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分类 所属县区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419 桂林独峰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阳朔县 13411167888 水泥、水泥制品
420 阳朔县荣兴陶业有限公司 建材业 阳朔县 13807832828 陶瓷酒瓶，日用陶瓷品和保健陶瓷品、殡葬陶瓷用品及卫生陶瓷用品
421 桂林市振源矿业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3707833398 滑石矿,滑石粉
422 桂林市灵川铭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3788038702 日用玻璃制品,通用机械设备
423 灵川县盛隆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8978394999 水泥及其预拌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非金属矿粉
424 桂林裕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7960313 合成橡胶（硅橡胶制品）、橡塑制品、防火阻燃材料
425 桂林大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3517738357“灵江牌”水泥、商品混凝土和各种优质预拌砂浆
426 桂林兆圆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8978392333 生产、销售水泥
427 桂林兆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8978392333 预拌砂浆（含机制砂）
428 桂林华星超微矿粉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3768711188 聚烯烃填充母料、色母料、滑石粉、重质碳酸钙粉
429 桂林金泰矿业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3877313808 大晶体方解石粉（重钙）
430 桂林韶兴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7774837327 水泥制品
431 灵川县白云化工有限公司 建材业 灵川县 13907733136 重质碳酸钙
432 桂林灵川县金山思达新型材料厂 建材业 灵川县 18078315666 重质碳酸钙、滑石粉和硅铝酸盐
433 桂林全州县山水石业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全州县 18978309999 海浪花,浪花白、海浪钻花岗岩
434 广西全州县洮阳水泥粉磨厂 建材业 全州县 15295826688 普通硅酸盐水泥
435 广西全州湘塔大合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全州县 13100436188 普通硅酸盐水泥
436 全州县山奇石业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全州县 18777379669 紫蓝花石材
437 兴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兴安县 6233015 海螺牌水泥

438 桂林宝丽西瓷土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兴安县 13977335160 钾长石、钠长石、石英、高岭土、莹石、瓷土、球土、叶腊石、膨润土、白
云石、滑石等非金属矿

439 兴安县泽源丰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兴安县 18977387668 水泥制品、商品混凝土
440 桂林兴安德顺微纳粉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兴安县 13907833022 超白超细碳酸钙、重质碳酸钙、氧化钙
441 广西桂林晟和矿粉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兴安县 13977335988 矿粉加工
442 桂林桂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兴安县 6067666 PVC 管、碳酸钙、方解石、矿产品、建筑装饰材料
443 永福新亿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3768907738 重晶石
444 桂林海峰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3471388198 水泥粉磨、煤灰、矿粉、预拌砂浆
445 桂林鲁山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3877399589 水泥及水泥制品
446 桂林金峰锌钢型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8577381116 锌钢型材、高速路二波护栏板、钢结构型材
447 广西桂林正升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3973112685 复合材料双层储油罐
448 桂林宏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8477331009 其他建筑材料制造
449 桂林鲁山墙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3788733528 水泥及水泥制品
450 桂林兴城福铝业有限公司 建材业 永福县 15207833635 金属门窗制造
451 灌阳县桂灌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灌阳县 18977378555 大理石、花岗岩

452 龙广滑石开发公司 建材业 龙胜县 7512392
桂花牌、龙广牌滑石、微细滑石粉、医药食品滑石粉、化妆品用滑石
粉、涂料级滑石粉、造纸级滑石粉、塑料级滑石粉、电缆级滑石粉、陶
瓷级滑石粉、橡胶级滑石粉

453 华美滑石开发公司 建材业 龙胜县 7432224 “金猴牌”涂料级、塑料级、药用级、食品级、陶瓷级、化妆级、造纸级、
橡胶级、电缆级滑石粉，滑石笔

454 三门滑石矿 建材业 龙胜县 7432224 花岗石、滑石块
455 二轻滑石制品厂 建材业 龙胜县 13907830429 滑石粉
456 桂广滑石开发有限公司 建材业 龙胜县 2276211 药用辅料、食品添加剂等滑石系列产品
457 资源县莹石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资源县 18290116666 萤石、萤石精粉
458 广西资源紫煜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建材业 资源县 18377348555 花岗岩石材石料
459 平乐县金满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平乐县 15978003886 石渣、机制砂加工
460 平乐县山瑞石材工艺有限公司 建材业 平乐县 13557938555 石材加工、雕塑工艺品
461 平乐县桂发石材工艺有限公司 建材业 平乐县 15978023333 石材加工、雕塑工艺品
462 平乐县鹏磊石材工艺有限公司 建材业 平乐县 18076787338 石材加工、雕塑工艺品
463 桂林荔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业 荔浦县 7231288 水泥、水泥制品
464 桂林万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荔浦县 13607836116 光电产品、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
465 荔浦山立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筑类 荔浦县 18977356889 水泥及其预拌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
466 栗木水泥预制构件厂 建材业 恭城县 18877123999 水泥电杆、水管水泥制品
467 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业 恭城县 18376369900 水泥熟料、水泥成品及水泥制品
468 桂林恭城鸿宇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建材业 恭城县 13877336999 石材工艺品、石材家具
469 桂林恭城三和超微粉体有限公司 建材业 恭城县 18078313999 大理石、方解石、碳酸钙
470 联发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恭城县 13807824861 方解石、石粉、石米、滑石、重质碳酸钙、氧化钙、石材
九、汽车及零部件业

471 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雁山区 13977308655 客车、旅游客车、单位团体班车、公交客车、新能源客车等
472 巴斯波（桂林）皮件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象山区 3836067 手表带、手镯、票夹、包袋、腰带等皮表带和小皮件产品
473 巴斯夫催化剂(桂林)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七星区 3805678 原油和天然气、化学品、塑料、特性化学品、农用产品到精细化学品
474 桂林皮尔金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七星区 5616006 安全玻璃

475 万向钱潮(桂林)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七星区 5616818 钢制车轮、控制臂总成、制动器、转向拉杆、内球头拉杆、转向球座、汽
车水泵、冲压底板

476 桂林星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七星区 2125686 EQ140/145、同步器;EQD1060、1061 同步器;SG135 同步器;LG530 同步器;
LG528 同步器;LG525 同步器;LG520 同步器;6T53 同步器;6T46 同步器

477 广西华盛集团桂林英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七星区 5862918 135 系列柴油机及其发电机组的开发生产
478 桂林市奇星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七星区 5808335 橡塑设备制造
479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3662606 发动机曲轴、汽车离合器、汽车齿轮
480 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3662606 发动机曲轴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
481 桂林福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3662606 汽车,工程机械,发动机锻造件
482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3662606 发动机曲轴、汽车离合器、螺旋锥齿轮和精密锻件
483 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3662606 齿轮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制、制造及销售
484 桂林伟文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15878359566 润滑油，润滑脂；润滑纳米自修复剂
485 桂林尚益汽配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临桂区 13597311026 汽车零配件
486 桂林锦韩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永福县 13367733832 大巴车身及汽车部件
487 桂林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永福县 13632991982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488 桂林百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永福县 13788130434 客车五大片骨架总成、客车玻璃钢外覆盖件、客车仪表台、内饰件、工
程机械、农用机械及特种车辆外覆盖件及座椅、工具箱

489 桂林客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及零部件业 永福县 15277326974 标准轻客、豪华轻客车、标准公交、豪华公交
十、石化橡胶业

490 桂林立白日化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象山区 3602489 各种洗衣粉、洗涤剂、洗涤辅助剂、清洁剂相关产品及家用护理产品。
491 桂林雪芙莲日化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象山区 13307836896 香皂、洗衣皂、护肤用品、液洗类、美容皂类
492 化学工业部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七星区 5886856 航空轮胎，车辆轮胎，橡胶制品，胶粘剂，专用通用设备及配件

493 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七星区 5889999 全钢巨型工程机械轮胎、斜交巨型工程机械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全钢载重子
午线轮胎，产品为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工程机械生产商提供轮胎配套服务

494 桂林金禹塑料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临桂区 13977305820 塑料制品,文具用品,塑料原料
495 桂林恒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临桂区 5221068 水果筐，小五金，水泥编织袋
496 桂林联维塑料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临桂区 13977305820 塑料制品、文具用品、汽车配件，销售橡胶、塑料原料和有色金属等
497 临桂立章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临桂区 5580316 塑料制品、塑料制品原料
498 桂林松泉林化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临桂区 13768333652 脂松香、脂松节油、聚合松香、松香腈、松香胺、脱氢枞胺等
499 桂林森泰林化技术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临桂区 5221066 脂松香、松节油、中层脂回收、松香改性树脂及松香施胶剂
500 桂林市阳朔县林威香业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阳朔县 13737397988 碳粉、木粉、蚊香坯
501 阳朔白沙茂源塑料泡沫制品厂 石化橡胶业 阳朔县 13607830243 ＥＰＳ 塑料泡沫包装箱（框）、塑料框
502 广西桂林金山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灵川县 6302460 纳米碳酸钙、轻质碳酸钙、造纸碳酸钙、活性碳酸钙、氧化钙
503 桂林万力粘胶剂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灵川县 13877312189 甲醛、脲醛树脂、脲醛树脂泡沫箱

504 桂林武峰塑料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灵川县 13978339828
环保型（MPP）波纹电力护套管,埋地式通信用（PVC-U）套管，埋地式高压电
力电缆用（PVC-C）套管，给水用聚乙烯（HDPE）管材、管件，通信用聚乙烯

（HDPE）多孔梅花管，大口径（HDPE）双壁波纹管,玻璃钢电力管及硅芯管
505 桂林合兴塑业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灵川县 6860828 水泥袋及各类编织袋
506 桂林祥龙化工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灵川县 13507835774 轻质碳酸钙系列
507 桂林市赛洋橡胶制品厂 石化橡胶业 灵川县 13707831405 橡胶制品
508 桂林全州燎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全州县 13977362582 PVC 共挤发泡板、PVC 木塑建筑模板、PVC 结皮发泡板、PVC 自由发泡板

509 桂林全州基信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全州县 13768039972 道路涂料树脂、脂松香、松节油、145#松香季戊四醇酯、马林酸树脂、
136#松香甘油酯

510 桂林兴松林化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兴安县 6092192 甘油树脂、甘油酯、醇溶树脂、酚醛、松香
511 桂林市宏田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兴安县 6259588 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生物叶面肥、植物调节剂
512 桂林桂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永福县 18977389015 有机-无机复混肥、高浓度复混肥、生物肥
513 桂林正点实业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永福县 13877326798 蚊香、电热蚊香液、灭蟑香片、杀虫气雾剂、电热驱蚊器
514 桂林永福云汉日用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橡胶业 永福县 18078320926 牙膏、洗涤用品、牙刷
515 广西平乐农药厂 石化橡胶业 平乐县 18077350998 草甘膦、丁丙硫尿、噻嗪酮
516 桂林金塑塑胶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平乐县 13877356448 塑胶磁条、胶条、胶管、塑料制品
517 荔浦县广胜实业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荔浦县 13878381981 水性木器漆、NC 木器漆、AC 木器漆、PU 木器漆
518 桂林华生漆业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荔浦县 13907735089 天那水、固化剂、涂料
519 松宝林化公司 石化橡胶业 恭城县 18290079666 松香
520 桂林越美包装有限公司 石化橡胶业 雁山区 13607733638 乳胶产品配套包装物（避孕套包装膜、灭菌环保医用手套包装袋等）

十一、冶金有色业
521 桂林漓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有色业 七星区 5862090 铜及铜台金管、棒、排材及铸锭
522 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业 永福县 13217735389 铁合金、多功能合金
523 资源县灿利硅锰制品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业 资源县 18934798996 锰铁、硅锰冶炼制品
524 资源县锴源冶炼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业 资源县 13321638898 锰铁、硅锰冶炼制品
525 资源县镧鑫冶炼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业 资源县 18172675525 锰铁、硅锰冶炼制品
526 桂林资源诚豪矿业有限公司 冶金有色业 资源县 13023838555 花岗岩、石板材、装饰材料
十二、其他

527 桂林恒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 雁山区 7590083 垃圾环保再生新能源等
528 桂林市裕弘油脂有限公司 其他 叠彩区 18877323818 猪油、鸡油、鸭油、猪油渣单一饲料
529 桂林鼎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其他 叠彩区 17776223111 中药材，中药饮片
530 全州县长盛碳素厂 其他 全州县 13878397668 碳素制品

531 桂林力拓橡朔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灵川县 13707730068 销钉冷喂料挤出机,普通冷喂料挤出机,排气式冷喂料挤出机,新型热
喂料挤出机,滤胶挤出机

532 桂林伟新箱包有限公司 其他 全州县 18607737276 箱包、手袋
533 桂林双合饰品公司资源晶体分公司 其他 资源县 13877300882 氧化锆晶体
534 桂林旺紫工贸有限公司 其他 荔浦县 13321738199 水性涂料
535 荔浦华腾日用品有限公司 其他 荔浦县 13907734819“华腾“牌塑料橡胶漆衣架、PU 漆衣架、塑料仿木衣架
536 桂林高旭工艺品有限公司 其他 荔浦县 7232888 竹、木衣架系列产品，竹、木制工艺品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分类所属县区 联系电话 主要产品
311 桂林众阳光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临桂区 13877320663 硅锭、硅片、单/多晶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系统集成服务

312 桂林博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临桂区 3683588 车间防水灯、防雾天花灯、led 球泡灯、集成天花灯、LED 天花
灯、压铸 led 球泡灯等

313 桂林天地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临桂区 13627733331 电力金具及光缆制造

314 桂林嘉润茂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临桂区 3661900 电源适配器、开关电源变压器、电源滤波器、消磁线圈、行推动变
压器、行线性电感和工频变压器

315 桂林中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临桂区 18290008080 细菌性阴道病试纸、早孕试纸、尿分析仪、尿系列试纸、血糖仪、
血糖试纸

316 桂林耀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灵川县 13707730187 机电设备制造、专业设计制造各类模具、机械零配件、钣金冲压
零件以及线切割加工、数车、数铣加工等

317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灵川县 15807737990 电子数显卡尺、电子数显千分尺、电子数显指示表、数字化精密
仪器仪表

318 广西联星卫视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业 兴安县 6259228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319 桂林尚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兴安县 6099907 多、单晶硅铸锭、切片
320 桂林煜亮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兴安县 6217086 太阳能光伏产品 FLD 产品
321 桂林健评环保节能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兴安县 15177318888 太阳能路灯、LED 室内灯具、太阳能及风能路灯、路灯杆
322 平乐县仲康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平乐县 18023069996 高频变压器、电感器、充电器、线圈
323 荔浦美亚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荔浦县 13798858846 LED 柔性屏、LED 显示屏、全彩 LED 显示屏、LED 电子显示屏
324 荔浦县荣事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荔浦县 18688338518 多媒体音箱、LED 照明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件
325 桂林恭城鑫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业 恭城县 18377392808 经营承接电子元件组装、电子产品销售
五、纺织业

326 广西鹏锦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纺织业 秀峰区 2607171 三花牌棉被，床上用品
327 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业 象山区 3600099 衬衫、T 恤等
328 桂林市金铃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业 象山区 3652986 各类服装
329 桂林喀斯特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业 七星区 18978344986“喀斯特”品牌休闲包、旅游产品
330 广西华盛集团桂林绮织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业 七星区 5830702 主要加工牛仔、针织、梭织的系列服装
331 桂林凯丽制衣有限公司 纺织业 七星区 5831683 各式服装
332 临桂德新皮具制品有限公司 纺织业 临桂区 5443266 各类手袋、箱包、钱包、彩带
333 桂林市小数点婴幼儿服饰有限公司 纺织业 灵川县 18778856699 幼儿服饰
334 资源卓凡鞋业有限公司 纺织业 资源县 18989792763 各类鞋子
335 平乐县国弘茧丝绸有限公司 纺织业 平乐县 13977367997 床上用品、天然纺织原料
六、化工业

336 桂林德隆股份有限公司临桂分公司 化工业 临桂区 5590220 清漆，色漆，溶剂
337 广西永福县兄弟塑业有限公司 化工业 永福县 17376236617 塑料一体三格式化粪池
338 广西永福华源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业 永福县 13905827280 氧化铁
339 桂林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业 雁山区 3869789 有机肥、生物有机肥
七、机械业

340 桂林琨鹏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秀峰区 2275096 5R 型环保磨粉机、超细粉磨粉机 20OO 目一 30OO 目、炼钢用
KP 凿岩机、分侧式液压开口机

341 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秀峰区 3883519 普通平面磨床、精密平面磨床、数控平面磨床、手动平面磨床、龙
门平面磨床、龙门导轨磨床、球磨机

342 桂林禾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叠彩区 18177358599 减速机、港机、偶合器

343 桂林桂冶实业有限公司 机械业 叠彩区 13977372396 摆式磨粉机（雷蒙机）、回转窑、烘干机、球磨机、破碎机、微粉磨
机、分级机

344 桂林桂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业 叠彩区 13977372396 超硬材料机械设备、成套设备

345 广西广汇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叠彩区 18778380216 一、二、三类压力容器、汽车罐车、罐式集装箱及各类低温液化气
体储槽、储罐

346 桂林市广汇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叠彩区 18778380216 高温熔盐泵、熔融尿素泵、糖泵、化工泵、清水泵、多级泵、消防泵
347 桂林市同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叠彩区 13978364497 全液压高炉开铁口机，液压凿岩机，液压堵渣机、全液压开堵机
348 桂林橡胶机械厂 机械业 象山区 3883273 轮胎硫化设备、轮胎成型设备、其他橡胶机械、化工机械
349 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 机械业 象山区 2157281 各类接触器、继电器、变压器、保护器、断路器、漏电保护

350 桂林正菱第二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象山区 13978330029

摇臂钻床、移动方向摇臂钻床、数控龙门立式铣镗床、数控龙门式
钻镗床、数控龙门式钻床、数控龙门动柱式钻床、数控龙门动梁式
钻床、数控卧式钻床、数控立式钻床、数控立式钻铣床、方柱立式
钻床、圆柱立式钻床、车床、马鞍车床、数控车床、端面铣床

351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5833045

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工程和境外工程的承包；化工、石油、医药、电力、
煤炭工业工程的承包；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施工及项目管理和服务；
环境治理；技术研发及成果推广；管线、线路及设备成套的制造安装；
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工业装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管理

352 英格索兰(桂林)工具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5617613 空气及气体压缩机、道路机械、矿山机械、气动工具、泵
353 桂林市朗讯化工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3622115 石油化工设备、轻工食品设备、动力设备及高效换热

354 桂林中昊力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2586077 裁断机,胎面联动线、裁断生产线，硫化机等适用于各种子午线轮
胎生产的设备

355 桂林淦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5803808 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环保设备、机
械设备生产、加工、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356 桂林高新区科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6783799 发动机、微耕机、背负式割灌机、侧挂式割灌机、茶树修剪机、地钻等
357 桂林翔宇橡胶机械开发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5871161 橡胶机械
358 桂林科创精密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七星区 18907837716 模具设计及制造，产品检具开发及制造等

359 桂林鸿程矿山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3568976 磨粉机、粗粉制砂磨粉机、超大型纵摆磨粉机、超大型磨粉机、颚
式破碎机系列、细碎破碎机

360 桂林电力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5592366 电线电缆、镀锌钢绞线、电力金具制造，机械加工
361 桂林华峰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077669947 架空电力线路和光缆预绞式金具,通信设备及其零部件
362 桂林鑫明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8777334331 机械配件
363 桂林晟成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807731662 农业机械、林业机械、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的制造

364 桂林桂冶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5591581 R 型摆式磨粉机、回转窑、烘干机、球磨机以及石膏粉生产线、石
灰生产线、水泥生产线等成套设备

365 桂林桂冶穿孔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977372396 穿孔凿岩设备
366 桂林景恒机器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907836996 括数控磨床机械设备
367 桂林市天云选矿机械厂 机械业 临桂区 5592503 重选、磁选、电选、浮选、破碎、粉磨、筛分等系列产品

368 桂林华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3660858

胶粘剂生产设备、成套高浓度甲醛设备、石油化工设备、调
施胶设备、系列拌胶机、风送除尘设备、成套过滤环保设备、竹木
脱脂防腐设备、木片水洗设备、木片筛选设备、物料输送设备、乳
化设备、结晶设备、浸提设备、系列电控设备

369 桂林恒泰钢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377347133 阳台护栏、楼梯扶手、花园围栏、百叶窗、路政护栏、镀锌钢管等
370 桂林长龙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978303030 塔吊,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塔吊零配件,标准节
371 桂林明富金属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3681066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金属结构件、金属夹具
372 桂林恒大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5362213 齿轮、齿轮箱机械加工

373 桂林桂冶粉磨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13978305860 R 型摆式磨粉机、回转窑、烘干机、球磨机以及石膏粉生产线、石
灰生产线、水泥生产线等成套设备

374 桂林万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业 临桂区 5591488
挖掘机及零部件、钻机及零部件、凿岩钻机及零部件、井下液压
支架及零部件、锚杆、钻杆、非开挖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部件、公
路养护机械、物流设备、环保设备

375 桂林天湖水利电业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2667255 “桂变”牌电力变压器等
376 桂林鸿盛铸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8677321666 铁铸件

377 桂林景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3907836996 磨床、车床、钻床铸件，矿山机械配件，耐热耐磨合金铸铁，球墨
铸铁，铸钢件

378 桂林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8979392111“桂矿牌”磨粉机、直通式粗粉机、超细环辊磨、微细粉磨机、立式
磨粉机

379 桂林中昊力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3707837312 硫化机、钢丝/纤维帘布裁断生产线、巨胎帘布筒贴合机
380 桂林方兴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3907736982 冶金机械、液压开铁口机、凿岩机
381 桂林双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3707733093 汽车配件
382 桂林桂联农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灵川县 13737305266 背负式联合收割机、半喂入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履带自走式收割机
383 全州县华兴工程机械配件厂 机械业 全州县 13737319088 钢、铜铸件生产

384 广西晨天恒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全州县 13978031869 高密度合金注射成型产品、硬质合金注射成型产品、铜钨合金、
不锈钢注射成型产品、铁基注射成型产品，鱼具及五金配件

385 全州县鑫辉铸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全州县 13737312666 锰铁、硅锰合金购销；铸件加工
386 桂林鹏飞新型耐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兴安县 13807833455 新型耐磨材料，钢、铁铸造件
387 桂林泰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兴安县 3280889 木衣架、竹衣架、晒衣架、铁线衣架
388 桂林宝利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机械业 兴安县 3280688 水泥粉磨系统
389 桂林兴安县顺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兴安县 13877365995 钢质管材、型材
390 湖北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广西兴安分公司 机械业 兴安县 15572725711 风力发电塔筒
391 桂林市华力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永福县 8656818-6003 小型挖掘机
392 桂林晟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永福县 15977317200 雷蒙磨粉机，粉碎机
393 桂林合众国际橡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永福县 13457655767 橡胶塑料加工机械
394 灌阳县陈工选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灌阳县 13878305371 矿山机械设备
395 灌阳县鸿运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灌阳县 13005940594 矿山机械设备
396 灌阳县南方磁选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业 灌阳县 13607839834 选矿机械设备及配件

397 荔浦丰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3197739510 金属衣架、浸胶衣架、喷漆衣架、铝线衣架、橡塑发泡衣架、浴室
用品、鞋架

398 广西荔浦高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5977077788 铁制衣架、浸胶衣架、衣架钩

399 荔浦诺尔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7230606 铁线衣架、铝线衣架、浸塑衣架、发泡衣架、塑料衣架、实木衣架、
植绒衣架

400 桂林毛嘉工艺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8277326006 木衣架，铝衣架，铁衣架，浸塑衣架，布艺衣架
401 桂林丰鑫铁合金有限公司 机械类 荔浦县 18178395550 金属制品
402 荔浦来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3877342158 金属制品
403 荔浦福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3237836851 浸塑衣架、衣夹、裤夹及各种衣架配件
404 桂林利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3617868888 金属制品、衣架及配件、浸塑、包塑衣架、塑料衣架
405 桂林科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业 荔浦县 13517634670 中小型联合收割机及耕整机系列产品
406 桂林中天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业 雁山区 13317737778 城市智慧立体停车库、智能塔式起重机
八、建材业

407 桂林晶盛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象山区 3832151 工艺礼品、玻璃工艺品、工艺器皿
408 桂林高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象山区 3866111 加气混凝土砌块

409 桂林特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七星区 5868880
金刚石绳锯，激光焊接金刚石圆锯片、薄壁钻头，金刚石地质钻
头，电镀金刚石工具，立方氮化硼复合片、聚晶及刀具，水热法合
成晶体

410 桂林星钻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七星区 5822022 金刚石复合片和超硬材料及其制品

411 广西桂林滑石发展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5592275
滑石粉体，石笔印材、 K 牌化妆级滑石粉（细度 45 μ m）、K 牌食
品添加剂（细度 45 μ m）、K 牌食品添加剂（细度 38 μ m）、K 牌
食品添加剂（细度 45 μ m）、K 牌微细滑石粉（细度 10 μ m）

412 临桂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7992827 水泥熟料、水泥成品及水泥制品的生产
413 桂林建丰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13687833122 铝合金、塑钢门窗、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胶玻璃

414 桂林柳明钢化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5201266 钢化玻璃,夹胶玻璃,中空玻璃,玻璃批发,艺术玻璃,五金配件,
玻璃安装,镀膜玻璃

415 广西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13707737615
纯平无斑超大、超宽、超白平钢化玻璃、弯钢化玻璃、低辐射 low
-e 幕墙玻璃、中空玻璃、夹胶玻璃、防火玻璃、防弹玻璃、水切割
玻璃；幕墙、钢结构的设计和施工

416 桂林丰豪新型墙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13687833122 加气混凝土砌块制造，建筑废渣制沙、制砖，新型墙体材料加工
417 临桂鑫峰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5596554 锌钢护栏,楼梯扶手,PVC 护栏,高速公路护栏,踢脚线

418 桂林峰源玻璃有限公司 建材业 临桂区 5221078 平钢化、弯钢化、热弯、夹胶、中空、隔音、车船、聚晶彩釉、烤漆、
防弹、防火、幕墙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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