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分类 所属县区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210 桂林南塑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全州县 15994683999 塑料编织袋
211 兴安县威宇竹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13807732408 铁炮串、圆签、平签、剑道用竹剑-竹刀
212 兴安县溶江白竹竹木工艺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6058137 竹木制品
213 广西兴安县谊中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13907734513 竹木制品
214 广西兴安丽木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13807732388 竹制盒子、竹制品、棒球木棒垒球木棒 . 板球木棒
215 兴安县三顺纸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15078920003 包装用纸、包装纸板、书写用纸、印刷用纸、生活用纸瓦楞纸
216 广西大自然壁高高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6228319 壁纸
217 桂林艺唯思皮具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兴安县 6228866 皮具、皮带、箱包、手套、鞋、帽
218 永福县龙腾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3321733606 中（高）密度纤维板
219 桂林市艺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7376206698 包装装璜印刷品、其它印刷品、纸箱及瓦楞纸、挂面纸
220 桂林金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3978325149 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纸制品,瓦楞纸板,纸箱
221 桂林速丰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8658166 刨花板及中密度纤维板
222 桂林奇峰纸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3669432806 拷贝纸，薄页纸，印花纸，切边印花纸，闪光纸，半透明纸
223 永福县天龙木艺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3878329736 松杉杂原木、锯材、木衣架、木地板
224 桂林艺宇纸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7376206698 纸和纸板
225 桂林元峰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永福县 18978378155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226 龙胜县木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龙胜县 13878353858 杉松原木锯材、木制大料、杉糠油炭、竹制品
227 柏亿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龙胜县 13878353858 锯木，指接板，拼板
228 桂林鲁一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龙胜县 18677331033 松、杉、杂木锯木、指接板、拼板、竹制品加工、销售
229 龙胜县鑫有竹制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龙胜县 18777380165 竹制品加工、销售
230 奔牛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龙胜县 13597133488 杉松杂锯材、杉拼板、炼木糠油、木制工艺品、竹制品加工、销售
231 平乐县金立方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平乐县 13809656846 薄膜、铁罐印刷
232 荔浦大地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607836116 木衣架、行李架、西装架、酒店用木制品
233 广西荔浦金荔木制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977358398 木制衣架、铁线衣架

234 广西荔浦县鑫发竹木制品发展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607836289 木衣架、裤夹、裙夹、洒店挂具、塑料衣架、竹制衣架、复合板衣架、
夹层板衣架

235 广西荔浦利林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07832905 衣架、衣叉、领带架、鞋架

236 广西林业荔浦纸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07734618 文具用纸、色纸（黑卡，红卡，蓝卡及其他各种颜色）、贴纸、白牛
皮、全木浆牛卡、牛皮卡纸

237 广西桂林华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607836597 竹木制工艺品、家具、金属衣架、浸塑衣架、塑料衣架
238 桂林裕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77385555 竹、木衣架、家具
239 荔浦县竹木综合工艺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317833288 木衣架
240 荔浦县东方木业制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07734903 木衣架、裙夹、竹木工艺品、铁衣架
241 桂林佰客喜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977355567 木衣架、布衣架

242 桂林金斯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517868463 衣架、衣夹、服装展示道具、晾晒用品、家用塑料制品、木制工艺品

243 荔浦祥民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77367408 豪华衣架、经济型衣架、儿童衣架、裙/裤架、皮带挂/领带挂、丝巾
架、层积木衣架

244 桂林傲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707732385 木衣架、金属衣架、浸塑衣架、塑料衣架、布艺衣架
245 桂林广恒工艺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77380678 团扇、纸扇
246 桂林东尚利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07832905 竹、木、藤制工艺品

247 桂林荔浦衣美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978351999 实木衣架、实木小家具、实木鞋架、实木行李架、金属居家用品、金
属衣架、五金鞋架、铁线收纳柜

248 荔浦庆祥竹木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393636888 衣架，包括夹板衣架、层积木衣架、裤架、实木衣架、塑料衣架、铁
衣架、包布衣架、竹子衣架

249 荔浦县金裕家合家居用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677366659 竹木制品、木衣架、竹衣架、竹制工艺品、家具
250 桂林俏天下家居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707732282 实木衣架、浸塑衣架、布艺衣架、铁衣架、发泡衣架、儿童衣架
251 广西荔浦安吉利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77356666 木衣架、铁衣架

252 桂林巴特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77345988 木衣架、铁制品、塑料制品、首饰盒、饰品礼品、布艺衣架、裤夹、家
居用品、日用百货、收纳用品

253 桂林展际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07833098 铁制浸塑衣架、竹木衣架、遥控电动晾衣架
254 桂林爱壹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78348820 铁艺衣架、浸塑衣架、布艺衣架、塑料衣架
255 荔浦德满亿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77366119 木衣架
256 桂林万嘉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607836999 木衣架、裙夹、竹木工艺品、衣架
257 桂林荔浦佰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178399888 木衣架、木制工艺品
258 荔浦县新天丽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02798085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制品、纸塑包装材料、印刷原材包装装潢印刷
259 广西荔浦福星豪华衣架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5877016767 木衣架、竹木工艺品
260 荔浦县昌盛富兴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078395666 木衣架
261 荔浦荣鑫木业制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471361118 竹木家具、生物质颗粒燃料
262 荔浦县玉和木衣架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635139658 木衣架、裙夹
263 荔浦元森木业工艺制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788232399 木衣架、家具用品、木制工艺品
264 荔浦鑫隆工艺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077357291 五金制品、布艺制品、塑料制品
265 荔浦天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977358618 木衣架、裙夹、家具
266 荔浦阳光衣架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78384369 木衣架
267 荔浦联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788233575 衣架五金配件、铁衣架
268 荔浦宏博衣架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5977079906 木衣架、塑料衣架、植绒衣架
269 荔浦凯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8977354458 木衣架、浸塑衣架、塑料衣架
270 荔浦安阁斯竹木工艺制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788234866 木衣架、裙夹
271 广西肥涛纸制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907734699 纸制品、纸箱的
272 荔浦县禧燕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荔浦县 13877383793 木衣架
273 桂林福桂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和纸制品业 雁山区 13597332643 生活用纸、酒店卫生用纸
274 恭城华宇木业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恭城县 15878339188 建筑模板
四、电子信息业

275 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秀峰区 2699325 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社区、计算机零部件

276 桂林力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秀峰区 0773-2105010老 K 游戏平台、深海狩猎游戏软件、桂林字牌游戏软件、捕鱼来
了游戏软件

277 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象山区 3858354 “山”字牌量具，游标卡尺、千分尺、指示表、数显量具、非标专用量
具及小型专用测量仪器

278 桂林海威船舶电器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象山区 3868899 船用电气系统、控制

279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22768
电缆、塑力缆、钢芯铝绞线、安装用布电线、物理发泡同轴电

缆、耐火阻燃线缆、防火电缆、金属编织屏蔽线缆，信息线、建筑
线、保安线、汽车线、动力电缆、交联力缆、交联架空绝缘电缆

280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677395 各类电容器

281 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8987866

干式电力变压器、电抗器、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高低压成套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岸电电源、光伏逆变器和太阳能发电设备、
无功补偿装置、防爆电气的设计、开发、生产，以及产品的全生命
周期智慧服务、智能工厂解决方案等硬软件产品

282 桂林优利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260533
血细胞分析系统、尿液分析系统、生化分析系统、基层医疗信息化
全科诊断系统、即时检验（POCT）诊断产品、综合检验产品、动物
医学诊断产品、免疫诊断与基因诊断系统

283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88346 特种电机、印制电机、印制绕组电、直流电机、直流有刷电机、无刷
电机

28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20465 影视、动漫、游戏制作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
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285 桂林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320855 “智云”品牌电子三轴云台

286 桂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81157 从事光传输网路、信息网路、视频监控等系统集成的策划、系统解
决方案、产品销售、产品开发以及光通信工程设计和施工

287 桂林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01111 LED 显示屏、LED 亮化、LED 封装、LED 控制、体育赛事解决方
案、智能交通解决方案、信息集中发布系统

288 桂林市利通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8987669 智能燃气表、智能电表、智能水表等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开发、
软件开发、网络工程、技术咨询

289 桂林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320860 高精度姿态参考系(AHRS)、小型无人飞行器自动驾驶仪以及 FY
系列航模平衡仪等产品

290 桂林实创真空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8983118 研发制造电子束连续焊接生产线成套设备、真空电子束焊机、真
空电子束熔炼炉以及各类真空应用设备

291 桂林市光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3116098 光开关、波分复用器、光隔离器、光保护设备

292 桂林瑞特试验机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39233
生产汽车和机车悬架弹簧专用六分力试验机和横向位移试验机及数控
悬架弹簧高速热卷机及系列产品，“电子万能试验机”、“电子扭转试验
机”、“电液伺服试验机”、“弹簧试验机”等各类高精度力学试验机

293 桂林市晶瑞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22678
致力于水平、倾角、角度等产品的专业制造，具有改进型电容位移
传感器、滚动电容位移传感器、牵轴式位移传感器、数显式水平及
倾角测量仪

294 桂林建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32648 工业电气自动控制系统及控制装置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
295 桂林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62899 伺服控制、电机供应商，集伺服驱动控制器、电机
296 桂林风得控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534929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变频器、控制系统
297 广西健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08773 从事信息系统集成、IT 产品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298 桂林视百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673080 单筒显微镜、显微镜

299 桂林市思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120298

模拟/数字微波传输设备、数模兼容 MMDS/MUDS/AML 微波传输设
备、国标地面数字电视传输设备、国标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传输设
备、高频宽带移频直放站、基站载波分配器、远距离铁路行车安全自动
监控系统、多媒体农村科技信息点播系统等

300 桂林漓江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28014 数字微波通信系列产品、超声波系列产品、微电子器件、通信电
源、精密机箱机柜制造等

301 桂林智龙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631881 环保型聚酯电工模塑料 Z 系列、环保型聚酯电工模塑料 L 系列
(BMC)、特种塑料制品

302 桂林狮达机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04393 电子束焊机;电子束焊接;电子束;特种焊接

303 桂林斯壮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186111 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开关三极管、高压三极管、低频三极管、
高频三极管、肖特基、电源 IC 等

304 桂林迪吉特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37999 数显卡尺，数显百分表，数显千分表，数显千分表，数显高度规等
数显量具的数显组件

305 桂林五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638608 干式空心电抗器系列，干式空心磁屏蔽电抗器系列，干式铁心电
抗器系列，干式放电线圈及高、低压并联成套装置等

306 广西金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679346

CDK 城市灯光监控系统、CDK 城市灯光节能系统、泵站远程智能监控系
统、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管理平台、城
市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协同办公自动化系统、廉租住房信息管理系统、
物业维修资金信息化管理平台、综合网络管理系统、系统集成业务

307 广西瀚特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5841845
软件业务、电子产品研发 RFID 标签读写器、远程数字监控系统、
系统集成及信息化建设，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信息化咨询，数据中
心、网络工程、综合布线、安防工程、多媒体系统建设

308 桂林市天地光纤通信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3113683 预绞式耐张线夹、悬垂线夹；接头盒、引下线夹、余缆架；防震锤、
防震鞭等

309 桂林师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七星区 2126917 特种光缆预绞丝金具；光缆接续保护盒；光缆线路施工机具；活动
式刚性接触网；预绞丝线路金具

310 桂林祥龙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临桂区 18934826235 电线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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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分类 所属县区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101 平乐县永强生态果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977614568 水果、柿饼
102 平乐益邦农产品营销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481366328 桃子、李子、柑橙等水果
103 平乐县葆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877356266 食用菌加工、粗加工农产品
104 平乐县千家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平乐县 13768920888 红薯粉、红薯干
105 桂林智强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833208 固体饮料、芝麻糊、果冻、乳制品
106 桂林智仁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877389988 芝麻糊、燕麦片、核桃粉、蜂蜜、藕粉
107 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734918 纯蜂蜜、蜂蜜膏、核桃粉、豆奶粉、燕麦片、芝麻糊
108 广西大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833208 饮料（固体饮料类）、方便食品、乳制品
109 广西亿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833263 豆浆、燕麦片
110 桂林庆和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735176 固体饮料类、方便食品、蜂蜜、蜂产品
111 桂林名士威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807833013 固体饮料、方便食品、蜂蜜、蜂产品

112 桂林爱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7117777 荔浦芋粉、芋泥、速冻芋头、速冻芋块、速冻罐头、马蹄罐头及
马蹄粉、藕粉、马铃薯全粉、嫩姜粉、夏橙粉

113 桂林三真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734848 水果、蔬菜罐头
114 荔浦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807733443“桂香源”牌罐头
115 广西荔浦志超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833517 菠萝、橘子、马蹄罐头
116 桂林友联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788239666 蜂蜜、藕粉、莲子羹、核桃粉、黑芝麻糊、麦片系列产品
117 桂林丰润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735171 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种苗，铁皮枫斗固体饮料、保健茶

118 广西桂林荔波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833221“荔波”牌麦片、核桃粉、豆奶粉、芝麻糊、蜂蜜、礼品盒、保健品

119 广西凯欣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3907734666
黑芝麻糊、麦片、核桃粉、莲子羹、核桃糊、花生奶糊、纯藕粉、红糖
姜汤茶、黑白凉粉、龟苓膏原粉以及龟苓膏成品、烧仙草

120 广西荔浦利龙水业有限公司 食品业 荔浦县 15877015608 包装饮用水
121 汇源集团桂林生态果业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8010388988 新鲜柑橘水果、橙浓缩汁、茶饮料、纯净水
122 恭城裴氏农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3877334402 农副产品、果品收购、柿子加工

123 恭城普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3307730363
白藜芦醇（虎杖提取物）、罗汉果甜苷（罗汉果提取物）、淫羊
藿苷（淫羊藿提取物）等植物功能性成分的高纯度单体和标
准化提取物

124 桂林恭城丰华园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8078425058 柿子、柿饼、柑橘、柚子、橙子、蜜桔、砂糖桔等农副产品
125 桂林文碧农产品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8278356666 农产品粗加工、购销
126 桂林恭城丰盛园农品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8278356899 农副产品粗加工、水果种植
127 桂林恭城龙虎泉纯净水厂有限公司 食品业 恭城县 15978029966 包装饮用水
二、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128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5815858 西瓜霜润喉片、 三金片等

12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3568839

罗汉果提取物、甜叶菊提取物、罗汉果汁、甜茶提取物、根皮
素、新甲基橙皮苷二氢查耳酮、LOVIA、酸枣仁提取物、积雪
草提取物、淫羊藿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苦瓜提取物、葡萄
籽提取物、积雪草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厚朴提取物、莽草
酸、神果物语等

130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2534572 注射用青蒿琥酯、青蒿琥酯阿莫地喹片、青蒿琥酯片+磺胺
多辛乙胺嘧啶片等

131 桂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秀峰区 2159882 骨通贴膏、伤湿止痛膏、麝香壮骨膏、精制狗皮膏、天和追风膏、

132 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5831172 超声洁牙机、超声牙周治疗仪、超声骨刀机、LED 光固化机、
根管长度测量仪、牙科手机等

133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秀峰区 2555555 避孕套、安全套、医用乳胶手套、计生用品、医疗器械
134 桂林恒保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秀峰区 2551553 避孕器械、手术手套
135 桂林爱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秀峰区 2563088 避孕套、人体润滑剂、体外诊断试剂

136 广西桂林桂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象山区 3608189 哺乳母猪料、教槽料、乳猪料、全价料、预混料、浓缩料及生物
蛋白原料

137 桂林西麦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5818688 主食燕麦食品、营养燕麦食品、休闲燕麦食品、核桃粉

138 桂林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2196888-
7373

EGF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原液、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
（酵母）、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酵母）

139 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5871685 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除草剂、生物/植物源系列、肥料系
列产品

140 桂林晖昂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5833018 主要从事纯植物提取产品的研制开发，目前的主导产品是紫
杉烷类

141 桂林亦元生现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七星区 5828982 无籽罗汉果，牛大力，铁皮石斛组培瓶苗

142 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5593288

复方田七胃痛胶囊、眩晕宁颗粒、眩晕宁片、蛤蚧定喘胶囊、
复方红根草片、龙血竭胶囊、眩晕宁颗粒、眩晕宁片、蛤蚧定
喘胶囊、复方田七胃痛胶囊、眩晕宁片、复方红根草片、复方
田七胃痛胶囊、蛤蚧定喘胶囊

143 桂林毕生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5588099 中药材,中药饮片
144 桂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临桂分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2159808 橡胶膏剂（含激素类）（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
145 桂林友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13878980156 制造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人体防护装置、服装加工

146 桂林裕民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5588338 生产销售口服液、糖浆剂、硬胶囊剂（头孢菌素类）、片剂、颗
粒剂（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

147 桂林惠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临桂区 7993901 罗汉果提取物
148 桂林康美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阳朔县 13377326360 数字称量电动透析床，ICU 称量翻身吊臂床
149 桂林宝盛农药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907730999 农药

150 桂林市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907837765“霉必克”饲料防霉剂、“氧必克”饲料抗氧化剂、“乐酸宝”饲
料酸化剂等系列产品

151 桂林长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607733759 乌洛托品溶液（桂花露），祛臭液
152 桂林惠林天然植物开发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807736515 天然植物加工

153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977353620 银杏叶片、银杏叶胶囊、益母草颗粒、橘红枇杷片、清火栀麦
片、牛黄解毒片、三黄片、元胡止痛片

154 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8977315866
兰索拉唑原料药、奥美拉唑原料药、奥美拉唑钠原料药、磷霉
素氨丁三醇原料药、潘托拉唑钠原料药、复方酮康唑乳膏、环
吡酮胺乳膏等

155 桂林漓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8593936569 厨卫家用清洁剂、漓峰 84 消毒液、漓峰牌足之友去脚气抗菌

156 桂林市三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807831490 生产天然植物药和中草药提取物、中间体、原料药和单一有
效成分化合物(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

157 桂林桂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灵川县 13907831315 植物生长调节剂、农药（杀菌、杀虫、杀螨剂）、肥料
158 广西禅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全州县 4812608 中药保健品、中成药制剂、药酒、化学药品制剂及功能性食品
159 桂林原心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全州县 13902697179 生物制品、食品生产、药品生产
160 桂林兴安县鑫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兴安县 6219595 中药饮片、中药材、饮片、毒性饮片
161 桂林百里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兴安县 13877364168 草珊瑚提取物
162 桂林茗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兴安县 13878368975 生物医药、膳食补充剂、功能食品、个人护理、化妆品
163 桂林澳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8677370522 制药针剂，抗生素，头孢甲肟

164 桂林中族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3377328282 罗汉果系列产品、板蓝根颗粒、山绿茶降压片、益母草颗粒、
强力枇杷露、川贝清肺糖浆、糖浆剂、颗粒剂、片剂、茶剂

165 桂林市华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3788596635 银杏叶提取物
166 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8778858226 头孢类抗生素药品

167 桂林市三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3978321615 生产天然植物药和中草药提取物、中间体、原料药和单一有
效成分化合物

168 桂林八加一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3332815921 复方参芎滴丸、纯阳正气胶囊

169 广西甙元植物制品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永福县 15575845403
生产天然植物药和中草药提取物、中间体、原料药和单一有
效成分化合物，主要是罗汉果甜甙、阿魏酸、甜茶等当地特产

170 桂林葛仙翁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及生物制品业 荔浦县 13907833379

“葛仙翁”牌六味地黄丸、咳特灵胶囊、维 C 银翘片、复方穿
心莲片、清火栀麦片、复方板蓝根颗粒、消炎退热冲剂、罗汉
果玉竹冲剂、蛇胆川贝液、川贝枇杷糖浆、三蛇胆川贝糖浆、
麻杏止咳糖浆、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服溶液、喉康散。“葛
仙翁”牌食品类凉茶（冲剂）系列、袋泡茶系列、龟苓膏系列、
口服液

三、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171 桂林市独秀纸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秀峰区 7599070 卫生纸、卫生巾、纸尿裤
172 桂林日报印刷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秀峰区 2280528 出版物、其它印刷品印刷、涉密资料印制（乙级）
173 桂林市腾辉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秀峰区 2275326 各类包装装潢品、宣传品的设计、印刷与加工服务
174 桂林市盛凌人造板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象山区 8980879 “林木匠”牌建筑模板
175 桂林威迈壁纸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象山区 3603269 壁纸、原纸
176 广西方大印业集团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象山区 13307833666 印刷服务
177 桂林洁伶工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七星区 5857530 卫生纸、卫生巾、纸尿裤
178 桂林澳群彩印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七星区 5811388 印刷服务
179 桂林视群纸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七星区 5811388 转移纸
180 桂林澳群核径迹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七星区 5811388 包装产品
181 桂林市华艺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七星区 5821077 印刷服务
182 桂林市一生竹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七星区 5863515 竹签、铁炮串、竹牙签、水果叉、工艺筷、一次性竹筷
183 广西奥瑞金享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18178361896 金属制罐,覆膜铁,金属包装制品
184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13807731559 出版物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
185 桂林市塔山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5221100 纸箱，纸盒，制造，杂件印刷
186 桂林鑫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15977406212 纸类包装材料生产
187 桂林联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13481324495 衣架,裤夹,裤架,衣架
188 临桂县宏达衣袈配件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5583041 木制衣架
189 临桂县两江镇顺风竹木制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13977300888 竹木制品
190 临桂亿发木衣架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临桂区 5363588 松,杂木衣架
191 阳朔前进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3807830751 木衣架，保健竹涼席，竹木板鞋
192 桂林鹏飞衣架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8777315358 衣夹、裤夹、实木衣架、浸塑衣架、铁衣架
193 阳朔县华峰竹木制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3507838375 松木胶合板、松木建筑模板、杉木建筑模木方
194 阳朔县华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3100539888 塑料包装制品、纸制包装制品、泡沫包装制品
195 阳朔来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3507838391 木衣架,拖把,PVC 胶棉拖把,胶棉拖把,尘推
196 阳朔县旺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3457365298 竹木衣架、裤架、裙夹
197 阳朔县升泰竹木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阳朔县 13607831289 木衣架、竹制品
198 桂林天海塑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788037999 手提袋,环保购物袋,礼品袋，复合编织袋
199 桂林金叶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907739275 胶合模板、建筑模板、单片、原木、半成品木方
200 灵川县西岭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517635154 竹木制品
201 桂林恒丰塑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507835766 塑料制品
202 灵川县鑫源竹制品厂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878315291 竹制品
203 桂林桂湖木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907731872 环保生态板、细木工板和胶合板
204 桂林灵川县花桥家具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977353921 实木家具
205 桂林金色雨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8377335455 实木家具、实木橱柜、实木套装门、实木地板
206 桂林森利人造板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灵川县 13707835209 人造板
207 全州县粤桂纸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全州县 13737312988 挂面纸、高强瓦楞原纸、特种纸、薄面纸
208 全州县汇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全州县 15977080177 包装纸
209 桂林桂特板业有限公司 包装与竹木加工业 全州县 13907733965 硅酸钙板、水泥石棉瓦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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