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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农 业 厅 文 件
桂农业发〔2018〕167号

自治区农业厅关于公布
首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局（农委）、水产畜牧兽医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思想、《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精神及农业农村部和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实施农业品牌战略的部署要求，推动我区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现代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全

国第一、世界有名的广西农业品牌， 2018 年，我区开展了首批

广西农业品牌目录遴选工作。经综合评审，认定横县茉莉花茶等

3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27 个

农业企业品牌、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司“金花”牌茶叶等 64 个农

产品品牌入选首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现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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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首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

                                 2018 年 8 月 20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       2018年 8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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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

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序号     市 品牌名称

1 南宁市 横县茉莉花茶

2 南宁市 南宁香蕉

3 南宁市 横县甜玉米

4 南宁市 隆安火龙果

5 柳州市 柳州螺蛳粉

6 柳州市 融安金桔

7 柳州市 三江茶

8 桂林市 永福罗汉果

9 桂林市 恭城月柿

10 桂林市 荔浦芋

11 梧州市 梧州六堡茶

12 北海市 香山鸡嘴荔枝

13 防城港市 上思香糯

14 钦州市 钦州大蚝

15 钦州市 灵山荔枝

16 钦州市 浦北黑猪

17 贵港市 平南石硖龙眼

18 贵港市 金田淮山

19 贵港市 桂平西山茶

20 玉林市 容县沙田柚

21 玉林市 陆川猪

22 百色市 百色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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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百色市 西林砂糖桔

24 百色市 凌云白毫

25 贺州市 富川脐橙

26 贺州市 昭平茶

27 河池市 宜州桑蚕茧

28 河池市 龙滩珍珠李

29 来宾市 金秀红茶

30 崇左市 天等指天椒

二、农业企业品牌

1 南宁市 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2 南宁市 广西南山白毛茶茶业有限公司

3 南宁市 南宁振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 南宁市 广西鸣鸣果业有限公司

5 南宁市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司

6 南宁市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7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元宝山茶业有限公司

8 柳州市 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

9 柳州市 鹿寨县贵盛茧丝工贸有限公司

10 桂林市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有限公司

11 梧州市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12 北海市 利添生物科技发展（合浦）有限公司

13 北海市 合浦果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14 北海市 北海玖嘉久食品有限公司

15 钦州市 广西浦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6 钦州市 浦北五皇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7 钦州市 浦北县扬丰养殖有限公司

18 钦州市 广西灵山县宇峰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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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贵港市 广西桂平市金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 贺州市 广西将军峰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21 贺州市 广西农垦国有立新农场

22 贺州市 贺州市天德星农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 贺州市 钟山县富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24 贺州市 广西贺州市正丰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河池市 巴马原种香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26 来宾市 广西象州太粮米业有限公司

27 崇左市 广西龙州北部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三、农产品品牌

1 南宁市 广西金花茶业有限公司 金花牌茶叶

2 南宁市 广西金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绿水江”香蕉

3 南宁市 广西桂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甜弯弯”柑桔

4 南宁市 南宁振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红振企”火龙果

5 南宁市 广西佳年农业有限公司   “佳年”火龙果

6 南宁市 广西鸣鸣果业有限公司   “鸣鸣果园 ”柑桔

7 南宁市 广西金福农业有限公司  “伊蜜”火龙果

8 南宁市 广西隆安昌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雁江香米

9 南宁市 广西南山白毛茶茶业有限公司 圣种有机红茶

10 南宁市 广西南山白毛茶茶业有限公司   圣种六堡茶

11 南宁市 广西南山白毛茶茶业有限公司  南山白毛茶

12 南宁市 横县校椅现代农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桂利农”甜玉米

13 南宁市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金花茶牌生丝

14 南宁市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金花茶双宫丝

15 南宁市 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 桂华蚕丝被

16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水融香茶业有限公司“苗山王”野生红茶

17 柳州市 广西融水元宝山苗润特色酒业有限公司“贝江苗润”黑糯米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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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国营贝江林场   “贝林”糯米柚

19 柳州市 鹿寨县欣荣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桂客蜜桔

20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元宝山茶业有限公司 “金芦笙”茶叶

21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元宝山茶业有限公司 “元宝山”茶叶

22 柳州市 柳州市螺状元食品有限公司 “螺状元”系列螺蛳粉

23 柳州市 柳州沪桂食品有限公司 嘻螺会螺蛳粉

24 柳州市 广西家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家柳螺蛳粉

25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 侗美仙池三江茶油

26 柳州市 柳州市侗天湖农业生态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天湖冰芽

27 桂林市 平乐宏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车田河”马蹄粉

28 桂林市 资源县金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杨山河”牛羊肉

29 桂林市 阳朔遇龙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遇龙金丹”金桔

30 梧州市 藤县友强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太平狮山甜蜜青枣

31 梧州市 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 茂圣六堡茶

32 梧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茶厂 “三鹤”六堡茶

33 梧州市 广西华虹蚕丝股份有限公司 “华虹”牌生丝

34 北海市 广西农垦绿仙生物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绿仙牌螺旋藻

35 北海市 合浦县广良中央农民专业合作社 “您的财富”富硒海鸭蛋

36 北海市 北海玖嘉久食品有限公司 “渔播”鱼丸

37 防城港市 广西农潮果业有限公司 “农潮田心”火龙果

38 钦州市 浦北南国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浦百”百香果

39 钦州市 浦北县扬丰养殖有限公司 “浦黑大帅”黑猪

40 钦州市 灵山县龙武农场 “龙武”荔枝

41 贵港市 广西桂平市西山碧水茶园有限责任公司 “大藤峡”牌富硒西山茶

42 玉林市 广西丰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金丰浩”粉蕉

43 玉林市 陆川县银湖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 橘康牌陆川橘红

44 百色市 广西乐业县草王山茶叶有限公司“乐业红”红茶、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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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百色市 广西田阳县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壮新王牌芒果

46 百色市 广西靖西梁鹏食品有限公司 “靖茂”酸嘢

47 百色市 广西靖西梁鹏食品有限公司 “道百岁”野生山楂酒

48 贺州市 广西昭平县故乡茶业有限公司 故乡有机茶

49 贺州市 广西昭平县天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天成有机茶

50 贺州市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东南开山白毛茶叶专业合作社 开山白毛茶

51 贺州市 钟山县富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雅瑶华香黑木耳

52 贺州市 贺州市潇贺古道特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潇贺古道古树茶

53 贺州市 贺州市潇贺古道特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潇贺古道紫芽茶

54 贺州市 贺州市昊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昊辰小农伯大米

55 贺州市 广西农垦国有立新农场 富江牌脐橙

56 河池市 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石花”白砂糖

57 河池市 广西博庆食品有限公司 “远山”白砂糖

58 河池市 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丝巢”蚕丝被

59 河池市 南丹县瑶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南丹巴平米

60 来宾市 金秀县瑶山王茶业有限公司 “香哩歌”红茶

61 来宾市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大瑶山天然植物开发有限公司“瑶家树”红茶

62 来宾市 忻城县力丰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 力丰原康系列产品

63 来宾市 广西迎春丝绸有限公司 “尚尚蚕”生丝

64 来宾市 广西象州婵宇真丝绸制品有限公司 “婵宇”蚕丝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