨菇农产品初加工、购销
95 广西桂林平乐和利兴农产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481359598 农副产品购销；新鲜蔬菜
96 福慧达生态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5878389591 果蔬产品储藏、水果制品（水果干制品）
97 宏源农业发展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807833895 马蹄淀粉、葛根粉
98 广源农产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607731158 柿饼、山楂干、苦瓜茶等农产品
99 七星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878357808 柿饼、水果干制品
100 源兴农产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8977353331 水果、农产品及其副产品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分类所属县区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一、食品类

1 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业 象山区 3834705 帝道、君尊、酋长、小支、纯生、漓泉 1998、10 度鲜啤、7 度
纯生清爽等系列啤酒

2 桂林市力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叠彩区 15295950671 大米、食用油、力源土鸡、力源果园蛋、力源黑猪肉、“金漓
源”“金凯福”“漓源”牌系列畜禽配合饲料

3 桂林娃哈哈乳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5362101 乳制品,饮料
4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业 象山区 3834782 白酒、啤酒、果露酒、醋
5 桂林湘山酒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全州县 18176350930 米香型白酒、露酒、保健酒
6 桂林市顺昌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秀峰区 2550118 旅游休闲食品、土特产、中秋月饼、贺年糖果
7 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5813337 辣椒酱、豆腐乳、各类调味料
8 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5582558 花桥腐乳、象山腐竹、桂嫂辣椒酱、花桥渔鼓牌料酒
9 桂林三养胶麦生态食疗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13737714811 裸燕麦、保鲜米粉、健康食疗食品
10 桂林市红星化工有限公司 食品业 秀峰区 2829674 剑石、桂花牌泡打粉
11 桂林市铭宏饮用水厂 食品业 秀峰区 3887681 包装饮用水、桶装水、瓶装水
12 桂林绿之源米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叠彩区 13507730107 绿杏牌大米
13 桂林月桂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象山区 18977335123“月神”“桂强”品牌面粉、小麦粉
14 桂林市米粉厂 食品业 象山区 3852531 方便主食品、米粉、切粉
15 桂林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5829838 饮料
16 桂林正大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2211800 全价饲料、浓缩饲料、添加剂、水产品
17 桂林明桂漓江路餐饮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13557232391 米粉
18 桂林米粉文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5848853 米粉
19 桂林市左家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13307730805 米粉
20 桂林粉霸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13907839937 米粉
21 桂林今日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2858878 米粉
22 桂林市大成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5855888 包装饮用水
23 广西益泉饮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7598668 包装饮用水
24 桂林市华虹超越饮用水厂 食品业 七星区 5633111 包装饮用水
25 桂林三将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七星区 13707738848“三将军”桂林米粉
26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有限公司 食品业 雁山区 13978319885 罗汉果粉、罗汉果浓缩纯汁、罗汉果浓缩原汁

27 桂林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雁山区 18607838858 预混合饲料、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猪的全价料的生产、销
售以及养猪技术服务

28 桂林市康博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雁山区 13307736548 低温脱水芋头条及系列产品
29 临桂漓源粮油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18078417632 饲料加工、农产品初加工
30 桂林市振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3568955 植物提取（槲皮素、芦丁 EP6、芦丁 NF11 等）

31 桂林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5362101 含乳饮料、植物蛋白饮料、茶饮料、果蔬汁及果蔬汁饮料、
碳酸饮料（汽水）、饮用纯净水、饮用矿物质水

32 桂林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5363563 纯净水，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
33 桂林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临桂区 7599119 米粉
34 桂林临桂鸿嘉饮用水厂 食品业 临桂区 5582473 包装饮用水
35 临桂县康顺饮用水厂 食品业 临桂区 5589928 包装饮用水

36 阳朔七仙峰茶业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业 阳朔县 13457361888 茶叶、翠羽茶、七仙翠毫茶叶、翠尖茶叶、七仙翠珠茶叶、青
茶、绿茶、春茶、翠羽茶系列产品

37 桂林市亮山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阳朔县 13807830367“月亮山”牌腐乳,辣椒酱,腌制酱菜及相关调料,副食调味品
38 阳朔县方盛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阳朔县 13737398166 豆制品
39 桂林市阳朔县康之源饮用水厂 食品业 阳朔县 8944998 包装饮用水
40 阳朔县佳佳利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阳朔县 8944998 包装饮用水
41 阳朔龙尾山泉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阳朔县 15977096426 包装饮用水
42 桂林银荔酒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6822895 白酒、果酒、其他酒（配制酒）、食醋（酿造食醋、配制食醋）
43 灵川县力源物流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807737002 畜、禽全价配合饲料及浓缩饲料
44 桂林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788586258 血浆蛋白粉,血球,饲料血肽,食品血肽,宠物食品
45 桂林聚德苑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灵川县 13517837520 传统腊味、端午香粽、精品馅料、中秋月饼、休闲手礼、金牌牛轧糖

为共同落实桂林市委、市政府“重振桂林工业雄风”的战略部署，全力推动桂
林工业高质量发展，让桂林绿色产品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让亿万游客体验桂林绿色
制造，以绿色产业反哺漓江、呵护桂林山水，桂林协会、商会共同发出倡议：

一、强化责任，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把响应市委、市政府“重振桂林工业雄风”号
召落实在行动上，通过拉动内需，从我做起，从协会、商会做起，优先购买、使用、消费
桂林本地企业产品。

二、各协会、商会会员互相帮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重质量，讲信用，守
规则。协会、商会会员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和产品质量保障，提供质优物美价廉的放

心产品，并以就近、快捷、完善的售后服务，让全市人民情动、心动，乐于享用。
三、感恩纳税人。目前“桂林绿色制造”的各类产品的品质已不低于、甚至高于国

内同类产品，倡议各机关单位、社会团体、企事业用户，在全部满足招标条件和使用功
能的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和采购本地产品，用实际行动支持桂林企业发展，助推
本地企业做大做强。

四、加强使用、宣传和推广。各协会、商会、社会各界要多关心和帮助桂林企
业，并通过自身的使用，去进行宣传和推广，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打造“桂林绿色
制造”纵深产业链，让“桂林绿色制造”的大船扬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倡议单位：

桂林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荔浦县衣架行业协会、桂林市米粉行业协会、桂林
玉林商会、桂林福建商会、桂林湘商商会、桂林太原商会、桂林四川商会、桂林浙
江商会、桂林湖南商会、桂林江西商会、桂林江苏商会、桂林邵阳商会、桂林温州
商会、桂林绍兴商会、桂林湖北商会、桂林北京商会、桂林客家商会、桂林安徽商
会、全州县铁合金协会、桂林旅游商品协会、桂林餐饮烹饪协会、桂林鸡血玉商
会、桂林市工艺美术协会。

推广使用桂林产品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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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秋天，才更适合一个人在江边，
独坐。

秋日的午后，我来到江边，独自坐在秋
草摇曳的岸上，看大江奔流，一泻千里。江
水从不重复旧日波浪，一浪推着一浪，每一
滴水都有奔跑的欲望。江面上有些许的落叶
和枯枝，在水上漂浮，缓缓向前。江水拍打
着堤岸，被激起升高，像一根白色的银柱，
立起后又瞬间坍塌，瓦解成无数水珠。它们
因透明的特质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落
在江面，波光粼粼，璀璨如繁星。这江水在
秋风的鼓动下，仿佛被装进一只巨碗，托碗
之手稍有晃动，便是一池波澜。那些曾经如
水墨画般在水中倒映的山形、塔影，因水波
动荡破碎得无影无形。

更多的时候，江水是恬静的。
秋天，瓜果飘香，谷粒归仓。秋日的江

水，没有春的萌动和激情，没有夏的喧闹和

繁华，淡泊宁静的江面，是静谧无言的季节
留白。秋天的江水虽然清寒，但也荡漾着淡
淡的绿，温润而不生涩。

独坐江边，心情放松得如同江里的一滴
水，让人心随水动，物我两忘，都是这样契
合心境。浩浩江水，是谁从岸边修了一条木
栈道延伸到江心？一男子独坐木栈道的尽
头，双脚垂入江水，手握钓竿垂钓。城市的
喧嚣、生活的繁琐，都被抛在身后，超然物
外，悠然自得。唐代词人张志和去官后，居
江湖间，每垂钓，不设饵，自娱而已，自称
“烟波钓徒”。他们的垂钓似乎与鱼无关，
钓的是乐趣、闲适和雅兴。

我脚下的岸，绿草从堤坝一直无拘无束
地生长到江水里。在这样的江水里，鱼是自
由的，当它们游到岸边，可以躲在水草里嬉
戏，可以潜到淤泥中觅食，自在而惬意。我
身后有好几丛野菊花，一根根碧绿的枝条

上，小朵单瓣的金菊悠闲地盛开着。那金
灿灿的黄，在夕阳的映照下，像镀了一层
金边。这些野菊，一丛丛，一簇簇，竞相
绽放，像幼儿园的孩子，吵吵闹闹地急着
要爬上山坡。秋风吹拂，一阵寒意袭来，
菊花随风而动，仿佛拂去了夕阳镀上的那
层金粉，又恢复了野菊纤细和素净的自然
美。在我眼里，这水，这菊，是秋天江边
最美的风景。

在江边，也很适合作诗。古往今来，
多少传世佳作皆始于江水。江水，是承载
诗意的实体。渔舟唱晚，帆影点点。不远
处，江心岛上白鹭的倩影被夕照拉得很长
很长。唐代诗人王勃写出这样的绝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秋水，孤鹜与长天，色彩浓郁，动
静相间，虚实结合。远方水天相接之处，
渺渺茫茫,无限风光。这样的千古绝唱，

给人以无穷的遐想空间，给人无尽的诗意
美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秋日的江水
始终有一种静气在流淌，使人原本坚硬的
心，变得柔软如江水。

在江边独坐，无疑是秋日之首选。当
我们面对宏阔壮观的江水，才更有机会深
情地打量自己，才会与江水有更深切的对
话。自然之道亦是山水之道，一个人的灵
魂，只有在独处中，才能洞见自身的澄澈
与明亮，才能尽享生命的葳蕤和蓬勃。江
边独坐，在当今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
中，看起来是多么虚无和缥缈，但比今天
签了多少合同，收到多少订单，卖出多少
货物，更有价值和意义。这江水，涤荡了
内心的愁绪，燃起心底的激情，如潺潺清
泉，沁人心脾，润物无声。又仿佛莲花一
瓣瓣开放，有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的大美而不自知的禅意。

秋天，在江边
□赵玉明

车轮上的流年
□黎大杰

从第一个月工资中挤出 20 元钱，我买了
一辆二手二八圈的自行车。

可别小瞧了这 20 元钱，在 1989 年，对
于我这个刚参加工作的村小教师，要从每月只
有 70 元工资中抽出这 20 元钱来买这辆破
车，是需要勇气的。我试着比较了一下，这
20 元至少相当于现在 200 元吧，一辆破车一
下子消耗掉了我一个月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对
于兜里本就没子儿的我来说，是有点心疼。

还是来看看这是一辆怎样的破车吧：车把
活得撑不住龙头，定不稳方向，车架、前后轮
钢圈、链条锈迹斑斑，刹车片磨得只剩下一张
纸一样薄，除了铃声不响，全身都响，但是这
辆车在当时还是有名的——— 永久牌。记得学校
还没有老师有自行车。用现在的话说，这应该

算是我第一部专驾了。我的这个行为在当时还
是算得上赶时髦和超前卫的。

之所以决定拿出这笔巨款来买一辆这样子
的自行车，主要还是考虑我家离任教村小有十
多里路，每次去学校得带够一周的粮油、柴火
等。那时公路路况差，全土路，根本没其它交
通工具可搭乘，如果光靠走路背扛这么多东西
去学校，那是相当吃力的。购买一辆自行车应
该是当务之急了。

我推着宝贝一样的旧自行车去了乡场的修
车摊，换上橡胶刹车片，紧上了车把，然后带
上粮油供应证去供销社买了一斤煤油，用一条
旧抹布开始擦洗我的自行车。擦洗后的自行车
焕然一新，虽然钢圈、车架的好多地方还残存
一些锈蚀的痕迹，但整架车看起来还是相当不

错。我试着在土公路上骑了一圈，放单手，从
容上下，呼呼的风吹立了我年轻的长发，吸引
了街上众多目光，想必是相当的拉风了。

这辆自行车就在土公路上陪伴了我两年的
村小教师生涯，调乡完小后，这辆车就闲置
了。后来乡完小的几位年轻单身汉老师也买了
新自行车，我们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骑游队，周
末时间就邀约一起去邻近的几处风景名胜地穷
游。那时我已经对这辆单车有了感情，尽管它
在路上曾经抛锚过几次，但我仍然舍不得丢，
直到不能再骑。

骑惯了自行车，对于不久后就开始时兴的
摩托车热我一直不大感兴趣。我一直有一种感
觉，就是摩托车太快，怕控制不了。加上到了
乡完小出行的机会就少了，的确也不很需要有

摩托车代步。一直到 2002 年，妻子和我调进
城后，为了上下班方便，才又购了一辆踏板摩
托。我试骑了一下，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快速
度，觉得踏板摩托也挺好的。周末，我与妻子
搭上儿子经常去郊外踏青、赏花、野炊，闲来
无事时，也骑车陪陪妻子逛街。那是一段悠闲
而宁静的好时光，我骑车钻遍了城里的大街小
巷。

决定购买轿车，是 2009 年刚拿驾照后。
汽车城里的车看花了我的眼，高档的钞票不够
数，低档的不想买，权衡了好久，比较了一大
圈，最终决定买一辆既经济又实惠的排量 1 . 6
的中外合资车。轿车可不比两个轮子的自行车
和摩托车。车提回来后，我就开始上乡村公
路、高速公路等各种路况去熟悉。大概在积累

到了 5000 公里的经验后，国庆期间，我组织
办公室人员带上各自的家属一起去了川西自驾
游。那是一次非常奇妙的旅程，对于很少走出
丘陵地带的我们，都非常兴奋。若尔盖大草
原、花湖、九寨沟、九曲黄河第一湾等，西部
风情在我们的车轮下徐徐展开。

随后几年时间，我又组织了多次自驾游，
一路西行。走西安数秦始皇兵马俑，去张掖瞧
丹霞地貌，登嘉峪关怀古，到宁夏沙坡头玩
沙，进镇北堡影城体验，上额济纳旗观胡杨
林，大西北的风情让我们流连忘返。

祖国大好河山太多了，又岂是四个轮子能
够跑完的？有了车，有了车轮滚滚，也就有了多
彩人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车轮，已经无限
开启我无比精彩的流年。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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