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展区 参展单位 展品情况

1 室外展场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杭州卓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轿车：唐、宋、秦

2 室外展场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新型环保渣土自卸车；牵引车；载货车

3 室外展场 吉利汽车集团 混合动力越野车；越野车

4 富硒食品 旺牛斋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红枣；食用菌、木耳；风干菜；干果、陕南特产等

5 富硒食品 紫阳县绿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富硒黑蒜保健食品

6 富硒食品 陕西安康大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富硒羊肚菌、牛肝菌、玉皇菇、鸡油菌、姬松茸；香米、绿茶、雪芽白茶、
金丝皇菊、胎菊、黑苦荞茶等

7 富硒食品 陕西秦大山葛业有限公司 秦大山葛根产品

8 富硒食品 陕西安康悠源食品有限公司 魔芋加工系列零食产品

9 富硒食品 安康康安富硒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魔芋加工系列零食产品

10 富硒食品 陕西硒宝科技有限公司 富硒宝饮用天然山泉水

11 富硒食品 宁陕县岭南秦岭山泉饮品有限公司 秦岭山泉水

12 富硒食品 陕西天一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秦瑶玉泉富硒山泉水

13 富硒食品 旬阳县净源饮料有限公司 “羊山清泉”山泉水

14 富硒食品 安康巴山雪饮食有限责任公司 瓶装水、桶装水

15 富硒食品 安康市马非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苦荞茶

16 富硒食品 汉阴县佳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金银花茶；皇菊罐装茶；玫瑰花罐装茶

17 富硒食品 陕西省紫阳县焕古庄园富硒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紫阳富硒茶

18 富硒食品 白河县富秦绿茶有限公司 有机绿茶、白茶

19 富硒食品 紫阳县焕古镇焕茗茶叶有限公司 紫阳县富硒茶

20 富硒食品 陕西汉阴绿健商贸有限公司 富硒茶、魔芋面条、富硒大米、雪魔芋、富硒香菇

21 富硒食品 汉阴县鲁兴天然茵陈绿茶饮品有限公司 茵陈茶

22 富硒食品 宁陕县秦岭长春酒厂 野生猕猴桃酒；生态五味子酒；幸友之金银花饮料

23 富硒食品 安康市颐品庄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颐品拐枣原浆

24 富硒食品 陕西垚森富硒食品有限公司 手撕腊猪肉；手撕腊牛肉等制品

25 富硒食品 旬阳县金茂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拐枣王酒

26 富硒食品 旬阳县太极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澜拐枣鲜果浓缩汁

27 富硒食品 旬阳县天正酿造有限公司 康硒拐枣醋

28 富硒食品 陕西省汉阴县尚林食品有限公司 炕炕馍，面点食品

29 富硒食品 安康市杜氏面业有限公司 富硒生态御膳面、魔芋面、弹面、蛋清拉面

30 富硒食品 陕西荣氏食品有限公司 果汁饮料

31 医药保健 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 自然静牌自然静软胶囊；健得牌生血宝合剂；健得牌小儿感冒退热糖浆

32 医药保健 安康北医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绞股蓝总甙股蓝等

33 医药保健 杨凌上元灵芝产业示范基地 观赏灵芝；灵芝切片；灵芝大片；灵芝破壁孢子粉；灵芝草

34 医药保健 陕西宏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高活菌纳豆片；高活菌纳豆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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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特色食品 绥德县兰花花生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陕北杂粮、红枣

36 特色食品    榆林市精粮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荞麦挂面、荞麦饸饹面、荞麦速食面

37 特色食品 陕西兰桂坊食品有限公司 荞麦系列食品荞麦酥；月饼；精选核桃仁

38 特色食品 陕西华圣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欧美红富士苹果

39 特色食品 大荔欣盛果业有限公司 大荔冬枣；大荔枣芽茶、茵陈茶

40 特色食品 陕西大荔沙苑黄花有限责任公司 脆冬枣；黄花菜；枣夹核桃

41 特色食品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 进口哈萨克斯坦种植基地加工非转基因面粉、食用油

42 特色食品  陕西天寿杏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杏仁、白杏仁、核桃

43 特色食品 渭南市秦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瓜子；花生；南瓜子

44 特色食品 西安风吹麦浪农产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紫苏籽油；中秋紫苏饼；紫苏特产

45 特色食品 西安众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洋槐、枣花、枸杞、党参蜂蜜

46 特色食品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品牌中老年配方羊乳粉、乳粉、婴幼儿系列

47 特色食品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羚婴幼儿配方羊奶粉；美羚成人粉

48 特色食品 杭州秦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天金装系列羊奶粉纯粉系列

49 特色食品 杨凌金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紫花苜蓿精粉；紫花苜蓿牛轧糖；紫花苜蓿擀面皮

50 特色食品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香肉松；本香肉条

51 特色食品 陕西秦宝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牛肉干、牛肉粒、酱牛肉、腊牛肉、五香牛肉、原切牛排

52 特色食品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西凤酒

53 特色食品 陕西顺和商贸有限公司 同顺和西凤酒

54 特色食品 西安国花瓷品牌运营有限公司 国花瓷西凤酒

55 特色食品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十三朝酒品

56 特色食品 陕西省关中酒有限公司 白酒

57 特色食品 陕西秦洋长生酒业有限公司 谢村黄酒

58 特色食品  西安大口酒业有限公司 鄠醴黄酒

59 特色食品 陕西云集酒业有限公司 全柿酒；凌冬甘露柿子酿、奥罗拉柿子酒

60 特色食品  靖边县大漠酒业有限公司 葡萄酒

61 特色食品 陕西酆域酒业有限公司 酆栗酒；苹果酒；甘蔗酒

62 特色食品 快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醒酒类保健品

63 特色食品 陕西亨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强老大葡萄酒系列产品

64 特色食品 西安道通天下茯茶有限公司 陕西官茶伏茶

65 特色食品 陕西泾阳泾水缘茯茶有限公司 茯茶；牛金花 茶壶 + 电煮茶炉

66 特色食品 陕西盛沣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泾阳茯砖茶

67 特色食品 陕西泾阳泾昌盛茯砖茶有限公司 泾昌盛茯砖茶

68 特色食品 陕西米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谷雨承康黑米茶

69 特色食品 陕西味司农食品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速食生鲜臊子面、酸辣香；臊子肉

70 特色食品 西安春和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休闲食品系列、芽酱系列、营养速食系列

71 特色食品 陕西杨凌麦力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锅巴；麦烧；秦宗凉皮



72 特色食品 杨凌哈牙食品有限公司 休闲食品

73 特色食品 西安秦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正宗秘制酸梅汤饮品

74 特色食品 杭州叁秦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凉皮、白吉饼；西安冰峰饮料、酸梅汤、汉斯果啤

75 特色食品 陕西鸿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压榨花生油、菜籽油、葵花籽油

76 特色食品 陕西大荔景璧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心怡带把肘子、梅菜扣肉、虎皮扣肉等熟食

77 特色食品 陕西三原四季溢香调味有限公司 纯小磨香油、小磨芝麻酱、调味品

78 特色食品 陕西艾品客食品有限公司 花椒粉，胡椒粉，孜然粉，包子饺子料等桥调味品

79 特色食品 陕西一品佳伦食品有限公司 千年倒缸醋；鲜冬枣；脆冬枣

80 特色食品 陕西永寿秦源有限公司 沙棘醋；沙棘口服醋； 沙棘口服液

81 特色食品 陕西喜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冰糖；糖果

82 特色食品 陕西三原古池阳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名品蓼花糖

83 特色食品 洋县益民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红薯；大米

84 纺织服装 陕西锦澜科技有限公司 防护服装

85 纺织服装 西安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纱线（管）；棉布

86 纺织服装 陕西省安康市蚕种场 金康蚕丝被、金康蚕沙枕；金康桑叶茶；金康美容茧

87 纺织服装 旬阳县桑博蚕丝品有限公司 蚕丝被

88 纺织服装 陕西武功刺绣品有限公司 系列刺绣产品

89 纺织服装  杭州崇杰纺织品有限公司 帐篷；吊床；气垫

90 纺织服装 绍兴柯桥汉唐纺织有限公司 人丝面料；铜氨面料；天丝面料

91 纺织服装 绍兴天懿家纺有限公司 床上用品

92 纺织服装 温州市超迪服饰有限公司 服装

93 轻工工艺品 榆林市名人风采策划有限公司
羊毛毡包；长城墙贴；艺术文化围巾；剪纸卷轴；沙画明信片；陕北民俗风
情摆件；剪纸作品；手工盘扣饰品

94 轻工工艺品 渭南秦源陶艺有限公司 昌盛瓶、乾坤瓶、吉祥如意陶器

95 轻工工艺品 澄城县润昌德瓷业有限公司 尧头窑、老鼠罐、狮子罐等瓷器

96 轻工工艺品 际华三五一三实业有限公司 军品皮鞋

97 轻工工艺品 温州峰尚鞋业有限公司 鞋子

98 轻工工艺品 温州市童升鞋业有限公司 鞋子

99 轻工工艺品 浙江杰克巴乔鞋业有限公司 鞋子

100 轻工工艺品 温州市国妞鞋业有限公司 鞋子

101 应急产品 陕西大政商道农业食品有限公司 应急食品、应急包产品

102 应急产品 西安新竹防灾救生设备有限公司 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化学氧自救呼吸器

103 应急产品 西安大爱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应急消毒卫生包；消毒卫生用品系列、保健食品系列

104 应急产品 陕西大唐燃气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燃气自闭阀；低压调压器；液化石油气安全调压器；燃气报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