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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

（第二批）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1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031TYH6 路面养护车

2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070GPS6 绿化喷洒车

3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070GSS6 洒水车

4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180GSSBEV 纯电动洒水车

5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181GSS6 洒水车

6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182GSS6 洒水车

7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183GSS6 洒水车

8 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远达牌 SCZ5250GQX6 清洗车

9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330TXFDF30 水带敷设消防车

10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359THBEQ 混凝土泵车

11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411JXFJP48 举高喷射消防车

12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432JXFJP21 举高喷射消防车

13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446THBE 混凝土泵车

14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449THBEB 混凝土泵车

15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449THBF 混凝土泵车

16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460THB 混凝土泵车

17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540THBV 混凝土泵车

18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542THBF 混凝土泵车

19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551JQZ(SAC1600T8)全地面起重机

20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557JQZ(SAC1300C7)全地面起重机

21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601JQZ(SAC4500T) 全地面起重机

22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M5875JQZ(SAC8000T) 全地面起重机

23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N5141TBC 仪表车

24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N5142TBC 仪表车

25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三一牌 SYN5361THS 混砂车

26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大通牌 SH5043XCCH2DB-S 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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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

公司
上格牌 SGX5061GXFPM10 泡沫消防车

28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

公司
上格牌 SGX5193GXFPM80 泡沫消防车

29
上海神舟精宜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交大神舟牌 SSZ5120TXS 洗扫车

30
上海神舟精宜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交大神舟牌 SSZ5181TXS 洗扫车

31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070GXFSG20/W5 水罐消防车

32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070GXFSG20/W6 水罐消防车

33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080GXFPM30/Y 泡沫消防车

34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00GXFPM30/AT 泡沫消防车

35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00GXFPM35/W5 泡沫消防车

36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00GXFPM35/W6 泡沫消防车

37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00GXFSG35/W5 水罐消防车

38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00GXFSG35/W6 水罐消防车

39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50GXFAP40/M5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40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50GXFGF30/W5 干粉消防车

41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60GXFPM40/AT 泡沫消防车

42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60GXFPM60/W5 泡沫消防车

43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70GXFPM60/M5 泡沫消防车

44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70GXFSG60/M5 水罐消防车

45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80GXFGF40/HT6 干粉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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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190GXFPM80/HT6 泡沫消防车

47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200GXFPM80/H5 泡沫消防车

48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270GXFPM120/B5 泡沫消防车

49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270GXFPM120/H5 泡沫消防车

50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270GXFPM120/W5 泡沫消防车

51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270GXFSG120/B5 水罐消防车

52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300TXFPY330/M5 排烟消防车

53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310GXFPM160/B5 泡沫消防车

54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310JXFJP20/H5 举高喷射消防车

55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370GXFPM180/B5 泡沫消防车

56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370GXFSG180/B5 水罐消防车

57
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金盛盾牌 JDX5410GXFSG240/H5 水罐消防车

58 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永强牌 YQ5180TXS 洗扫车

59 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永强牌 YQ5181TWQ 道路污染清除车

60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070GPS3EDFAC 绿化喷洒车

61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07GSS8NDCAC 洒水车

6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20GPS8EDFAC 绿化喷洒车

63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27GSS8EDCAC 洒水车

64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20GPSL6D 绿化喷洒车

6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200THBLV 混凝土泵车

66 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040XYLT6D 体检医疗车

67 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070XYLT6D 医疗车

68 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20XYLT6D 医疗车

69 东风随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DFZ5075GPS3CDF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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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东风随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DFZ5180GPSEX8 绿化喷洒车

71 东风随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DFZ5180GQXEX8 清洗车

72
中凯消防装备科技(长春)有限

公司
北安牌 ZKX5090GXFSG30 水罐消防车

73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071GPSEQ 绿化喷洒车

74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071TSLQL 扫路车

75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081GQXJX 护栏清洗车

76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081TSLQL 扫路车

77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081TXSJX 洗扫车

78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180TXSBBC6 洗扫车

79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181GSSEQ 洒水车

80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181TSLEQ 扫路车

81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181TXSDF 洗扫车

82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182TSLDF 扫路车

83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183TXSEQ 洗扫车

84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红牌 LT5251GPSDF 绿化喷洒车

85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

有限公司
王牌牌 CDW5111THBHA2R5 混凝土泵车

86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

有限公司
王牌牌 CDW5160THBA1R5 混凝土泵车

87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

有限公司
王牌牌 CDW5230THBA1N5 混凝土泵车

88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

有限公司
王牌牌 CDW5330THBA1S5 混凝土泵车

89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080TXSZ6 洗扫车

90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0GQXCBEV 纯电动清洗车

91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0GQXZBEV 纯电动清洗车

92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0GSSCBEV 纯电动洒水车

93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0GSSZBEV 纯电动洒水车

94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运力牌 LG5180TXSCBEV 纯电动洗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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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有限公司

95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1GQXCBEV 纯电动清洗车

96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1GSSCBEV 纯电动洒水车

97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运力牌 LG5182GSSCBEV 纯电动洒水车

98
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岳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五岳牌 TAZ5176JGKJC08A 高空作业车

99
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岳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五岳牌 TAZ5436GXFSG240 水罐消防车

10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

公司
绿叶牌 JYJ5047TYHF 路面养护车

101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

公司
绿叶牌 JYJ5150JGKF 高空作业车

102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

公司
绿叶牌 JYJ5167GPSF 绿化喷洒车

103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

公司
绿叶牌 JYJ5187GSSF1 洒水车

104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

公司
绿叶牌 JYJ5257TCXF1 除雪车

105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

限公司
豪沃牌 ZZ5257GSSN464GF1 洒水车

106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

公司
豪沃牌 ZZ5077GSSF3315F174 洒水车

107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

公司
豪沃牌 ZZ5097GQXH3815F191 清洗车

108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

公司
豪沃牌 ZZ5117GSSG3315F1 洒水车

109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

公司
豪沃牌 ZZ5117TSLH4215F1 扫路车

11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

公司
豪沃牌 ZZ5167GSSH4515F1 洒水车

111
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

公司
豪瀚牌 ZZ5255GSSV5846F1 洒水车

112
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华威驰乐牌 SGZ5180GPSDF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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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180GQXEJF1 清洗车

114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180GSSED53BEV 纯电动洒水车

115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180GSSZAJ5G45F1L 洒水车

116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180GSSZHG5X45F1 洒水车

117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180TXSCJF1 洗扫车

118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180TXSZDC5HF1L 洗扫车

119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250TCXZHT5G43F1 除雪车

120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251GQXZDC5HF1L 清洗车

121
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

司
青专牌 QDZ5254TCXZHF1 除雪车

122 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中天之星牌 TC5052XDS4A 电视车

123 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中天之星牌 TC5052XTX4A 通信车

124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四机牌 SJX5325THS 混砂车

125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四机牌 SJX5352THS 混砂车

126 中石化四机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四机牌 SJX5361THS 混砂车

12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280THBJF 混凝土泵车

128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280THBKF 混凝土泵车

129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351THBBF 混凝土泵车

130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351THBKF 混凝土泵车

13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351THBSF 混凝土泵车

132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441THBBF 混凝土泵车

133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460THBJE 混凝土泵车

134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540THBKF 混凝土泵车

135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550JQZ260H 全地面起重机

136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553JQZ200E 全地面起重机

13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553JQZ220H 全地面起重机

138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554JQZ130H 全地面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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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881JQZ800H 全地面起重机

140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J5940JQZ1800H 全地面起重机

141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030TYH6CC1 路面养护车

142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GQX6DF1 清洗车

143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GQX6JF1 清洗车

144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GSS6DF1 洒水车

145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GSS6EQ1D 洒水车

146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GSS6JF1 洒水车

147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TXS6DF1 洗扫车

148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TXS6JF1 洗扫车

149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岳牌 ZTQ5080XYLZTY8F 医疗车

150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岳牌 ZTQ5120XYLAE86 医疗车

151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岳牌 ZTQ5160GSSE5Y40F 洒水车

152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岳牌 ZTQ5180GSSE5J45F 洒水车

153 中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岳牌 ZTQ5180TXSE1J50F 洗扫车

154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 国道牌 JG5031XTXSD6 通信车

155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 国道牌 JG5150XDYSD6 电源车

156
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

公司
黄海牌 DD5180TCXCF 除雪车

157
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

公司
黄海牌 DD5253TCXBLD 除雪车

158
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

司
海狮牌 LC5160XYQ 仪器车

159 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兰电所牌 LDS5080XXH 救险车

160 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兰电所牌 LDS5163XXH 救险车

161 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兰电所牌 LDS5202XDY 电源车

162 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兰电所牌 LDS5211XDY 电源车



- 8 -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163 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兰电所牌 LDS5300XDY 电源车

164 兰州矿场机械有限公司 兰矿牌 LK5306THP720 混配车

165 凯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凯恒达牌 HKD5070TSDEQ6 防役消毒洒水车

166 凯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凯恒达牌 HKD5180GSSDF6 洒水车

167 凯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凯恒达牌 HKD5180GSSEQ6 洒水车

168 凯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凯恒达牌 HKD5180TXSDF6 洗扫车

169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中卓时代牌 ZXF5070GXFSG20/W6 水罐消防车

170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中卓时代牌 ZXF5190GXFPM80/HT6 泡沫消防车

171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中卓时代牌 ZXF5240GXFGF60/HT5 干粉消防车

172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030XJCEV 纯电动检测车

173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040TYHEV 纯电动路面养护车

174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043GPS 绿化喷洒车

175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180TXQ 墙面清洗车

176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181GSS 洒水车

177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181TCXL 除雪车

178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181TXQ 墙面清洗车

179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185TCX 除雪车

180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186TCX 除雪车

181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250GQX 清洗车

182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250TCXD6 除雪车

183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251TCXZ6 除雪车

184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252TCXL 除雪车

185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252TCXZ6 除雪车

186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驰远牌 BSP5253TCXZ6 除雪车

187 北京北重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北重电牌 BZD5040TSLA2 扫路车

188 北京北重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北重电牌 BZD5080TXSA6 洗扫车

189 北京北重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北重电牌 BZD5120TXSA3 洗扫车

190 北京和田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长城牌 HTF5180XDYE6 电源车

191 北京和田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长城牌 HTF5240XDYE6 电源车

192 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 卢沟桥牌 CJJ5126GQX-F2 护栏清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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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 卢沟桥牌 CJJ5163GQX 隧道清洗车

194 北京天海氢能装备有限公司 京探牌 BT5056JGKJL142 高空作业车

195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047GPSC6B 绿化喷洒车

196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063JGKC6B 高空作业车

197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076GSSC6B 洒水车

198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076GSSC6B1 洒水车

199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083GSSC6B 洒水车

200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166GSSC6B 洒水车

201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180GSSC6B 洒水车

202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188GSSC6B1 洒水车

203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250GSSC6B 洒水车

204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中燕牌 BSZ5254GSSC6B 洒水车

205
北京星光陆通视音频广播技术

有限公司
载通牌 BZT5061XDS 电视车

206
北京星光陆通视音频广播技术

有限公司
载通牌 BZT5262XDS 电视车

207
北京星光陆通视音频广播技术

有限公司
载通牌 BZT9280XDS 电视半挂车

208
北京星光陆通视音频广播技术

有限公司
载通牌 BZT9320XDS 电视半挂车

209
北京欧亚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欧亚牌 EA5086TYHC7ZS 路面养护车

210
北京欧亚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欧亚牌 EA5250TFCMC4C1 同步碎石封层车

211
北京欧亚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欧亚牌 EA5250TFCMC4C1XJ 稀浆封层车

212 北京欧亚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欧亚牌 EA5256TCXMC4C1 除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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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13
北京欧亚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欧亚牌 EA5310TFCFB 同步碎石封层车

214
北京欧亚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欧亚牌 EA5310TFCMC6Z1 同步碎石封层车

215 北京环达汽车装配有限公司 环达牌 BJQ5051XDSD6 电视车

216 北京环达汽车装配有限公司 环达牌 BJQ5230XDSD6 电视车

217 北京环达汽车装配有限公司 环达牌 BJQ9290XDS 电视半挂车

21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032TYHE6-H1 路面养护车

21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072GQXE6-H2 清洗车

22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073GSSDJDA-01 洒水车

22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084TSLE6-H1 扫路车

22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084TSLE6-H2 扫路车

22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084TXSE6-H1 洗扫车

22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64GPSHPDD-01 绿化喷洒车

22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64GSSKPFA-01 洒水车

22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2GQXE6-H2 清洗车

22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2TXSE6-H1 洗扫车

22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3TXSE6-H1 洗扫车

22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4GQXE6-H1 清洗车

23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4GQXE6-H2 清洗车

23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4GQXKPFN-01 清洗车

23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4TSLE6-H1 扫路车

233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4TSLE6-H2 扫路车

23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184TXSE6-H1 洗扫车

23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252GQXE6-H1 清洗车

23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252GQXE6-H2 清洗车

23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339THB-XD 混凝土泵车

23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359THB-XF 混凝土泵车

23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5440THB-XF 混凝土泵车

240 南京市环卫车辆设备厂 亚宁牌 NW5023XXH 救险车

241
南京英达公路养护车制造有限

公司
英达牌 FTT5120TSLSW4M 扫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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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070XXH6 救险车

243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080XXH6 救险车

244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081TQX6 护栏抢修车

245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00TQX6 护栏抢修车

246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20GQX6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247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20XXH6 救险车

248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21GQX6 清洗车

249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0GQX6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250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0TCX6 除雪车

251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0TXQ6 墙面清洗车

252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0XXH6 救险车

253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1GQX6 护栏清洗车

254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2GQX6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255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路鑫牌 NJJ5182TCX6 除雪车

256
南通威而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威而多牌 WRD5160GQX 清洗车

257
南通威而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威而多牌 WRD5180GQX 清洗车

258
南通威而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威而多牌 WRD5180THX 道路划线车

259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石牌 ES5142XYQ 仪器车

260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石牌 ES5163XYQ2 仪器车

261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石牌 ES5250TCJ6 测井车

262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石牌 ES5252TCJ2 测井车

263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金旅牌 XML5060XYL16 医疗车

264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金旅牌 XML5070XYL15 医疗车

265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金旅牌 XML5127XYL16 医疗车

266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金旅牌 XML5147XYL16 医疗车

267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金旅牌 XML5182XCS15 厕所车

268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金龙牌 XMQ5131XYL 医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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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69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金龙牌 XMQ5186XYL 医疗车

270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金龙牌 XMQ5186XYL01 医疗车

271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030TYH6CA 路面养护车

272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031TYH6CA 路面养护车

273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040TYHASHBEV 纯电动路面养护车

274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080TXS6JL 洗扫车

275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GQX6DFNG 清洗车

276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GQX6JF 清洗车

277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GQXAJFBEV 纯电动清洗车

278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GSS6DF 洒水车

279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GSS6DFNG 洒水车

280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GSS6JF 洒水车

281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TXS6DFNG 洗扫车

282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0TXS6JF 洗扫车

283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1GSS6JF 洒水车

284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182TSL6DF 扫路车

285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合加牌 HJK5250GSS6DF 洒水车

286 唐山亚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亚特重工牌 TZ5180GQXCA6J6 清洗车

287 唐山亚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亚特重工牌 TZ5258GQXDF6NJ 清洗车

288 唐山浩航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昱晗牌 TYH5180TXSDFL 洗扫车

289 唐山浩航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昱晗牌 TYH5181GSSEQ 洒水车

290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唐鸿重工牌 XT5181GSST5FL 洒水车

291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川石牌 NC5171TBC 仪表车

292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川石牌 NC5342THS 混砂车

293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川石牌 NC5351THS 混砂车

294 四川宝石机械专用车有限公司 川石牌 NC5360THS 混砂车

295 四川川宏机械有限公司 勤宏牌 SQH5160GSSB6 洒水车

296 四川川宏机械有限公司 勤宏牌 SQH5180GSSS6 洒水车

297 四川川宏机械有限公司 勤宏牌 SQH5182GSSA6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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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四川川宏机械有限公司 勤宏牌 SQH5183GSSD6 洒水车

299 四川川宏机械有限公司 勤宏牌 SQH5250GSSD6 洒水车

300 四川川宏机械有限公司 勤宏牌 SQH5253GSSA6 洒水车

301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071TXFZM50 照明消防车

302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100GXFSG35 水罐消防车

303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102GXFPM35 泡沫消防车

304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192GXFPM80 泡沫消防车

305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240GXFGF60/HW 干粉消防车

306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280GXFSG120 水罐消防车

307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321GXFPM160 泡沫消防车

308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321GXFSG160 水罐消防车

309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331GXFPM160 泡沫消防车

310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331GXFPM180 泡沫消防车

311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381GXFSG180 水罐消防车

312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
川消牌 SXF5421GXFSG250 水罐消防车

313 四平市奋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旭达牌 CFJ5160GPSC6 绿化喷洒车

314 四平市奋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旭达牌 CFJ5180JGKC6 高空作业车

315
四机赛瓦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

司
赛瓦牌 SEV5310THP 混配车

316
四机赛瓦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

司
赛瓦牌 SEV5320THP 混配车

317
大庆油田石油专用设备有限公

司
井田牌 DQJ5200TPY 排液车

318
大庆油田石油专用设备有限公

司
井田牌 DQJ5250TCJ1 测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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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 开瑞牌 SQR5181GQXEX8D 清洗车

320 奥地利安普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安普 EP5180TXFJY100/RW-1 抢险救援消防车

321 奥龙汽车有限公司 久龙牌 ALA5120GPSE6 绿化喷洒车

322 奥龙汽车有限公司 久龙牌 ALA5180GPSDFH6 绿化喷洒车

323 威海怡和专用车有限公司 前兴牌 WYH5160TXS 洗扫车

324
威海高丽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高丽亚牌 VGL5040JGKJX6 高空作业车

325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070GQXE6 清洗车

326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160TCJ5 测井车

327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180GPSB6 绿化喷洒车

328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183GPSD6 绿化喷洒车

329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185GPSE6 绿化喷洒车

330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186GSS6 洒水车

331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250GPSS6 绿化喷洒车

332
宁夏合力万兴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宁汽牌 HLN5250TFCND 稀浆封层车

333
安徽兴邦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兴邦龙牌 XBZ5070GSSC6 洒水车

334
安徽华信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皖信牌 WHX5030TYHBEV 纯电动路面养护车

335
安徽华信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皖信牌 WHX5040TXSBEV 纯电动洗扫车

336 安徽同博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桐工牌 TBJ5041XXH 救险车

337 安徽同博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桐工牌 TBJ5045XXHQ5 救险车

338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柳工牌 CLG5041JGKE 高空作业车

339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柳工牌 CLG5042JGKE 高空作业车

340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柳工牌 CLG5051JGKB 高空作业车

341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柳工牌 CLG5051JGKD 高空作业车

342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柳工牌 CLG5061JGKC 高空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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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柳工牌 CLG5090JGKF 高空作业车

344 安徽江淮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5060JGKSZ 高空作业车

345 安徽江淮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5180TSLSZ 扫路车

346 安徽江淮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5181GQXSZ 清洗车

347
安徽省盛运大田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
盛运大田牌 ASD5180GPSCA 绿化喷洒车

348
宝鸡宝石特种车辆有限责任公

司
宝石机械牌 BSJ5250TCJ01 测井车

349
宝鸡通力鼎新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
秦鼎牌 BDZ5250TCJ 测井车

350
山东三利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梁山三利牌 LSL5180TXS 洗扫车

351
山东三利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梁山三利牌 LSL5181TXS 洗扫车

352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圣岳牌 SDZ5187TSLF 扫路车

353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圣岳牌 SDZ5187TYHF 路面养护车

354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圣岳牌 SDZ5314TFCF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355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圣岳牌 SDZ5314TFCF30 稀浆封层车

356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圣岳牌 SDZ5315TFCF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357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圣岳牌 SDZ5317TFCF30 稀浆封层车

358 山东东环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东环威牌 JDH5162GPSEQ6 绿化喷洒车

359 山东中正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蕴达牌 LZZ5120TXSEQ6 洗扫车

360 山东中正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蕴达牌 LZZ5162GPSEQ6 绿化喷洒车

361 山东中正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蕴达牌 LZZ5163GPSDF6 绿化喷洒车

362 山东中达威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达威牌 CFY5040GPS6 绿化喷洒车

363 山东中达威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达威牌 CFY5160GPSBJ6 绿化喷洒车

364 山东中达威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达威牌 CFY5165GPSEQ6 绿化喷洒车

365 山东中达威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达威牌 CFY5180GPSBJ6 绿化喷洒车

366 山东中达威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达威牌 CFY5251GPS6E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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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山东中运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运威牌 ZYW5040XXHEQ6 救险车

368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凯马牌 KMC5090GPSA330D6 绿化喷洒车

369 山东唐骏重工有限公司 唐骏牌 STZ5090GSSJDD6L 洒水车

370
山东奥邦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奥邦中科牌 ABQ5120TXS 洗扫车

371
山东奥邦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奥邦中科牌 ABQ5180TSL 扫路车

372
山东奥邦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奥邦中科牌 ABQ5250TXS 洗扫车

373 山东恒阳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恒阳瑞达牌 AHY5180GQXEX8 清洗车

374 山东恒阳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恒阳瑞达牌 AHY5180TSLEX8 扫路车

375
山东易阳消防车辆装备有限公

司
神泉牌 LYX5190GXFPM80/H 泡沫消防车

376
山东正泰希尔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
春星牌 ZZT5040XYL-6 体检医疗车

377
山东正泰希尔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
春星牌 ZZT5180TLJ-6 道路检测车

378 山东汇强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立德牌 HZV5180TCXD6BF 除雪车

379 山东汇强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立德牌 HZV5183TCXD6ZJ 除雪车

380 山东汇强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立德牌 HZV5251TCXD6ZK1 除雪车

381 山东汇强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新立德牌 HZV5251TCXD6ZL 除雪车

382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140JGKD6 高空作业车

383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150JGK06 高空作业车

384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161XDY 电源车

385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162XDY 电源车

386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181XDY 电源车

387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186TQZT06 清障车

388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200TXGD6 线杆综合作业车

389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201XDY 电源车

390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202XDY 电源车

391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251XDY 电源车

392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256TQZT06 清障车

393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310XDY 电源车

394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446TQZT06 清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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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山东泰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岱阳牌 TAG5448TQZZ06 清障车

396
山东省天河消防车辆装备有限

公司
天河牌 LLX5075GXFSG20/D 水罐消防车

397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031GPSF 绿化喷洒车

398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032GPSF 绿化喷洒车

399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040GQXF 清洗车

400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070TSLF 扫路车

401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073GPSF 绿化喷洒车

402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20TXSF 洗扫车

403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21GPSF 绿化喷洒车

404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22GPSF 绿化喷洒车

405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24GPSF 绿化喷洒车

406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62GPSF 绿化喷洒车

407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67GPSF 绿化喷洒车

408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80GPSF 绿化喷洒车

409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80TXSDF6 洗扫车

410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82GPSF 绿化喷洒车

411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83GPSF 绿化喷洒车

412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83TSLF 扫路车

413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186GPSF 绿化喷洒车

414 山东祥农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祥农达牌 SGW5258GPSF 绿化喷洒车

415
山东科宇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科宇牌 XQF5040TXSBEV 纯电动洗扫车

416 山东科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科瑞牌 KRT5370THS 混砂车

417 山东美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美胜威牌 MTH5161GPS6D 绿化喷洒车

418 山东美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美胜威牌 MTH5163GPS6EQ 绿化喷洒车

419 山东美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美胜威牌 MTH5165GPS6EQ 绿化喷洒车

420 山东通迈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通迈牌 LTM5070GSS 洒水车

421 山东通迈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通迈牌 LTM5120GSS 洒水车

422 常熟华东汽车有限公司 华东牌 CSZ5170GQX 清洗车

423 常熟华东汽车有限公司 华东牌 CSZ5250GQX 清洗车

424 广东云山汽车有限公司 白云牌 BY5180GPS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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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广东圣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圣宝牌 GSB5040TQZJLT-GY 清障车

426 广东圣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圣宝牌 GSB5070TQZQLT-GY 清障车

427 广东圣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圣宝牌 GSB5120TQZDFT 清障车

428 广东圣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圣宝牌 GSB5180TQZDFT 清障车

429 广东圣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圣宝牌 GSB5180TQZZQT-GY 清障车

430 广东圣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圣宝牌 GSB5250TQZZQT-GY 清障车

431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

有限公司

永强奥林宝

牌
RY5070GXFPM20/01 泡沫消防车

432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

有限公司

永强奥林宝

牌
RY5132TXFJY100/17 抢险救援消防车

433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

有限公司

永强奥林宝

牌
RY5171GXFAP40/A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434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

有限公司

永强奥林宝

牌
RY5191GXFPM80/F 泡沫消防车

435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

有限公司

永强奥林宝

牌
RY5260GXFPM100/01 泡沫消防车

436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

有限公司

永强奥林宝

牌
RY5300GXFGP110/21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437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040TQZ026T 清障车

438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040TQZ036T 清障车

439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180TQZ025T 清障车

440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180TQZ095T 清障车

441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250TQZ095T 清障车

442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530TQZ095DZ 清障车

443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华美牌 LHM5252TCJ80 测井车

444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华美牌 LHM5258TCJ901 测井车

445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华美牌 LHM5311TCJ100 测井车

446
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

限公司
圣达因牌 SDY5130XDY 电源车

447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060GXFSG20 水罐消防车

44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00GXFSG40/F2 水罐消防车

44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21JGKD5 高空作业车

45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21TXFJY120/F1 抢险救援消防车

45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61GXFAP50/F1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 19 -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45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71JXFDG32/K3 登高平台消防车

45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72GXFAP50/F2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454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73GXFAP50/F3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45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80JXFDG32/K2 登高平台消防车

456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81GXFAP50/F5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457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90GXFSG80/F2 水罐消防车

45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191GXFPM80/F2 泡沫消防车

45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202GXFPM80/G2 泡沫消防车

46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280GXFPM120/G2 泡沫消防车

46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297JXFYT32/M2 云梯消防车

46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03JXFYT53/M3 云梯消防车

46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4TFCTB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464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5JXFJP19/C1 举高喷射消防车

46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6JXFYT60 云梯消防车

466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7JXFYT60/C1 云梯消防车

467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8JXFDG34/M3 登高平台消防车

46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9JXFJP19/C3 举高喷射消防车

46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21JXFJP25/C2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24JXFDG34/M2 登高平台消防车

47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27JXFJP20/C2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28JXFJP32/C1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29JXFJP42/C1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4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4JXFJP32/C4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5JXFDG54/K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76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6JXFJP42/C3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7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7JXFDG54/K3 登高平台消防车

47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8JXFJP35/C1 举高喷射消防车

47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9JXFDG34/G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8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70GXFPM180/F1 泡沫消防车

48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02GXFSG230/F1 水罐消防车

48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03GXFPM230/F1 泡沫消防车

48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12JXFJP20/C1 举高喷射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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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13JXFJP20/C4 举高喷射消防车

48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20GXFPM250/F2 泡沫消防车

486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21GXFSG250/F2 水罐消防车

487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21JXFJP62/S1 举高喷射消防车

48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23JXFDG54/M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8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24JXFJP62/G1 举高喷射消防车

49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25JXFDG45/G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9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31JXFJP62/S2 举高喷射消防车

492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32JXFJP72/S5 举高喷射消防车

493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35JXFDG54/G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94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493JXFJP72/S3 举高喷射消防车

49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500JXFDG72/M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96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510JXFDG88/C1 登高平台消防车

497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550JQZ460 全地面起重机

49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551JQZ200 全地面起重机

49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552JQZ180 全地面起重机

50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555JQZ180 全地面起重机

501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231THBZ 混凝土泵车

502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232THBZ 混凝土泵车

503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233THBZ 混凝土泵车

504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270THBZ 混凝土泵车

505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340THBZ 混凝土泵车

506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350THBB 混凝土泵车

507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350THBZ 混凝土泵车

508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351THBZ 混凝土泵车

509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353THBZ 混凝土泵车

510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0THBB1 混凝土泵车

511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0THBS 混凝土泵车

512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0THBZ 混凝土泵车

513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1THBB 混凝土泵车

514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1THBZ 混凝土泵车

515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3THBB 混凝土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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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3THBZ1 混凝土泵车

517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45THBZ 混凝土泵车

518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51THBZ 混凝土泵车

519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451THBZ1 混凝土泵车

520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540THBZ 混凝土泵车

521 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S5541THBZ 混凝土泵车

522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040XXHS6 救险车

523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070TSLD6 扫路车

524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070TSLQ6 扫路车

525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20TSLD6 扫路车

526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20TXSD6 洗扫车

527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60TXSD6 洗扫车

528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61TXSD6 洗扫车

529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80TCXD6 除雪车

530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80TXSSA6 洗扫车

531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80TXSZ6 洗扫车

532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184TSLD6 扫路车

533 徐州徐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H5250TCXD6 除雪车

534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041JGKQ6 高空作业车

535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043JGKQ6 高空作业车

536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061JGKJ6 高空作业车

537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090JGKQ6 高空作业车

538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161JGKB6 高空作业车

539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180JQJZ6 桥梁检测车

540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313JQJF6 桥梁检测车

541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315JQJC6 桥梁检测车

542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315JQJZ6 桥梁检测车

543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320JQJC6 桥梁检测车

544
徐州恒兴金桥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
恒兴金桥牌 HXE5061TQX6 护栏抢修车

545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33JGKU6 高空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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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40XPDKJ6 配电车

547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68JGKQ51 高空作业车

548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70XGCJ6 工程车

549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71XDYH5 电源车

550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80XDYJ6 电源车

551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81XPDBJ6 配电车

552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90XDYQ6 电源车

553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07JGKQ6 高空作业车

554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08JGKQ6 高空作业车

555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20XDY 电源车

556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40TXGD6 线杆综合作业车

557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45XZMD6 照明车

558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51JGKD6 高空作业车

559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52XDYD6 电源车

560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72XDYD6 电源车

561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73XDYZ6 电源车

562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180XPDLD6 配电车

563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200TXGD6 线杆综合作业车

564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202XDYD6 电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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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211XDYQ6 电源车

566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213XDYZ6 电源车

567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
海伦哲牌 XHZ5251XDYQ6 电源车

568 徐工(辽宁)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FYS5250TCXD6 除雪车

569 徐工(辽宁)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牌 FYS5255TCXC6 除雪车

570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030GPSD6 绿化喷洒车

571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120GQXD6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572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160GPSD6 绿化喷洒车

573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162GPSD6 绿化喷洒车

574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163GPSD6 绿化喷洒车

575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180GPSL6 绿化喷洒车

576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180GPSS6 绿化喷洒车

577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250GPSZ6 绿化喷洒车

578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250GQXD6 清洗车

579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徐工牌 DXA5252GPSD6 绿化喷洒车

580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运牌 CGC5041TSDHDD33F 防役消毒洒水车

581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运牌 CGC5070GSSHDD33F 洒水车

582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运牌 CGC5080GSSHDF33F 洒水车

583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运牌 CGC5110GSSHDF35F 洒水车

584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运牌 CGC5110TSDHDF39F 防役消毒洒水车

585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运牌 CGC5180TSDHDF47F 防役消毒洒水车

586 成都新全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鑫驰牌 XQY5030TYHG6 路面养护车

587 成都新全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鑫驰牌 XQY5160GSSG6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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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成都新全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鑫驰牌 XQY5180GPSG6 绿化喷洒车

589 成都新全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鑫驰牌 XQY5250GSSG6 洒水车

590
扫地王(天津)专用车辆装备有

限公司
华环牌 TSW5180GPSB6 绿化喷洒车

591 扬州三源机械有限公司 三联牌 YSY5030TYHE6 路面养护车

592 扬州三源机械有限公司 三联牌 YSY5180GQXE6 清洗车

593 扬州三源机械有限公司 三联牌 YSY5250GSSE6 洒水车

594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女神牌 JB5043XXHQL6 救险车

595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女神牌 JB5070XXHQL6 救险车

596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女神牌 JB5110XXHQL6 救险车

597 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驫牌 YJW5030TYHE6 路面养护车

598 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驫牌 YJW5180GQXE6 清洗车

599 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驫牌 YJW5181TSLE6 扫路车

600 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驫牌 YJW5250GQXE6 清洗车

60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040TXFTZ1000/QSA 通信指挥消防车

60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070GXFSG20/WSA 水罐消防车

60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00GXFPM05/WSA 泡沫消防车

60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00GXFSG40/WSA 水罐消防车

60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02TXFGQ78/WSA 供气消防车

60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20GXFPM35/MEA 泡沫消防车

60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30TXFZM90/SDA 照明消防车

60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40TXFGQ123/WSA 供气消防车

60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40TXFGQ90/WSA 供气消防车

61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40TXFJY130/SDAa 抢险救援消防车

61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60TXFGQ123/BCA 供气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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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62GXFAP40/MEA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61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AP50/MEA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61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AP50/SDA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61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PM50/SDA 泡沫消防车

61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PM60/MEA 泡沫消防车

61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PM60/SDA 泡沫消防车

61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PM60/WSA 泡沫消防车

61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SG60/SDA 水罐消防车

62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0GXFSG60/WSA 水罐消防车

62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1GXFAP50/WSA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62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71GXFPM60/SDA 泡沫消防车

62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90GXFPM80/SDA 泡沫消防车

62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90TXFBP300/YDWSA泵浦消防车

62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190TXFBP400/SDA 泵浦消防车

62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01GXFPM80/STA 泡沫消防车

62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30TXFBP200/YDSDA泵浦消防车

62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31GXFPM80/RYA 泡沫消防车

62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31TXFBP200/YDBCA泵浦消防车

63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40GXFGF60/SDA 干粉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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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40GXFPM80/RYA 泡沫消防车

63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40TXFBP200/YDMEA泵浦消防车

63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40TXFBP200/YDSDA泵浦消防车

63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41GXFGF60/SDA 干粉消防车

63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50TXFBP300/YDSDA泵浦消防车

63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50TXFBP400/DZSDA泵浦消防车

63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0GXFGP90/MEA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63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0GXFPM120/SDA 泡沫消防车

63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0GXFSG120/SDA 水罐消防车

64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0TXFBP200/DXMEA泵浦消防车

64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0TXFBP200/DXSDA泵浦消防车

64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1GXFPM120/STA 泡沫消防车

64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1GXFPM120/WSA 泡沫消防车

64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71GXFSG120/STA 水罐消防车

64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80TXFBP400/YDMEA泵浦消防车

64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81GXFPM120/MEA 泡沫消防车

64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81GXFSG120/MEA 水罐消防车

64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290TXFDF25/WSA 水带敷设消防车

64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00TXFBP400/YDSDA泵浦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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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00TXFBP600/YDSDA泵浦消防车

65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00TXFDF25/MEA 水带敷设消防车

65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00TXFDF30/BCA 水带敷设消防车

65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01JXFJP18/STA 举高喷射消防车

65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01TXFDF30/SDA 水带敷设消防车

65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10GXFPM150/BCA 泡沫消防车

65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10GXFPM150/MEA 泡沫消防车

65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10TXFBP400/DZSDA泵浦消防车

65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20GXFPM150/SDA 泡沫消防车

65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20GXFSG150/SDA 水罐消防车

66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20TXFBP400/YDSDA泵浦消防车

66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20TXFBP500/YDSDA泵浦消防车

662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21TXFBP400/YDSDA泵浦消防车

663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40GXFPM10/SDA 泡沫消防车

664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40GXFPM10/SDB 泡沫消防车

665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72GXFPM180/MEA 泡沫消防车

666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75GXFPM180/BCA 泡沫消防车

667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76GXFPM180/BCA 泡沫消防车

668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80GXFPM100/SDA 泡沫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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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380GXFPM180/MEA 泡沫消防车

670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420GXFGY240/SDA 供液消防车

671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

公司
捷达消防牌 SJD5430GXFGY240/SDA 供液消防车

672 新乡市东风鑫达重工有限公司 丰汽牌 DXD5310THBGP5 混凝土泵车

673 新乡市东风鑫达重工有限公司 丰汽牌 DXD5356THBL 混凝土泵车

674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

公司
强国梦牌 JQ5255TFC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675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

公司
强国梦牌 JQ5318TFC02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676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

公司
强国梦牌 JQ5318TFCB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677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

公司
路路骏华牌 JQ5314TFCA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678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

公司
骏强牌 JQ5318TFC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679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

公司
骏强牌 JQ5318TFC01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680 新余博迅汽车有限公司 迅谊牌 XBX5030TSDF6 防役消毒洒水车

681 无锡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牌 TEG5030TYH6CC3 路面养护车

682 无锡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GQX6DF3 清洗车

683 无锡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牌 TEG5180TXS6DF3 洗扫车

684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光通牌 MX5040TXFTZ1000/JX 通信指挥消防车

685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光通牌 MX5170TXFGQ90 供气消防车

686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光通牌 MX5191GXFPM80 泡沫消防车

687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光通牌 MX5330JXFJP28/SS 举高喷射消防车

688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光通牌 MX5431GXFGY240 供液消防车

689 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 爱知牌 HYL5067JGKJ60 高空作业车

690 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 爱知牌 HYL5077JGKQ60 高空作业车

691 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 爱知牌 HYL5118JGK 高空作业车

692 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 爱知牌 HYL5118JGKZ60 高空作业车

693
松原市大庆油田汽车改装有限

公司
清泉牌 JY5350THS 混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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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 柳工牌 HDL5442THB 混凝土泵车

695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30TSDD6 防役消毒洒水车

696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30TYHD6 路面养护车

697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40TXSD6 洗扫车

698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70GPSA6 绿化喷洒车

699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70GQXD6 清洗车

700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80GQXA6 清洗车

701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80TSLJ6 扫路车

702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80TXSQ6 洗扫车

703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81TSLJ6 扫路车

704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81TSLQ6 扫路车

705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82GQXA6 护栏清洗车

706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090TXSD6 洗扫车

707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GQXC6 清洗车

708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GQXDNG6 清洗车

709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SLC6 扫路车

710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SLD6 扫路车

711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SLE6 扫路车

712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SLSNG6 扫路车

713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XSC6 洗扫车

714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XSD6 洗扫车

715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XSE6 洗扫车

716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0TXSSNG6 洗扫车

717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1GQXD6 清洗车

718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1TSLS6 扫路车

719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181TXSS6 洗扫车

720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250GQXSH6 清洗车

721 梁山通亚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通華牌 WTY5250GQXSHNG6 清洗车

722 武汉客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华中牌 WH5180XYL 医疗车

723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070GQXE6 清洗车

724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080GQXE6 清洗车

725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120GQXE6 清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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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121GQXE6 清洗车

727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160GQXE6 清洗车

728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160GSSE6 洒水车

729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180GQXE6 清洗车

730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250GSSE6 洒水车

731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060JGKJE6 高空作业车

732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061JGKJE6 高空作业车

733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070GSSEE6 洒水车

734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080GSSFE6 洒水车

735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160GSSEE6 洒水车

736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180TXSEE6 洗扫车

737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183GSSFE6 洒水车

738 武汉市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 金银湖牌 WFA5187GPSFE6 绿化喷洒车

739
武汉新光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新环牌 WX5080GQXVI 清洗车

740
武汉新光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新环牌 WX5123GQXVI 清洗车

741
武汉新光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新环牌 WX5182GQXVI 清洗车

742 武汉楷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楷迩牌 CEH5070GQX 清洗车

743 武汉楷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楷迩牌 CEH5120GQX 清洗车

744 武汉楷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楷迩牌 CEH5160XGC 工程车

745
武汉洁力环卫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
琴台牌 QT5075GQXE6 清洗车

746
武汉洁力环卫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
琴台牌 QT5120GQXDF6 清洗车

747
武汉洁力环卫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
琴台牌 QT5121GQXDF6 清洗车

748
武汉洁力环卫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
琴台牌 QT5180GQXD6 清洗车

749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040TQZ6 清障车

750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060TYH6 绿化综合养护车

751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061TYH6 绿化综合养护车

752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080TQZ6 清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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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081XGC6 交通锥收集工程车

754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120GQX6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755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160XGC6 交通锥收集工程车

756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161TQZ 清障车

757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190TQZ 清障车

758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311TQZ6 清障车

759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441TQZ6 清障车

760 江苏中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牌 JZZ5530TQZ6 清障车

761 江苏华东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华动牌 HDP5070XGC6 工程车

762 江苏华东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华动牌 HDP5251XDY6 电源车

763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040GQX 清洗车

764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070GQX 清洗车

765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071GQX 清洗车

766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082GQXQ 清洗车

767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13GQXZ 清洗车

768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20GQX 清洗车

769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40GQX 清洗车

770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60GQX 清洗车

771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80GQX 清洗车

772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80GXY 吸引压送车

773
江苏吉宏特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句龙牌 HAJ5181GQX 清洗车

774 江苏嘉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悍拓牌 JSH5040JGK 高空作业车

775
江苏威拓公路养护设备有限公

司
威拓瑞牌 WT5186GQX 清洗车

776 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安奇正牌 AQZ5190GXFPM80/H 泡沫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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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777
江苏安奇正特种车辆装备有限

公司
安奇正牌 AQZ5240GXFPM90/W 泡沫消防车

778 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 悦达牌 YD5184GSSEQE6 洒水车

779 江苏智屯达车载系统有限公司 智屯达牌 ZTD5071XXH6 救险车

780 江苏永康机械有限公司 金望牌 JYD5180TQZLDF6 清障车

781 江苏永康机械有限公司 金望牌 JYD5250TQZLZQ5 清障车

782 江苏银宝专用车有限公司 银宝牌 SYB5101TQXZZ6 垃圾桶清洗车

783 江苏银宝专用车有限公司 银宝牌 SYB5111TQXQL6 垃圾桶清洗车

784 江苏锡宇汽车有限公司 锡宇牌 WXQ5310TQZZ5 清障车

785 江苏鸿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智骏牌 NJH5045XDYEFC 电源车

786 江苏鸿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智骏牌 NJH5090XXH 救险车

787 江苏鸿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智骏牌 NJH5093XGC 工程车

788 江苏鸿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智骏牌 NJH5120XXH 救险车

789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江专宝铃牌 JX5043XDYXG26 电源车

790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有限公司 江铃牌 JX5064XDYXG26 电源车

791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

有限公司
江铃全顺牌 JSV5048XJCMLB26 检测车

792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

有限公司
江铃全顺牌 JSV5048XJEMKA26-H 监测车

793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

有限公司
红都牌 JSV5030XZHZA6-F 指挥车

794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

有限公司
红都牌 JSV5180XJCML6 检测车

795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

有限公司
红都牌 JSV5200XZHMV6 指挥车

796
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

司
晶马牌 JMV5070GXFSG20 水罐消防车

797
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

司
晶马牌 JMV5071GXFSG20 水罐消防车

798
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

司
晶马牌 JMV5100GXFSG35 水罐消防车

799
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

司
晶马牌 JMV5190GXFSG70 水罐消防车

800 江西江铃集团特种专用车有限江铃江特牌 JMT5045TQZXSGA2 清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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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801
江西江铃集团特种专用车有限

公司
江铃江特牌 JMT5071GSSXG2E6 洒水车

802
江西江铃集团特种专用车有限

公司
江铃江特牌 JMT5081GQXXK26 护栏清洗车

803
江西江铃集团特种专用车有限

公司
江铃江特牌 JMT5081TXSXG2E6 洗扫车

804
江西江铃集团特种专用车有限

公司
江铃江特牌 JMT5181GSSXP72FE6 洒水车

805
江西江铃集团特种专用车有限

公司
江铃江特牌 JMT5251GSSXP72ME6 洒水车

806 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瀚驰龙牌 MCL5060XXHG6 救险车

807 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瀚驰龙牌 MCL5120XXHE2 救险车

808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040XDYH6 电源车

809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060XDYH6 电源车

810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090XDYH6 电源车

811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100XDYH6 电源车

812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130XDYH6 电源车

813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250XDYH6 电源车

814 江西钧天机械有限公司 钧天牌 JKF5310XDYH6 电源车

815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凯帆牌 KFM5052JGK515Z 高空作业车

816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凯帆牌 KFM5067JGK515Z 高空作业车

817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凯帆牌 KFM5067JGK610C 高空作业车

818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凯帆牌 KFM5081JGK510Z 高空作业车

819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凯帆牌 KFM5163TQZ506S 清障车

820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凯帆牌 KFM5169TYHLC 路面养护车

821 沈阳德恒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环科德恒牌 LDH5030TYH 路面养护车

822 沈阳德恒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环科德恒牌 LDH5180TCXZZ 除雪车

823 沈阳德恒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环科德恒牌 LDH5181TCXCA 除雪车

824 沈阳德恒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环科德恒牌 LDH5250TCXSX 除雪车

825 沈阳德恒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环科德恒牌 LDH5255TCXZZ 除雪车

826 河北中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华盛源牌 JZR5310THBGP5 混凝土泵车

827 河北中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华盛源牌 JZR5440THBZZ 混凝土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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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河北凯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衡辉牌 SJQ5160GSSDFE6 洒水车

829
河北凯龙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凯诚龙牌 JKL5160GPSB6 绿化喷洒车

830 河北安旭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安旭牌 AX5041XDYFT6 电源车

831 河北安旭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安旭牌 AX5140TPSFT6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832
河北安鑫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盼科牌 AXH5080TXS6DFLN 洗扫车

833
河北安鑫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盼科牌 AXH5181GSS6LQLN 洒水车

834 河北极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极驰牌 JCP5030TYH 路面养护车

835 河北极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极驰牌 JCP5070GPSEQ6 绿化喷洒车

836 河北极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极驰牌 JCP5120TXSG6 洗扫车

837 河北极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极驰牌 JCP5180TWQL 道路污染清除车

838
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雷萨牌 BJ5350THB-XF 混凝土泵车

839 河南亿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斯威谱牌 NYX5207TQZZ 清障车

840 河南亿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斯威谱牌 NYX5317TQZZ 清障车

841 河南华茂骏捷车辆有限公司 华茂骏捷牌 LHC5031TYH 路面养护车

842 河南华茂骏捷车辆有限公司 华茂骏捷牌 LHC5184TSLDF6 扫路车

843 河南华路汽车有限公司 华路达牌 YHL5180TXSD6 洗扫车

844 河南德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鸿天牛牌 HTN5040XDYJL6 电源车

845 河南德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鸿天牛牌 HTN5040XDYQL6 电源车

846 河南德沃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鸿天牛牌 HTN5040XXHAL6 救险车

847 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森源牌 SMQ5161GQXDFE6 清洗车

848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040XDYEQ 电源车

849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041XDYQL 电源车

850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060XDYJX 电源车

851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070GSSEQ 洒水车

852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080XDYBJ 电源车

853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090XDYEQ 电源车

854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120XDYDF 电源车

855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160XDYDF 电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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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180XDYDF 电源车

857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181GSSDF 洒水车

858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210XDYDF 电源车

859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250XDYDF 电源车

860 河南红宇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红宇牌 HYZ5310XDYDF 电源车

861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路太牌 LTZ5030TYHE6 路面养护车

862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路太牌 LTZ5090GQXBEV 纯电动护栏清洗车

863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路太牌 LTZ5180TYH6DF 路面养护车

864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路太牌 LTZ5181TCX6DF 除雪车

865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路太牌 LTZ5250GQX6DF 清洗车

866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路太牌 LTZ5250TCX6CA 除雪车

867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120GQX 护栏清洗车

868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141TYHJ6 路面养护车

869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180GQX 清洗车

870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180TXQ 墙面清洗车

871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182TXQ 墙面清洗车

872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250TXQ 墙面清洗车

873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251TFCS6 稀浆封层车

874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254TFC 稀浆封层车

875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255TFCS6 同步碎石封层车

876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312TFCS6 稀浆封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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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313TFCS6 稀浆封层车

878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5319TFCZT 同步碎石封层车

879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圣工牌 HGY9405TFC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半

挂车

880 济南中鲁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双达牌 ZLQ5120TXSGF6 洗扫车

881 济南豪瑞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圆易牌 JHL5080GSSF 洒水车

882 济南豪瑞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圆易牌 JHL5080TXSF 洗扫车

883 济南豪瑞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圆易牌 JHL5180GSSF 洒水车

884 济南豪瑞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圆易牌 JHL5180TXSF 洗扫车

885 济南豪瑞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圆易牌 JHL5184GSSF 洒水车

886 济宁四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鲁鹰牌 SST5041JGKJL 高空作业车

887
浙江万疆兴驰专用车辆有限公

司
匠兴牌 ZWJ5080XGCQLE1 工程车

888 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宝裕牌 ZBJ5030TYHC 路面养护车

889 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宝裕牌 ZBJ5120GSSC 洒水车

890 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宝裕牌 ZBJ5180GQXC 清洗车

891 浙江宝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宝裕牌 ZBJ5180GSSC 洒水车

892
浙江筑马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筑马牌 ZZM5140GQXE6 清洗车

893
浙江筑马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筑马牌 ZZM5140GQXGM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894
浙江筑马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筑马牌 ZZM5250JQJG6 桥梁检测车

895
浙江筑马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筑马牌 ZZM5251TFC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896
浙江筑马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筑马牌 ZZM5310JQJG6 桥梁检测车

897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120TSL 扫路车

898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140TYHZ 路面养护车

899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141TYHZ 路面养护车

900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浙通牌 LMT5180TYHZ 路面养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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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901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181TYHZ 路面养护车

902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1TCX-H 除雪车

903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1TFSB 粉料撒布车

904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5TYHBSX 路面养护车

905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6TFCT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06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6TFCT-H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07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6TFCT-S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08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6TFCX 稀浆封层车

909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6TFCX-H 稀浆封层车

910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256TFCX-S 稀浆封层车

911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5TFCT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2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5TFCTP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3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T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4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T-H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5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T-S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6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TP-H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7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TP-S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918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X 稀浆封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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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X-H 稀浆封层车

920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浙通牌 LMT5316TFCX-S 稀浆封层车

921 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飞碟牌 FD5161GPSP63K6-1 绿化喷洒车

922
海城市和隆兆帕科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和隆兆帕牌 LZP5032JGK 高空作业车

923
海城市和隆兆帕科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和隆兆帕牌 LZP5120JGK 高空作业车

924
海城市和隆兆帕科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和隆兆帕牌 LZP5140JGK 高空作业车

925
海城市和隆兆帕科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和隆兆帕牌 LZP5141JGK 高空作业车

926
海城市和隆兆帕科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和隆兆帕牌 LZP5165XDY 电源车

927
海城市和隆兆帕科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
和隆兆帕牌 LZP5200JGK 高空作业车

928 海沃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海沃牌 HWJ5031TYHSHE6 路面养护车

929 海沃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海沃牌 HWJ5082TSLJXE6 扫路车

930 海沃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海沃牌 HWJ5181TXSDFE6 洗扫车

931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100GXFPM35/Q 泡沫消防车

932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100GXFSG35/Q 水罐消防车

933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160GXFAP50/M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934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170GXFAP50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935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00GXFGP80/H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936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00GXFPM80/H 泡沫消防车

937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00GXFSG80/H 水罐消防车

938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00TXFBP400/YDZ 泵浦消防车

939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润泰牌 RT5250TXFBP400/DX 泵浦消防车



- 39 -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司

940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60GXFWP60/H 涡喷消防车

941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70GXFGP100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942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80GXFPM120/H 泡沫消防车

943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280GXFSG120/H 水罐消防车

944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

司
润泰牌 RT5340TXFDF30/TFS 水带敷设消防车

945 淮安市苏通市政机械有限公司 苏通牌 HAC5140XXH6 救险车

946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075GQXSH6 清洗车

947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25GQXS6 清洗车

948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25GQXSH6 清洗车

949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60GPSSH6 绿化喷洒车

950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65GQXSH6 清洗车

951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80GPSSH6 绿化喷洒车

952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80GQXS6 清洗车

953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80TXSS6 洗扫车

954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85GQXS6 清洗车

955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185GQXSH6 清洗车

956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250GQXS6 清洗车

957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EQ5255GQXS6 清洗车

958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SE5030TYH6 路面养护车

959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SE5070TXS6 洗扫车

960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071TSLE6 扫路车

961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075GPS6 绿化喷洒车

962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20TXSEC6 洗扫车

963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60GPSCA6 绿化喷洒车

964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63GPSCA6 绿化喷洒车

965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80GPSCA6 绿化喷洒车

966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81TXSD6 洗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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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83GPSEZ6 绿化喷洒车

968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188GQXH6 清洗车

969 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专致牌 YZZ5230THBSZ5D 混凝土泵车

970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070GXFSG20/A 水罐消防车

971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070GXFSG20/B 水罐消防车

972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070GXFSG20/DVIA 水罐消防车

973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070GXFSG20/WVIA 水罐消防车

974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00GXFPM30/V 泡沫消防车

975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00GXFSG30/V 水罐消防车

976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10GXFPM35 泡沫消防车

977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10GXFPM35/DVIA 泡沫消防车

978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40TXFBP220/DX 泵浦消防车

979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50GXFAP40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980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50TXFDF10 水带敷设消防车

981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60TXFGQ80 供气消防车

982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61GXFSG60/T 水罐消防车

983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71GXFAP60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984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180GXFSG60 水罐消防车

985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00GXFPM80 泡沫消防车

986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00GXFSG80 水罐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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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00TXFBP220/YDXZ 泵浦消防车

988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10TXFXX30 洗消消防车

989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40TXFBP220/DX 泵浦消防车

990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80GXFPM120 泡沫消防车

991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80TXFBP400/YDXZ 泵浦消防车

992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81GXFGY70 供液消防车

993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290TXFBP200/DX-VI泵浦消防车

994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300TXFDF20/SVIA 水带敷设消防车

995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320GXFGY70 供液消防车

996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320GXFPM160 泡沫消防车

997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320GXFSG160 水罐消防车

998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320JXFJP18/V 举高喷射消防车

999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380GXFPM180/B 泡沫消防车

1000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10GXFPM230 泡沫消防车

1001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10GXFPM230/B 泡沫消防车

1002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10GXFSG230 水罐消防车

1003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10GXFSG230/B 水罐消防车

1004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30GXFPM250 泡沫消防车

1005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30GXFSG250 水罐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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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云鹤牌 WHG5431GXFSG250 水罐消防车

1007 湖北东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同锐通牌 CAA5080GQXX6 清洗车

1008 湖北东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同锐通牌 CAA5120GPSE6 绿化喷洒车

1009 湖北东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同锐通牌 CAA5120TXSC6 洗扫车

1010 湖北东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同锐通牌 CAA5160GPSE6 绿化喷洒车

1011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60GPSB6 绿化喷洒车

1012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60GPSD6 绿化喷洒车

1013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60GPSEQ6 绿化喷洒车

1014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66GPS6 绿化喷洒车

1015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66GPSD6 绿化喷洒车

1016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80GPSB6 绿化喷洒车

1017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80GPSD6 绿化喷洒车

1018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180TQZZ6 清障车

1019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250GPSE6 绿化喷洒车

1020 湖北中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韵牌 EZW5310GPSD6 绿化喷洒车

1021
湖北中油科昊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科昊牌 KHZ5340THS 混砂车

1022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36TYHQC 路面养护车

1023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45GQXEQ6 清洗车

1024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45JGKEQ6 高空作业车

1025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45TSLEQ6 扫路车

1026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45XXHJX6 救险车

1027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60JGKJX6 高空作业车

1028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70GPSQL6 绿化喷洒车

1029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75GQXEQ6 清洗车

1030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75TSLEQ6 扫路车

1031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76GPSEQ6 绿化喷洒车

1032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80TXSEQ6 洗扫车

1033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81JGKEQ6 高空作业车

1034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83JGKJX6 高空作业车

1035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83TXSJX6 洗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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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086TXSBJ6 洗扫车

1037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25GSSE6 洒水车

1038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25TSLEQ6 扫路车

1039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62GPSEQ6 绿化喷洒车

1040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80TCXDFH6 除雪车

1041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80TQZZZ6 清障车

1042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82GPSCA6 绿化喷洒车

1043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82TXSDF6 洗扫车

1044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通牌 HCQ5189TXSZZ6 洗扫车

1045
湖北人杰特种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
世技卡特牌 XCL5180XXHZZ6 救险车

1046
湖北人杰特种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
世技卡特牌 XCL5181XXHL6 救险车

1047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080GQXE6 清洗车

1048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080GSSE6 洒水车

1049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120GSSE6 洒水车

1050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160GPSCA6 绿化喷洒车

1051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160GSSCA6 洒水车

1052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160GSSE6 洒水车

1053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180GPSCA6 绿化喷洒车

1054 湖北俊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多士星牌 JHW5180GSSCA6 洒水车

1055 湖北先行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先行科技牌 XXP5081JCCQ6 车载叉车

1056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070GPSJ6 绿化喷洒车

1057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070GPSZ6 绿化喷洒车

1058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070GQXE6 清洗车

1059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160GPSE6 绿化喷洒车

1060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161GSSE6 洒水车

1061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163GPSE6 绿化喷洒车

1062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180GSSB6 洒水车

1063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182GPSE6 绿化喷洒车

1064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240GPSB6 绿化喷洒车

1065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250GPSE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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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力风牌 KLF5250GPSZ6 绿化喷洒车

1067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041TYH6EQ 路面养护车

1068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070TXS6DF 洗扫车

1069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070XJX6QLJX 检修车

1070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080XDY6QL 电源车

1071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090XDY6EQ 电源车

1072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110XDY6QL 电源车

1073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120TSL6EQ 扫路车

1074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中汽力威牌 HLW5183XDY6DF 电源车

1075 湖北华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专一牌 EHY5041JGKE 高空作业车

1076 湖北华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专一牌 EHY5200THB 混凝土泵车

1077 湖北合力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神狐牌 HLQ5070GPSZ6 绿化喷洒车

1078 湖北合力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神狐牌 HLQ5250GPSZ6 绿化喷洒车

1079 湖北合力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神狐牌 HLQ5310GPSD6 绿化喷洒车

1080 湖北合力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神狐牌 HLQ5440TQZ6 清障车

1081 湖北同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专威牌 HTW5250TQZTZ6 清障车

1082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070XDYQL6 电源车

1083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160GPSGF6 绿化喷洒车

1084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160TCJ 测井车

1085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161GPSQ6 绿化喷洒车

1086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250GPSGF6 绿化喷洒车

1087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250TCJ 测井车

1088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250XDYDF6 电源车

1089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072GPSLY6 绿化喷洒车

1090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20GPSLY6 绿化喷洒车

1091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0GPSLZ6 绿化喷洒车

1092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0GPSXC6 绿化喷洒车

1093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0GSSCLZ6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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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0GSSZJ6 洒水车

1095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0TSDWQ6 防役消毒洒水车

1096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1GPSLZ6 绿化喷洒车

1097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1GSSXC6 洒水车

1098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2GPSXC6 绿化喷洒车

1099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63GSSLZ6 洒水车

1100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80GPSXK6 绿化喷洒车

1101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81GPSXC6 绿化喷洒车

1102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82GPSCLZ6 绿化喷洒车

1103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83GSSLZ6 洒水车

1104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185GPSWW6 绿化喷洒车

1105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大力牌 DLQ5250GPSXC6 绿化喷洒车

1106 湖北天威汽车有限公司 天威缘牌 TWY5080GPSX6 绿化喷洒车

1107 湖北天威汽车有限公司 天威缘牌 TWY5161GPSB6 绿化喷洒车

1108 湖北天威汽车有限公司 天威缘牌 TWY5182GPSB6 绿化喷洒车

1109 湖北天威汽车有限公司 天威缘牌 TWY5250GPSX6 绿化喷洒车

1110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040GQXE6 护栏清洗车

1111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040TSLC6 扫路车

1112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040TYHE6 路面养护车

1113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071GQXE6 清洗车

1114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120GPSE6 绿化喷洒车

1115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160GQXE6 清洗车

1116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162GPSB6 绿化喷洒车

1117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163GPSE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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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200TQZZ5 清障车

1119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030TQZL5 清障车

1120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030XDY6A 电源车

1121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040TQZL6A 清障车

1122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041TQZL5 清障车

1123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042TQZL5 清障车

1124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071TQZL5 清障车

1125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120TQZL5 清障车

1126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160TQZL5 清障车

1127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180TQZL5 清障车

1128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180TQZL6A 清障车

1129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181TQZL6A 清障车

1130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00TQZL5 清障车

1131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00TQZL6A 清障车

1132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01TQZL5 清障车

1133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50TQZL5 清障车

1134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51TQZL15 清障车

1135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51TQZL25 清障车

1136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251TQZL5 清障车

1137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310TQZL5 清障车

1138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340TQZL6A 清障车

1139 湖北帕菲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帕菲特牌 PFT5430TQZX5 清障车

1140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110TSDCG6 防役消毒洒水车

1141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120GPSE6 绿化喷洒车

1142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160GPSD6 绿化喷洒车

1143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181GPSD6 绿化喷洒车

1144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184GPSB6 绿化喷洒车

1145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185GPSD6 绿化喷洒车

1146 湖北帝成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帝王环卫牌 HDW5250GPSD6 绿化喷洒车

1147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040GSS6CA 洒水车

1148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040XXD6NJ 消毒车

1149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070GSS6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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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070GSS6CA 洒水车

1151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0GPS6BJH 绿化喷洒车

1152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0GPS6DL 绿化喷洒车

1153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0GPS6E 绿化喷洒车

1154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0GSS6GL 洒水车

1155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0GSS6GP 洒水车

1156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1GPSE6 绿化喷洒车

1157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1GSSE6 洒水车

1158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65GSS6E 洒水车

1159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PS6 绿化喷洒车

1160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PS6CA 绿化喷洒车

1161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PS6D 绿化喷洒车

1162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PS6E 绿化喷洒车

1163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PS6GP 绿化喷洒车

1164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SS6 洒水车

1165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SS6CA 洒水车

1166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SS6D 洒水车

1167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SS6E 洒水车

1168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0GSS6GP 洒水车

1169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182GPSE6 绿化喷洒车

1170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250GPS6D 绿化喷洒车

1171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250GPS6E 绿化喷洒车

1172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250GPS6GP 绿化喷洒车

1173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250GPS6ZZ 绿化喷洒车

1174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250TFC6ZZ 同步碎石封层车

1175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070GQXE6 护栏清洗车

1176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070TXSE6 洗扫车

1177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100GXFPM30/Q6 泡沫消防车

1178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121GPSG6 绿化喷洒车

1179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150XJSZ6 净水车

1180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190GXFPM80/H6 泡沫消防车

1181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新东日牌 YZR5240TFCBJ6 同步碎石封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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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032TSL6 扫路车

1183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040JGK6QL 高空作业车

1184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061JGK6 高空作业车

1185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070GSS6 洒水车

1186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63GPS6 绿化喷洒车

1187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80GPS6 绿化喷洒车

1188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80GSS6 洒水车

1189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82GSS6 洒水车

1190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82TSD6 防役消毒洒水车

1191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83TXS6NG 洗扫车

1192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185TXS6 洗扫车

1193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240GPS6 绿化喷洒车

1194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255GPS6 绿化喷洒车

1195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255TYH6 绿化综合养护车

1196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洁牌 XZL5257GPS6 绿化喷洒车

1197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045TYHE 路面养护车

1198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160GPSCA 绿化喷洒车

1199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160GPSLZ 绿化喷洒车

1200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162GPSE 绿化喷洒车

1201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180GPSD 绿化喷洒车

1202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180GPSENJ 绿化喷洒车

1203 湖北旺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旺龙威牌 WLW5183GPSD 绿化喷洒车

1204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040JGK6E15S 高空作业车

1205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041TBA6J30 搬家作业车

1206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071GPSJH6 绿化喷洒车

1207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50GXFSG50/E6 水罐消防车

1208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61GQXEZ6 护栏清洗车

1209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80GQX6BJ 清洗车

1210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80TCXD6 除雪车

1211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80TQZD6 清障车

1212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80TXSZ6 洗扫车

1213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182TSL6JF 扫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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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219TQZS6 清障车

1215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255GQX6DF 高压清洗车

1216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310GQX6DF 清洗车

1217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419TQZST6 清障车

121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30GXFPW0.4/S6 水雾消防车

121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30TYHE6 路面养护车

122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40JGK21Q6S 高空作业车

122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40JGK24C6S 高空作业车

1222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40JGK24E6S 高空作业车

1223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40JGK24JX6S 高空作业车

1224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40JGKE6 高空作业车

1225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40JGKJ6S 高空作业车

122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60GXFSG15/J6 水罐消防车

122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60JGK14J5S 高空作业车

122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60JGK14Q6 高空作业车

122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60JGK16E6 高空作业车

123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65GXFSG15/A 水罐消防车

123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GPSE6 绿化喷洒车

1232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GQXE6 护栏清洗车

1233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GQXJ6 护栏清洗车

1234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江特牌 JDF5070GQXQ6 护栏清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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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235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GSSE6 洒水车

123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JGK20Q6S 高空作业车

123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TSLE6 扫路车

123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TSLJ6 扫路车

123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TXSE6 洗扫车

124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0TXSJ6 洗扫车

124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1GSSE6 洒水车

1242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71GXFPM20/Q6 泡沫消防车

1243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80JGK18E6 高空作业车

1244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80JGK32Q6S 高空作业车

1245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80TXSJ6 洗扫车

124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90GSSB6 洒水车

124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090JGKQ6S 高空作业车

124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00GXFSG30/Q 水罐消防车

124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00JGK20E5 高空作业车

125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01GXFSG30 水罐消防车

125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10JGK22E6 高空作业车

1252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10JGK24E6 高空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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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10TXSCG6 洗扫车

1254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20GPSE6 绿化喷洒车

1255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20GSSD6 洒水车

125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20GSSE6 洒水车

125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40GSSD6 洒水车

125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40GXFPM55/E6 泡沫消防车

125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60GSSDFV6 洒水车

126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60GSSE6 洒水车

126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60GSSSZ6 洒水车

1262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61GSSDFV6 洒水车

1263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GPSD6 绿化喷洒车

1264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GPSDFV6 绿化喷洒车

1265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GPSSZ6 绿化喷洒车

126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GQXDFH6 清洗车

126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GSSDFH6 洒水车

126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GSSE6 洒水车

126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TQZZ6 清障车

127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TXSC6 洗扫车

127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TXSDFH6 洗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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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TXSEQ6 洗扫车

1273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0TXSZ6 洗扫车

1274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1TQZC6 清障车

1275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181TXSDFH6 洗扫车

127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220TXFPY150 排烟消防车

1277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250GSSD6 洒水车

1278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250TQZZ5 清障车

1279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280GXFPM130/C5 泡沫消防车

1280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320JXFJP18/Z6 举高喷射消防车

1281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

司
江特牌 JDF5380GXFAP200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1282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030TSLL6 扫路车

1283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045GPSEL6 绿化喷洒车

1284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070GSS 洒水车

1285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070TSLL6 扫路车

1286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080GQXL6 清洗车

1287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080TSLL6 扫路车

1288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20TSLL6 扫路车

1289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20TXSHG 洗扫车

1290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21GPSL6 绿化喷洒车

1291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0GPSCL6 绿化喷洒车

1292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0GPSL6 绿化喷洒车

1293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1GPSL6 绿化喷洒车

1294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2GSSL6 洒水车

1295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3GPSL6 绿化喷洒车

1296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5GPSL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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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6GPSL6 绿化喷洒车

1298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68GPSL6 绿化喷洒车

1299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0GPSBL6 绿化喷洒车

1300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0GPSCL6 绿化喷洒车

1301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0GSSL6 洒水车

1302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0GSSTL6 洒水车

1303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1GPSEL6 绿化喷洒车

1304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3GSSL6 洒水车

1305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5GPSBL6 绿化喷洒车

1306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5GPSXL6 绿化喷洒车

1307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7GSSZ6 洒水车

1308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188TXSHG 洗扫车

1309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250GPSL6 绿化喷洒车

1310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250GPSZL6 绿化喷洒车

1311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258GPSDL6 绿化喷洒车

1312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牌 HTX5316GSSL6 洒水车

1313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030GPSSQR6 绿化喷洒车

1314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030JGKEQ6 高空作业车

1315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040JGKEQDC6 高空作业车

1316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044JGK13HFC6 高空作业车

1317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047JGKJX 高空作业车

1318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072GPSHFC6 绿化喷洒车

1319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111JGK25EQ6 高空作业车

1320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121JGKJHDFH6 高空作业车

1321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122GPSHFC6 绿化喷洒车

1322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187TQZSX6 清障车

1323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310TQZZ5 清障车

1324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知星牌 SCS5430TQZZZE1 清障车

1325 湖北瑞力汽车有限公司 瑞力星牌 RLQ5161GPSE6 绿化喷洒车

1326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070TSLEQ6 扫路车

1327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071TSLBJ6 扫路车

1328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078GPSZZ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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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120TXSEQ6 洗扫车

1330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122GSSEQ6 洒水车

1331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168GPSBJ6 绿化喷洒车

1332 湖北盈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纵昂牌 CLT5180GQXDF6 清洗车

1333 湖北省消防器材厂 汉江牌 HXF5070GXFSG20/DFⅥ 水罐消防车

1334 湖北省消防器材厂 汉江牌 HXF5100GXFPM35/QLVI 泡沫消防车

1335 湖北省消防器材厂 汉江牌 HXF5100GXFSG35/QLVI 水罐消防车

1336 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百重工牌 ABC5042TSDE6 防役消毒洒水车

1337 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百重工牌 ABC5070TSLE6 扫路车

1338 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百重工牌 ABC5072TSDE6 防役消毒洒水车

1339 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百重工牌 ABC5180GSSE6 洒水车

1340 湖北神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百重工牌 ABC5180TXSD6 洗扫车

1341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040TSLB 扫路车

1342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070GPSB 绿化喷洒车

1343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070TSLE6 扫路车

1344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20GPSE 绿化喷洒车

1345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62GPSE 绿化喷洒车

1346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65GPSE 绿化喷洒车

1347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66GPSE 绿化喷洒车

1348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80GPSCA 绿化喷洒车

1349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80GPSE 绿化喷洒车

1350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80TXSD 洗扫车

1351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181TXSE 洗扫车

1352 湖北神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神绿通牌 SLV5250GPSE 绿化喷洒车

1353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040TYHE6 路面养护车

1354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046JGKJ6 高空作业车

1355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047JGKJ6 高空作业车

1356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080JGKQ6 高空作业车

1357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聚尘王牌 HNY5090JGKE6 高空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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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358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125TXSE6 洗扫车

1359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160GPSC6 绿化喷洒车

1360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160XDYD6 电源车

1361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180GPSC6 绿化喷洒车

1362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聚尘王牌 HNY5182GPSD6 绿化喷洒车

1363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0JGKJX6 高空作业车

1364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0TBAJX6 搬家作业车

1365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1JGKJX6 高空作业车

1366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3JGKEQ6 高空作业车

1367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5GQXE6 清洗车

1368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5XXHE6 救险车

1369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47GQXZ6 清洗车

1370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75GPSE6 绿化喷洒车

1371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75GQXE6 清洗车

1372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075GSSE6 洒水车

1373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20GPSE6 绿化喷洒车

1374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60GPSB6 绿化喷洒车

1375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60GPSE6 绿化喷洒车

1376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65GPSD6 绿化喷洒车

1377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80GPSCA6 绿化喷洒车

1378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80TXSDF6 洗扫车

1379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85GPSD6 绿化喷洒车

1380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86GPSB6 绿化喷洒车

1381 湖北舜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舜德牌 SDS5187TXSZ6 洗扫车

1382 湖南万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万征牌 WZP5180THBBJ6 混凝土泵车

1383 湖南万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万征牌 WZP5340THB 混凝土泵车

1384 湖南万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万征牌 WZP5340THBQL6 混凝土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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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 湖南万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万征牌 WZP5440THBQL6 混凝土泵车

1386
湖南响箭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响箭牌 XXJ5250THB 混凝土泵车

1387
湖南响箭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响箭牌 XXJ5300THB 混凝土泵车

1388 湖南天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安稳号牌 TYM5040XJCIV6 检测车

1389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230THB 混凝土泵车

1390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236THB 混凝土泵车

1391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350THB 混凝土泵车

1392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440THB 混凝土泵车

1393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441THB 混凝土泵车

1394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442THB 混凝土泵车

1395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545THB 混凝土泵车

1396 湖南慧盟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慧盟牌 HMG5546THB 混凝土泵车

1397
湖南新永利交通科工贸有限公

司
永利科工牌 NLY5180TXS6CA 洗扫车

1398
湖南新永利交通科工贸有限公

司
永利科工牌 NLY5256TFCA 稀浆封层车

1399 湖南星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P5540THBZZ6 混凝土泵车

1400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030TSL6CA 扫路车

1401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030TYH6CA 路面养护车

1402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080GQX6FT 护栏清洗车

1403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080TXS6FT 洗扫车

1404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120TXS6EQ 洗扫车

1405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160GSS6EQ 洒水车

1406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180GSS6DF 洒水车

1407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180TXS6DF 洗扫车

1408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181TXS6DF 洗扫车

1409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250TXQ6DF 墙面清洗车

1410 湖南星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星通牌 XTV5311JQJ6JF 桥梁检测车

1411
湖南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星邦牌 HXB5082JGK 高空作业车

1412 湖南衡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衡山牌 HSZ5136XWT 舞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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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湖南鹏翔星通汽车有限公司 鹏翔星通牌 PXT5220THB 混凝土泵车

1414 湖南鹏翔星通汽车有限公司 鹏翔星通牌 PXT5420THB 混凝土泵车

1415
溧阳二十八所系统装备有限公

司
中驰威牌 CEV5050XTXEC 通信车

1416
漳州科晖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科晖牌 FKH5070TXSQL6 洗扫车

1417
漳州科晖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科晖牌 FKH5110TXSQL6 洗扫车

1418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080TSLHFE6 扫路车

1419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40TXSDFE6 洗扫车

1420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0GQXSXBEV 纯电动清洗车

1421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0TSLDFE6 扫路车

1422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0TWQSXE6 道路污染清除车

1423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0TXSDFE6 洗扫车

1424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0TXSSXBEV 纯电动洗扫车

1425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1GQXDFE6 清洗车

1426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1TSLDFE6 扫路车

1427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1TXSDFE6 洗扫车

1428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2TXSZZE6 洗扫车

1429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183TXSZZE6 洗扫车

1430 潍柴(扬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金鸽牌 YZT5252GQXDFE6 清洗车

1431 烟台海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牌 CHD5180GQXJFE6 清洗车

1432
牡丹江森田特种车辆改装有限

责任公司
振翔牌 MG5110GXFSG50/L5 水罐消防车

1433
环创(龙岩)特种车制造有限公

司
环创牌 HCF5180TXS6DF 洗扫车

1434
环创(龙岩)特种车制造有限公

司
环创牌 HCF5180TXSEQBEV 纯电动洗扫车

1435 珠海广通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宇舟牌 GTK5040XJSY0 净水车

1436 珠海鹏宇汽车有限公司 宇舟牌 GPY5040XXHT-WDS 救险车

1437 甘肃天恩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兰山牌 GTE5150TGL6 锅炉车

1438 甘肃建投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漠牌 GSK5030TYHC6 路面养护车

1439 甘肃建投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漠牌 GSK5070GQXQ6 护栏清洗车

1440 甘肃建投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漠牌 GSK5080GSSJ6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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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甘肃建投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漠牌 GSK5250GSSD6 洒水车

1442 益阳瀚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瀚鑫牌 HXY5140GPSCAE6 绿化喷洒车

1443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070GPSD6 绿化喷洒车

1444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180GPSD6 绿化喷洒车

1445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180GQXD6 清洗车

1446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180TXSD6 洗扫车

1447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180TXSZ6 洗扫车

1448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250GPSZ6 绿化喷洒车

1449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250GPSZ6NG 绿化喷洒车

1450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石煤牌 SMJ5250GQXJ6 清洗车

1451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150TPS61Z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452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150TPS72Z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453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150TPS82E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454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180TPS62Z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455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210TGP50Q 远程供排水抢险车

1456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220TGP91Z 远程供排水抢险车

1457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吸水牌 FLG5230TGP51Q 远程供排水抢险车

1458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龙鹰牌 FLG5100TPS35Q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459 福建海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海山飓风牌 FHS5180TWQZBEV
纯电动道路污染清除

车

1460 福建海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海山飓风牌 FHS5180TWQZE6NG 道路污染清除车

1461 福建海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海山飓风牌 FHS5250TWQZE6NG 道路污染清除车

1462 福建海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海山飓风牌 FHS5251TWQZE6 道路污染清除车

1463
福建省鑫港路通车辆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双亚龙牌 FYL5110TZQWSL6 枝桠切片车

1464
福建省鑫港路通车辆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双亚龙牌 FYL5140XXH 救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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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
福建省鑫港路通车辆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双亚龙牌 FYL5160TZQZ5 枝桠切片车

1466
福建省鑫港路通车辆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双亚龙牌 FYL5160XXHDF6 救险车

1467
福建省鑫港路通车辆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双亚龙牌 FYL5180TPSJNZ6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468
福建省鑫港路通车辆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双亚龙牌 FYL5180TZQDF6 枝桠切片车

1469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福龙马牌 FLM5040TYHJQ6 路面养护车

1470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福龙马牌 FLM5080TQXJL6 垃圾桶清洗车

1471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福龙马牌 FLM5180GQXDF6X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1472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福龙马牌 FLM5180GQXDG6 清洗车

1473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福龙马牌 FLM5186TXSDF6S 洗扫车

1474
秦皇岛市思嘉特专用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思嘉特牌 SJT5140TFC-G6 稀浆封层车

1475
秦皇岛市思嘉特专用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思嘉特牌 SJT5180TFC-KH 同步碎石封层车

147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20TYHS6 路面养护车

147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20TYHSQ6 路面养护车

147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21TYHSC6 路面养护车

147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0TSL6HL 扫路车

148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0TSLS6 扫路车

148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0TYH6SL 路面养护车

148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0TYHD5 路面养护车

148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0TYHD6 路面养护车

148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0TYHS6 路面养护车

148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1TYH6SL 路面养护车

148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34TYHE6 路面养护车

148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0GSS6ZS 洒水车

148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0TQZH6 清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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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0XDYJ6 电源车

149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0XJXH6 检修车

149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0XXHN6 救险车

149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1JGKD5 高空作业车

149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1XXH6 救险车

149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3JGKJ5 高空作业车

149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6JGKJ6 高空作业车

149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8JGK6HX 高空作业车

149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50JGKJ5 高空作业车

149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60XDYJ5 电源车

149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60XDYJ6 电源车

150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60XXHJ6 救险车

150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62JGKD5 高空作业车

150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GQXE6 清洗车

150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GSSBDP 洒水车

150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GSSC6 洒水车

150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GSSH6 洒水车

150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GSSJ6 洒水车

150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GXFGL25 干粉水联用消防车

150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TSLE6 扫路车

150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XDYQ5 电源车

151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0XXHQ6 救险车

151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71GXFGL20 干粉水联用消防车

151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0JGKE5 高空作业车

151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0TXS6CD 洗扫车

151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0XDYZ6 电源车

151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2TQZ5 清障车

151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2XXH6 救险车

151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4JGKJ5 高空作业车

151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5XJS6 净水车

151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88JGKJ5 高空作业车

152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90GPS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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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90TBAZ5 搬家作业车

152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90XDY6 电源车

152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00TLJE6 道路检测车

152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00XDYQ5 电源车

152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00XDYQ6 电源车

152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01JGKE5 高空作业车

152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02JGKD5 高空作业车

152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10JGKE5 高空作业车

152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12JGKD5 高空作业车

153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0GSS6CD 洒水车

153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0GSSE6 洒水车

153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0GSSH6 洒水车

153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0GXFGL35 干粉水联用消防车

153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0XDYD6 电源车

153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1GQX6 清洗车

153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6GQX6 清洗车

153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28GQX6 清洗车

153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40JGKD5 高空作业车

153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PS6KL 绿化喷洒车

154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PS6XC 绿化喷洒车

154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PS6ZC 绿化喷洒车

154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PSB6 绿化喷洒车

154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PSC6 绿化喷洒车

154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PSSDP 绿化喷洒车

154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GSSSDP 洒水车

154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TQZS5 清障车

154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TYHS5 路面养护车

154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XXH5 救险车

154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XXHB5 救险车

155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0XXHD5 救险车

155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1GPS6KL 绿化喷洒车

155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1GPSDP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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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2GPSHDL 绿化喷洒车

155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63GPS6 绿化喷洒车

155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6CS 绿化喷洒车

155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6WL 绿化喷洒车

155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6XC 绿化喷洒车

155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6ZS 绿化喷洒车

155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CG6 绿化喷洒车

156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DP 绿化喷洒车

156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PSHDL 绿化喷洒车

156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QX6SL 隧道清洗车

156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GQXZ6 清洗车

156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TFCC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6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TFCD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6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TPSZ6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56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TXSCD6 洗扫车

156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XDYD6 电源车

156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0XJSD6 净水车

157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1GPS6ZS 绿化喷洒车

157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2GPSD6 绿化喷洒车

157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2GPSZ6 绿化喷洒车

157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6GQXD6 清洗车

157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88TQZD6 清障车

157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00GXFGP80/H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157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00XDYE5 电源车

157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10TQZS6 清障车

157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GPS6CS 绿化喷洒车

157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GPSDN6 绿化喷洒车

158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GQXD6 清洗车

158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GSSB6 洒水车

158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TCXZ6 除雪车

158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TFCZ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8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TQZD6 清障车



- 63 -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158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TQZZ5 清障车

158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0XDYD6 电源车

1587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1GQX6SL 清洗车

1588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1GSS6KL 洒水车

1589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1TFCZ6 稀浆封层车

1590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252GPSZ6 绿化喷洒车

159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310TFCS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9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310TFCZ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93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311TQZS5 清障车

1594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311TQZZ5 清障车

1595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312TFCZ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96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318TFCZ6 同步碎石封层车

1597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30GQX6GH 清洗车

1598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30TYH6HL 路面养护车

1599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30TYH6QZ 路面养护车

1600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32TSL6GH 扫路车

1601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33TSL6GH 扫路车

1602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0JGKE6 高空作业车

1603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0TYH6HQ 路面养护车

1604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0XXH6YH 救险车

1605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1JGK6CX 高空作业车

1606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1TYH6HQ 路面养护车

1607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2JGK6CX 高空作业车

1608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5XXH6YH 救险车

1609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61JGK6CX 高空作业车

1610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GQX6GX 清洗车

1611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GQX6HQ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1612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GQX6YC 护栏清洗车

1613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GQXHL6 护栏清洗车

1614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GSS6YH 洒水车

1615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GSSJ6 洒水车

1616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JGK6CX 高空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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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TSLE6 扫路车

1618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70TXS6QZ 洗扫车

1619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80XXH6YH 救险车

1620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90GQX6HL 护栏清洗车

1621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90GSS6YH 洒水车

1622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90XJS6BZ 净水车

1623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20GQX6HQ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1624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20GQXZH6 清洗车

1625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20GSS6YH 洒水车

1626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20TXS6GH 洗扫车

1627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21TXS6GH 洗扫车

1628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40GPSD6 绿化喷洒车

1629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60GPSE6DP 绿化喷洒车

1630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60GSSD6 洒水车

1631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GPSD6 绿化喷洒车

1632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GPSS6DP 绿化喷洒车

1633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GQX6HL 清洗车

1634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GQX6YC 清洗车

1635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GQXE6 护栏清洗车

1636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JGKD5 高空作业车

1637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TCX6HL 除雪车

1638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TCX6YC 除雪车

1639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TQZD6ZQ 清障车

1640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TSD6YC 防役消毒洒水车

1641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0TXSD6GH 洗扫车

1642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1GSSD6 洒水车

1643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1TCX6YC 除雪车

1644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2GQXHL6 清洗车

1645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3GPS6EQ 绿化喷洒车

1646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85GQX6HQ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1647 程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重工牌 CLH5030XJXD6 检修车

1648 程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重工牌 CLH5160GPSD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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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 程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重工牌 CLH5180GPSE6 绿化喷洒车

1650 程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重工牌 CLH5310TFCS6 稀浆封层车

1651
航天新长征电动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
蓝速牌 BYN5121XDS 电视车

1652
航天新长征电动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
蓝速牌 BYN5181XTX 通信车

1653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032TYHSHE6 路面养护车

1654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070TSLQLE6 扫路车

1655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070TXSQLE6 洗扫车

1656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080GQXQLE6 下水道疏通清洗车

1657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083GSSJXE6 洒水车

1658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01TXSQLE6 洗扫车

1659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20GSSDFE6 洒水车

1660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0GQXDFE6 清洗车

1661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0GQXEQ6NG 清洗车

1662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0GSSDFE6 洒水车

1663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0TXSDFE6 洗扫车

1664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1GSSCAE6 洒水车

1665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3GSSBJE6 洒水车

1666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4TXSEQE6 洗扫车

1667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186GQXCAE6 清洗车

1668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250GQXDFE6 清洗车

1669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牌 CGJ5258GSSDFE6 洒水车

1670
营口利环专用汽车实业有限公

司
昊环牌 YLH5041JGKJX 高空作业车

1671 襄阳九州汽车有限公司 九州牌 SYC5040GPS6 绿化喷洒车

1672 襄阳国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铁工牌 GTG5052XJCD6 检测车

1673 西奈克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西奈克牌 CEF5430GXFPM250/H 泡沫消防车

1674
西安奈森特种车辆生产有限公

司
奈森联合牌 XNS5170TCJSX6 测井车

1675
西安奈森特种车辆生产有限公

司
奈森联合牌 XNS5180GSS6 洒水车

1676
西安奈森特种车辆生产有限公

司
奈森联合牌 XNS5250GQXSX6 清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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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
西安奈森特种车辆生产有限公

司
奈森联合牌 XNS5250TCJSX6 测井车

1678
西安奈森特种车辆生产有限公

司
奈森联合牌 XNS5250TFCX 稀浆封层车

1679 西安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西石牌 XSJ5120TBC6 仪表车

1680 西安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西石牌 XSJ5130TBC6 仪表车

1681 西安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西石牌 XSJ5150XYQ5 仪器车

1682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040XGCQL6 工程车

1683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040XXHQL6 救险车

1684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110XDYQL6 电源车

1685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120JGKDF6 高空作业车

1686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121XDYDF6 电源车

1687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122JGKDF6 高空作业车

1688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210XDYDF6 电源车

1689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290XDYDF6 电源车

1690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许继牌 HXJ5310XDYDF6 电源车

1691
贵州贵航云马汽车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云马牌 YM5180TXS6 洗扫车

1692 路亚科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路亚科牌 LXF5160GXFSL30 森林消防车

1693
辽宁华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鑫华驰牌 THD5180TCXC6 除雪车

1694
辽宁华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鑫华驰牌 THD5181TCXC6 除雪车

1695
辽宁华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鑫华驰牌 THD5250GPSC6 绿化喷洒车

1696
辽宁华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鑫华驰牌 THD5253TCXC6 除雪车

1697
辽宁合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丹凌牌 HLL5180GPSD6 绿化喷洒车

1698
辽宁合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丹凌牌 HLL5181GPSC 绿化喷洒车

1699
辽宁合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丹凌牌 HLL5250GPSD6 绿化喷洒车

1700
辽宁天信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天信牌 LTX5250TCXLNG6 除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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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辽宁天信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天信牌 LTX5250TCXZⅥ 除雪车

1702
辽宁广燕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广燕牌 LGY5161TQZ 清障车

1703 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陆平机器牌 LPM5200XYL6 体检医疗车

1704 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陆平机器牌 LPM5220XYL6 体检医疗车

1705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刚牌 DGL5160TYH-055 路面养护车

1706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刚牌 DGL5163TYH-055 路面养护车

1707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刚牌 DGL5183TYH-056 路面养护车

1708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刚牌 DGL5183TYH-G016 路面养护车

1709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刚牌 DGL5250TYH-105 路面养护车

1710
迅捷安应急装备科技(湖北)有

限公司
威速龙牌 LCG5160TXFJY80 抢险救援消防车

1711
迅捷安应急装备科技(湖北)有

限公司
威速龙牌 LCG5380GXFPM180 泡沫消防车

1712
迅捷安应急装备科技(湖北)有

限公司
威速龙牌 LCG5390GXFGY200 供液消防车

1713 远大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衡霸牌 YYD5071GSSD6 洒水车

1714 远大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衡霸牌 YYD5071TXSQ6 洗扫车

1715 远大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衡霸牌 YYD5180GPSC6 绿化喷洒车

1716 远大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衡霸牌 YYD5182GPSB6 绿化喷洒车

1717 远大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衡霸牌 YYD5250GPSD6 绿化喷洒车

1718 远大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衡霸牌 YYD5253GSSDBEV 纯电动洒水车

1719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通石牌 THS5080TJX5 检修车

1720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通石牌 THS5170TJX6 检修车

1721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通石牌 THS5240TGL5 锅炉车

1722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通石牌 THS5270TXG51 线杆综合作业车

1723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031TYHG6 路面养护车

1724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100TXSTG6 洗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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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180GSSG6 洒水车

1726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181GQXTG6 护栏清洗车

1727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182GQXG6 护栏清洗车

1728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183GSSG6 洒水车

1729
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

限公司
永康牌 CXY5252GQXG6 清洗车

1730 郑州博歌车辆有限公司 仁拓博歌牌 ZBG5313JQJ16 桥梁检测车

173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033XJE16 无线电监测车

173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041XCC6 餐车

1733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042XZS6 展示车

173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043XJC16 检测车

1735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045XYL16 医疗车

173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085XCC5 餐车

1737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10XCC6 餐车

173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17XYL16 医疗车

1739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26XYL5 医疗车

1740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27XYL16 医疗车

174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56XYL5 医疗车

174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67XYL16 医疗车

1743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牌 ZK5180XYL5B 医疗车

1744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YTZ5031TYHK0P6 路面养护车

1745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YTZ5071GPS20D6 绿化喷洒车

1746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YTZ5171GPST0D6 绿化喷洒车

1747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YTZ5180GSS20G6 洒水车

1748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YTZ5261JQJ12D622HZ 桥梁检测车

1749 郑州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郑龙牌 JYC5180GPS6DFH 绿化喷洒车

1750 郑州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郑龙牌 JYC5180GQX6DF 清洗车

1751 郑州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郑龙牌 JYC5180GSS6EQ 洒水车

1752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ZYM5261JQJ12D622HZ 桥梁检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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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 郑州郑宇重工有限公司 宇通牌 ZYM5321JQJ12D622HP 桥梁检测车

1754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重特牌 QYZ5070GSS6 洒水车

1755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重特牌 QYZ5180GPSEQ6 绿化喷洒车

1756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重特牌 QYZ5180GSS6 洒水车

1757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重特牌 QYZ5180TXS6 洗扫车

1758 重庆凯瑞特种车有限公司 重特牌 QYZ5310GQXZZ6 清洗车

1759
重庆耐德山花特种车有限责任

公司
耐德兼松牌 NDT5090XXHQLA6 救险车

1760
重庆耐德山花特种车有限责任

公司
耐德兼松牌 NDT5120GPS 绿化喷洒车

1761
重庆耐德山花特种车有限责任

公司
耐德兼松牌 NDT5180GSS 洒水车

1762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053XDS 电视车

1763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090XDYV 电源车

1764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110XYAL 银行车

1765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162XTX 通信车

1766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162XTXV 通信车

1767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220XDY6 电源车

1768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马牌 DMT5320XDYV 电源车

1769
铁岭陆平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
陆平机器牌 LPC5180GPSC6 绿化喷洒车

1770
铁岭陆平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
陆平机器牌 LPC5182GSSE6 洒水车

1771 长垣县农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农建机械牌 XNJ5350THB 混凝土泵车

1772 长垣县农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农建机械牌 XNJ5440THB 混凝土泵车

1773
长春双龙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龙帝牌 CSL5170TCXE6Q 除雪车

1774
长春双龙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龙帝牌 CSL5186TCXBLDZ6 除雪车

1775
长春双龙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龙帝牌 CSL5250GPSE6 绿化喷洒车

1776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070GPSBJE6 绿化喷洒车

1777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073GSSHFE6 洒水车

1778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160GPSCAQE6 绿化喷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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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160GPSDZE6 绿化喷洒车

1780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180GPSLZE6 绿化喷洒车

1781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183GSSCAE6 洒水车

1782 长沙中标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中标牌 ZBF5250GPSDXE6 绿化喷洒车

1783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170JXFYT25 云梯消防车

1784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02JXFYT32 云梯消防车

1785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11JXFDG32 登高平台消防车

1786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20JXFJP40 举高喷射消防车

1787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21JXFYT42 云梯消防车

1788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22JXFYT53 云梯消防车

1789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40GXFSG180 水罐消防车

1790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40JXFDG45 登高平台消防车

1791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340JXFJP18 举高喷射消防车

1792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410JXFJP50 举高喷射消防车

1793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420JXFJP18 举高喷射消防车

1794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421JXFJP60 举高喷射消防车

1795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430GXFPM250 泡沫消防车

1796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430GXFSG250 水罐消防车

1797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中联牌 ZLF5430JXFDG54 登高平台消防车

1798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070GPSEQE6B 绿化喷洒车

1799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123GSSEQE6B 洒水车

1800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160GPSCAE6B 绿化喷洒车

1801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160GPSEQE6B 绿化喷洒车

1802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160GPSESE6B 绿化喷洒车

1803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160GPSLZE6B 绿化喷洒车

1804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标牌 ZBH5163GSSCAE6B 洒水车

1805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中标牌 ZBH5163GSSLZE6B 洒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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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806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070GPSEQY6 绿化喷洒车

1807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160TPSDFE6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808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180TCXCAE6 除雪车

1809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180TCXDFE6 除雪车

1810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182GQXDFE6NG 清洗车

1811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183GQXDFE6NG 清洗车

1812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184TSLDHE6 扫路车

1813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250TCXCAE6 除雪车

1814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250TCXZZE6 除雪车

1815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252TCXZZE6 除雪车

1816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255TCXCAE6 除雪车

1817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

司
中联牌 ZBH5313GQXLZE6 清洗车

1818 长沙伟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伟诺牌 CWN5070GSS6EQ 洒水车

1819 长沙伟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伟诺牌 CWN5180GSS6EQ 洒水车

1820
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普罗科牌 BJ5072GPSE6-P1 绿化喷洒车

1821
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普罗科牌 BJ5184TSLE6-P1 扫路车

1822
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普罗科牌 BJ5185GQXE6-P1 清洗车

1823
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普罗科牌 BJ5253GQXE6-P1 清洗车

1824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046XXH1 救险车

1825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071TPSD1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 72 -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1826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090TGPD1 远程供排水抢险车

1827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090TPSD1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828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120TGP1 远程供排水抢险车

1829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140XDYD1 电源车

1830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180TPSD1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831 长沙迪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笛沃牌 DWP5180XXH1 救险车

1832
长沙金阳华汛专用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
岳麓牌 XJY5230TPSQ1 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1833
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

部件有限公司
陕汽牌 SBT5186GQXLA1 清洗车

1834
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

部件有限公司
陕汽牌 SBT5186GSSLA1 洒水车

1835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汽牌 SX5260JQJ 桥梁检测车

1836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银河牌 BX5160GXFPM60/W5 泡沫消防车

1837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银河牌 BX5270GXFGP100/HW5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1838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银河牌 BX5330GXFPM160/HW5 泡沫消防车

1839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银河牌 BX5330GXFSG160/HW5 水罐消防车

1840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银河牌 BX5410GXFSG230/HW5 水罐消防车

1841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炎帝牌 SZD5040XFYQ6 防疫车

1842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炎帝牌 SZD5045GQX6 清洗车

1843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炎帝牌 SZD5070GSSQ6 洒水车

1844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炎帝牌 SZD5160GPSC6 绿化喷洒车

1845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炎帝牌 SZD5257GPSZ6 绿化喷洒车

1846 随州市长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伴君长兴牌 AAA5035TSLE6 扫路车

1847 随州市长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伴君长兴牌 AAA5045TYHE6 路面养护车

1848 随州市长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伴君长兴牌 AAA5075TSLE6 扫路车

1849 随州市长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伴君长兴牌 AAA5125TXSE6 洗扫车

1850 随州市长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伴君长兴牌 AAA5180TXSDF6 洗扫车

1851 青岛东风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天翔牌 QDG5440THB 混凝土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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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青岛中汽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青特牌 QDT5050XZME6 照明车

1853 青岛中汽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青特牌 QDT5063JGKJ 高空作业车

1854 青岛中汽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青特牌 QDT5066JGKJS 高空作业车

1855 青岛中汽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青特牌 QDT5170XDYS6 电源车

1856
青岛中集环境保护设备有限公

司
中集牌 ZJV5180GQXHBE6 清洗车

1857 青岛九合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九合重工牌 JHZ5042JGKJX 高空作业车

1858 青岛九合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九合重工牌 JHZ5181THB 混凝土泵车

1859 青岛同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赛哥尔牌 QTH5072TSLA 扫路车

1860 青岛同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赛哥尔牌 QTH5183GSS 洒水车

1861 青岛海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武晓海青牌 QHQ5040JGK 高空作业车

1862 青岛海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武晓海青牌 QHQ5070JGK 高空作业车

1863 青岛海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武晓海青牌 QHQ5090JGKQD 高空作业车

1864 青岛海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武晓海青牌 QHQ5100JGK28 高空作业车

1865 青岛海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武晓海青牌 QHQ5110JGK 高空作业车

1866 青岛海青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武晓海青牌 QHQ5130JGK20 高空作业车

1867 青岛科尼乐集团有限公司 科尼乐牌 KNL5340THB 混凝土泵车

1868 青岛索尔汽车有限公司 康福佳牌 QJM5032JGK 高空作业车

1869 青岛索尔汽车有限公司 康福佳牌 QJM5133JGK 高空作业车

1870 青岛索尔汽车有限公司 青索牌 QJM5091JGK6 高空作业车

1871 青岛索尔汽车有限公司 青索牌 QJM5100XXH6 救险车

1872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森远牌 AD5120TYHRV 路面养护车

1873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森远牌 AD5181TCXDHF 除雪车

1874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森远牌 AD5254TCXF 除雪车

1875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092GXFPM30/D5 泡沫消防车

1876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092GXFSG30/D5 水罐消防车

1877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162GXFPM65/T5 泡沫消防车

1878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162GXFSG65/T5 水罐消防车

1879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173GXFAP50/H5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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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193GXFPM40/S5 泡沫消防车

1881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193TXFPY34/H5 排烟消防车

1882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303GXFGP120/H5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1883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313GXFPM150/H5 泡沫消防车

1884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313GXFSG150/H5 水罐消防车

1885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333GXFSG170/H5 水罐消防车

1886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393GXFPM210/H5 泡沫消防车

1887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393GXFSG210/H5 水罐消防车

1888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423GXFPM250/H5 泡沫消防车

1889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鲸象牌 AS5423GXFSG250/H5 水罐消防车

1890 鸿运汽车有限公司 宏运牌 HYD5045XDYDF1 电源车

1891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40XDYC5JLC0 电源车

1892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40XDYC6JLC0 电源车

1893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40XTXC6JLZ0 通信车

1894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40XYLC5BJZ0 医疗车

1895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70XDYC6JLC0 电源车

1896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70XGCC6DFC0 工程车

1897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80XDYC5DFC0 电源车

1898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080XGCC6QLC0 工程车

1899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00XDYC6DFC0 电源车

1900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00XDYC6QLC0 电源车

1901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00XXHC6QLC0 救险车

1902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20XDYC5DFC0 电源车

1903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20XDYC6DFC0 电源车

1904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40XDYC6DFC0 电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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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40XXHC5DFC0 救险车

1906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60XDYC5QLC0 电源车

1907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60XDYC6DFC0 电源车

1908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61XDYC6DFC0 电源车

1909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67XDY 电源车

1910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80XDYC6DFC0 电源车

1911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181XDYC6DFC0 电源车

1912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20XDYC6DFC0 电源车

1913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40XDYC6DFC0 电源车

1914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50XDYC6DFC0 电源车

1915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50XDYC6VVC0 电源车

1916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56XDY 电源车

1917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70XDYC6DFC0 电源车

1918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90XDYC5DFC0 电源车

1919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290XDYC6DFC0 电源车

1920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310XDYC5DFC0 电源车

1921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310XDYC5VVC0 电源车

1922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馨牌 HDX5310XDYC6DFC0 电源车

1923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020TYH6LZ 路面养护车

1924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040XDY6J 电源车

1925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060XDY5J 电源车

1926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060XZM5J 抢险救援照明车

1927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071XDY6Q 电源车

1928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090XZM6Q 抢险救援照明车

1929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171XTX6Z 通信车

1930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211XDY 电源车

1931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260XDY6Z 电源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