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第 161 批）
第一部分

变更产品

一、汽车生产企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企业名称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北京中大燕京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太原南方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目录》
序号
3
3
9
9
14
21
22
26

9 包头北奔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原包头北
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7

10 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

27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9
33
38
39
56
58
72
84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9 广州羊城汽车有限公司

89
1

变更内容
备注
(项)
17
3
5
2
1
2
1
1
同意太原南方重型汽车有限
公司已列入《公告》的所有产
品，产品商标变更为“远威
牌”
；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
“邓智尤”
。
1
同意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已列入《公告》
的所有产品企业名称变更为
“包头北奔重型汽车有限公
司”
；所有产品为“北方奔驰
牌”及“北方-奔驰牌”商标
的，变更为“北奔牌”商标。
1
同意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
已列入《公告》的所有为“北
方奔驰牌”商标的，变更为“北
奔牌”商标。
2
159
2
7
10
2
1
1
同意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
“吴建中”
。
6

序号

企业名称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广州骏威客车有限公司
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银河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四川南骏汽车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鸿达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唐山中建二局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原中
国建筑二局建筑机械总厂）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福田雷沃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驹王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营口宝迪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环境卫生车辆设备厂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华东汽车有限公司
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
安徽华夏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开乐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龙马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潍坊宝利汽车有限公司
烟台海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原烟台海
德专用汽车厂)

45 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目录》
序号
89
90
91
101
107
110
112
118
123
125
(三)09
(三)36

(三)43
(三)50
(六)02
(九)08
(十)34
(十)36
(十)57
(十二)02
(十二)15
(十二)27
(十三)16
(十五)06
(十五)20

(十五)28

重汽集团专用汽车公司
(十五)29
梁山东岳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52
山东梁山华宇集团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十五)53
山东恩信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十五)59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巨野通宇专用汽车 (十五)75
有限公司
湖北华威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十七)16
湖北神鹰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十七)28
广西玉柴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二十)01
广西柳州运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05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05
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二)10
2

变更内容
备注
(项)
2
1
1
2
1
12
1
3
1
2
3
1
同意中国建筑二局建筑机械
总厂已列入《公告》的所有产
品企业名称变更为“唐山中建
二局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
1
1
1
1
1
3
1
3
8
1
1
1
1
同意烟台海德专用汽车厂已
列入《公告》的所有产品企业
名称变更为“烟台海德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址
和生产地址变更为“烟台市牟
平区三山大街 529 号”
。
1
同意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已列入《公告》的所
有产品企业注册地址和生产
地址变更为“山东省济宁市金
宇路 37 号”
。
1
2
1
2
1
1
1
1
1
1
3

57 贵州万达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
序号
(二十三)06

58
59
60
61
62

(二十六)15
(二十六)27
三、二、03
ZY001
ZY001

序号

企业名称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陕西长庆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昌黎县川港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变更内容
备注
(项)
1
同意贵州万达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
“林敏智”
。
2
1
9
1
2

二、摩托车生产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目录》序号

变更内容
备注
(项)
1
同意湖南光阳摩托车有限公
司已列入《公告》的所有整车
及发动机产品，法人代表变更
为“柯俊斌”
。
2

1 湖南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

30

2 春风控股集团杭州摩托车制造有限公
司
3 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原
湛江光速摩托车有限公司）

38
68

1

4 佛山市佛斯弟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5 浙江嘉爵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92
145

2
2

第二部分

同意湛江光速摩托车有限公
司已列入《公告》整车及发动
机的所有产品，企业名称变更
为“轻骑集团江门光速摩托车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和生产
地址变更为“江门市蓬江区沙
冲围酒店坑工业区 A－1 号”
。

扩展产品

一、汽车生产企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企业名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柴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北京中大燕京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
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序号
1
1
3
3
3
9
9
14
18
23
27
33
3

扩展内容
(项)
8
1
14
23
2
24
21
1
2
2
12
1

备注

序号

企业名称

13 跃进汽车集团公司
14 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扬州亚星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15 东风杭州汽车有限公司
16 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7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8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厂
21 烟台亚曼汽车有限公司
22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3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4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25 安徽华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6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27 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9 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0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31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32 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
33 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4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36 湖南长丰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7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
38 西安西沃客车有限公司
39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1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42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3 北京三兴汽车厂
44 天津嵩山挂车有限公司
45 张家口大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46 沈阳北方交通工程公司
47 江苏常隆客车有限公司
48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49 常熟华东汽车有限公司
50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51 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
52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53 江苏海鹏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54 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
55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56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
57 山东梁山通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58 梁山东岳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59 山东梁山华宇集团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44
49

扩展内容
(项)
44
3

50
51
55
56
61
64
67
68
71
72
81
85
90
92
95
96
96
104
107
110
112
118
119
120
122
123
124
125
(一)21
(二)14
(三)01

2
3
10
17
35
1
1
13
3
4
2
4
2
9
51
4
1
1
16
8
10
3
8
2
2
3
5
2
2
1
2

(六)46
(十)17
(十)34
(十)36
(十)48
(十)57
(十)75
(十)80
(十二)03
(十二)15
(十四)16
(十五)14
(十五)52
(十五)53

1
1
1
2
2
5
1
1
2
1
20
3
4
2

《目录》序号

4

备注

序号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企业名称

《目录》序号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华威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楚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茂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长江工程起重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集车辆(辽宁)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

(十六)19
(十七)16
(十七)71
(十八)20
(十八)30
(十九)14
(十九)24
(十九)36
(十九)37
(二十二)04
(二十二)30
ZY001
ZY001

扩展内容
(项)
5
1
2
3
1
4
1
2
2
1
1
1
1

备注

二、摩托车生产企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名称

《目录》序号

江门市联统华龙摩托车有限公司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公司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望江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增城市英豪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嘉爵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

10
46
67
100
111
117
118
134
145
155

扩展内容
(项)
11
2
3
2
2
1
1
1
3
6

备注

三、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生产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目录》序号

1 山东黑豹集团有限公司

53

第三部分

扩展内容
(项)
2

备注

勘误产品

一、 摩托车生产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1 江苏大红成莱宝驰机车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序号
8

5

扩展内容
(项)
1

备注

第四部分

撤销产品

一、摩托车产品
下列撤消产品属企业自行撤消产品，自 2008 年 9 月 30 日起不再作为车辆产品注册登记
的依据。
1. 广州三雅摩托车有限公司（《目录》
序号 2）
三雅牌 SY125-13 型两轮轻便摩托车
三雅牌 SY125-18 型两轮摩托车
三雅牌 SY125T-15 型两轮摩托车
2. 东莞市大裕摩托车有限公司（《目录》
序号 74）
尊龙牌 ZL100-3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25-11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25-2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25-4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25T-5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50-5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50-6 两轮摩托车
尊龙牌 ZL150-9 两轮摩托车

二、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生产企业
依据 GB19756-2005《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
国 I、II 阶段）
》国家标准要求，自 2008 年 2 月 29 日起，下列产品予以撤销，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不再作为车辆产品注册登记的依据。
五星牌 7YPJ-1150D2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P2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P3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P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1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3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4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D1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D3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D4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2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3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4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5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6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D3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450PD5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750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7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775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1、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1）
五星牌 7Y-1150-1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6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850-1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6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850-1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1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2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3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4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150D1A 型自卸三轮汽车

6

双嶷山牌 7YPJZ-16100D 型自卸三轮汽
车
5、 沈阳天菱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目
录》页号 3、22）
天菱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天菱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天菱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天菱牌 7YPJ-1750P 型三轮汽车
天菱牌 7YPJZ-16100P 型三轮汽车
天菱牌 TL1405CDS 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菱牌 TL1710CDS-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菱牌 TL1710CDS 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菱牌 TL5815DS 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菱牌 TL5815PDS 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菱牌 TL1710P 型低速货车
天菱牌 TL4015CDS 型自卸低速货车
6、 哈尔滨哈飞农用车制造厂（《目
录》页号 4、28）
北狮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150P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175C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北狮牌 BS1608W 型低速货车
北狮牌 BS2008B 型低速货车
7、 金杯车辆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4、24）
日发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1775P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Z-16100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Z-1675-3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Z-1675P3 型三轮汽车
五星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2、 天同集团有限公司（《目录》页
号 1、20）
天同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天同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天同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天同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天同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天同牌 TY1710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同牌 TY40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天同牌 TY4020P 型低速货车
天同牌 TY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3、 河北邢台银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2）
银牛牌 7YP-11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银牛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4、 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2）
双嶷山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63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850A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8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630A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63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8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J-14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嶷山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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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牌 RZ2810P 型低速货车
日发牌 RZ2810 型低速货车
日发牌 RZ2815P 型低速货车
日发牌 RZ281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4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4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405P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40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4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7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710P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7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710P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1710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0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05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0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3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P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P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P3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W3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4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5P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P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P4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P2 型低速货车

日发牌 7YPJ-1150-1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2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3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4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P1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P2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P3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P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P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450-1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450A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4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450P1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7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775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775P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775 型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金杯牌 SY2810-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3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3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3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P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W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P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W1 型低速货车
日发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日发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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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蛙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Z-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Z-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9、 安徽飞彩(集团)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6、39）
飞彩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150DS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150J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150S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14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620J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6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1150A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11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1450A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14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850A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L-8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620J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62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850J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150DN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150NB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150NS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450B 型三轮汽车

金杯牌 SY40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P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W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815-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815P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W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W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W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W2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P1 型低速货车
8、 南京铭汇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4）
金蛙牌 7Y-1150A2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1150DK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620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L-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L-1150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金蛙牌 7YPJ-1150P 型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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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牌 7Y-1150D7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D8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4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73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73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83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83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950A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9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9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A3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45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4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4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4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7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17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730A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73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73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830A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83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950A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9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9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PJZ-1475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Z-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飞彩牌 7YZ-1450 型三轮汽车
飞彩牌 FC1710P1 型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17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1710P 型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1408 型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1410P1 型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2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4020P 型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彩牌 FC5815P 型低速货车
10、 安徽省宁国市甲通机械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7、40）
甲路牌 7YL-11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L-14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L-63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L-9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JZ-14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L-11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L-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L-14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Z-14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Z-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PZ-14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7YZ-1450 型三轮汽车
甲路牌 JT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1、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7、51）
时风牌 7Y-115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A3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1150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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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710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7100P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SF11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105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1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2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0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0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4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5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6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7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8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5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6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7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2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3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815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7YPJZ-1675P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SF1405P1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0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05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B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4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7YP-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9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A3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A4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A5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A6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DA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DA3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P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P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P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A2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A3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DA2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P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P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7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7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7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7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750P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17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73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83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950A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950A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10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100P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75P1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75P3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75P4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75P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时风牌 7YPJZ-1675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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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牌 SF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5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5815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5815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582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5825P 型低速货车
12、 山东巨力机械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8、51）
巨力牌 7Y-1150A3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6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7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950A2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9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950A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9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A2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A3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A4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450A2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450A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4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时风牌 SF1410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6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610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610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0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1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2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3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7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1710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1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P2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310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5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1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2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3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4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2810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1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0P 型低速货车
时风牌 SF4015P1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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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力牌 7YP-14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J-1150A3 型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J-1150DA3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J-1450A3 型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J-1450DA3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J-14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15、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9、53）
五征牌 7Y-1150-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7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150D7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7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7YPJZ-1675 型三轮汽车
巨力牌 WJ1410V1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1410V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1410V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1410VP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1410V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1610-1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16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010P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010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3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310P 型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巨力牌 WJ2810 型低速货车
13、 山东光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9）
光明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1150Ⅰ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950 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150Ⅰ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150PⅠ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450PⅠ型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光明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14、 山东天力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9）
双力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1450A 型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14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力牌 7YP-1450A 型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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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征牌 7YPJ-1450P5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7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7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750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750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150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450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4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D1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D2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D3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D4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100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4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D1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D2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D3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D4 型自卸三轮汽
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8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4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5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6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7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A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A4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A5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4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5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6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7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150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4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4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5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6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7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8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D9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3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1450P4 型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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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征牌 WL171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D7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3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4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5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6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7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8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7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8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9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310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2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3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P2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2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3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4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7YPJZ-17100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50P1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50P2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50P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五征牌 7YPJZ-1750P 型三轮汽车
五征牌 WL140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4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10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1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12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13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14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9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10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1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PD13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4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5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6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0P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5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15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20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810P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5815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5815P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410P1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410P2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4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4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1710-3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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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马牌 7YPJ-1150C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DA1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DB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DC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E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F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GA 型罐式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GB 型罐式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G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4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450B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4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63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63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83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83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B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C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E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Z-16100P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BM1715PG 型罐式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2815PG 型罐式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4010P1 型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4015PG 型罐式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2815P-1 型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2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2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2815P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020P 型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4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582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五征牌 WL5820P 型低速货车
16、 河南奔马股份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11、67）
奔马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1150B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63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83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9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9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B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C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DB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DC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E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F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G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B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DB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DC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63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83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950B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950C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950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950E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9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7YPJ-1150B 型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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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鸽牌 7YPJ-1675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630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J-63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830A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830B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830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J-950A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Z-1450D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JZ-18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19、 长葛市真马机械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2）
金葛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830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950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630A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63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830A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83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950A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950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J-1150B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J-63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J-830A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J-830 型三轮汽车
金葛牌 7YPJ-950A 型三轮汽车
真马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20、 汝南县广源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2）
永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L-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L-11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L-1450 型三轮汽车

奔马牌 BM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4010P 型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4015 型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5815P 型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奔马牌 BM5820 型低速货车
17、 山东英田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1）
英田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1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150P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7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1750P 型三轮汽车
英田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18、 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2）
世杰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83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63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63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830A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830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宇鸽牌 7YP-950A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世杰牌 7YPJ-1450G 型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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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人民解放军 6911 工厂（《目
录》页号 12）
兴农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兴农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兴农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兴农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兴农牌 7YP-830 型三轮汽车
兴农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24、 河南葛天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13）
葛天牌 7Y-83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950A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83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950A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9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J-83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J-850 型三轮汽车
葛天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25、 湖北齿轮厂（《目录》页号 13）
星火牌 7YP-14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星火牌 7YPJ-14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26、 湖南省金华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3、76）
兰田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田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兰田牌 7YPJZ-14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田牌 7YPJZ-20100 型三轮汽车
兰田牌 XZ5815C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兰田牌 XZ5815P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27、 湖南湘乡农用运输车有限责任公
司（《目录》页号 13、76）
碧洲牌 7YPJZ-1475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碧洲牌 7YPJZ-1475DA 型自卸三轮汽车
碧洲牌 7YPJZ-14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碧洲牌 7YPJZ-20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6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9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J-6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J-95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JZ-1410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PJZ-1410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JZ-2010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PJZ-20100 型三轮汽车
永牌 7YPZ-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永牌 7YPZ-1450 型三轮汽车
21、 新乡市第一拖拉机厂（《目录》
页号 12、68）
中原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750 型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950 型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中原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中峰牌 ZF2810 型低速货车
22、 许昌机器制造厂（《目录》页号
12、67）
飞毛腿牌 7Y-1450 型三轮汽车
飞毛腿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飞毛腿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飞毛腿牌 FMT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FMT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FMT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401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4015P 型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582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飞毛腿牌 XCQ5820P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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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牌 BJ1410P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2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2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05W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05W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0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0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10-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10-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1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1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6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4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05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4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6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7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8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9 型低速货车

碧洲牌 BZ2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28、 罗山县得友农用车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3）
大别山牌 7YPJZ-14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大别山牌 7YPJZ-1475 型三轮汽车
大别山牌 7YPJZ-1675 型三轮汽车
大别山牌 7YPZ-1450 型三轮汽车
29、 双峰县五丰机械厂（《目录》页
号 13）
双峰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双峰牌 7YPJZ-1475D 型自卸三轮汽车
30、 甘肃兰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
录》页号 14、98）
兰驼牌 7Y-11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450A2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450A3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450AD2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450AD3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4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1450A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兰驼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兰驼牌 LT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兰驼牌 LT5820C 型低速货车
3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15）
北京牌 BJ140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05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05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410P2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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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牌 BJ2310W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W1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W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W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W8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WX5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X3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X5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X6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5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5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5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05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0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7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C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C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6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7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9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10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1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72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1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05C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0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0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0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05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10-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1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1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05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0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0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1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8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CS 型仓栅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6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7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8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X3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310PX5 型厢式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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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牌 BJ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7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8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9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W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W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W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5C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2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2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2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1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C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C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CD7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1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1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7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9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X7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W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W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W7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WX7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W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X7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0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5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5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1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2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4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6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10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1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1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4010PD14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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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牌 BJ5820W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W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 型低速货车
32、 天津市华夏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19）
雁牌牌 YP4015 型低速货车
33、 河北宇康农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21）
宇康牌 YK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2005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2310P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010P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0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015P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020I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020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810PⅠ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810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820P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482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15P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20PⅡ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20PDⅡ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20PI 型低速货车
宇康牌 YK5820P 型低速货车
34、 包头市胜达北方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目录》页号 22）
北飞牌 BF13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35、 保定先锋农用机械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22）
先锋牌 XF14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先锋牌 XF2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先锋牌 XF2810CW 型低速货车
36、 沈阳金杯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23）
金杯牌 SY2305P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05W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8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9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X2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X3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P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2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3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X2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X3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W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X2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X3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15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P1 型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北京牌 BJ5820P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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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四环牌 QY4010P 型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4015W 型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4015 型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15 型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20P1 型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20PCS 型仓栅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一汽四环牌 QY5820P 型低速货车
38、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27）
吉林牌 JL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吉林牌 JL4015P 型低速货车
吉林牌 JL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吉林牌 JL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吉林牌 JL5820P 型低速货车
吉林牌 JL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39、 哈尔滨哈轻农用车制造厂（《目
录》页号 28）
星光牌 HQN2805-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05P-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05W-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CDS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P-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P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W-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W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2810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4015-3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4015P-3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4015W-3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P-1 型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W-1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05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3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P3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310W3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3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5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3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5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X3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PX5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3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5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X3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WX5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X3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2810X5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D1N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P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PX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W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WX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0X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PDN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4015WDN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P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PDN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P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W1N 型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W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15X1N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杯牌 SY5820PDN 型自卸低速货车
37、 长春一汽四环长拖农用车有限公
司（《目录》页号 26）
一汽四环牌 QY2810CW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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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运牌 HY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4010P 型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4010 型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4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5815P 型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5820-1 型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宏运牌 HY5820 型低速货车
46、 江苏跃进农用车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32）
跃进牌 NJ2310-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P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P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P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W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310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810-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810-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810P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810P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810W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2810W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P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P2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P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W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4010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P1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星光牌 HQN58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40、 上海劲马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28）
九马牌 JM2305C-1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305CW-1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305C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305CW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305C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3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310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805CW-1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805C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2805CW 型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40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40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九马牌 JM4015 型低速货车
41、 句容博莱特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29）
博莱特牌 BLT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博莱特牌 BLT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42、 常州车辆有限公司（《目录》页
号 30）
常柴牌 CC2815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4015-1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4015P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4015W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4015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5815P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CC5815 型低速货车
43、 江苏中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30）
江动牌 JS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44、 无锡市锡柴低速汽车厂（《目录》
页号 31）
锡柴牌 XC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锡柴牌 XC582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锡柴牌 XC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锡柴牌 XC5820 型低速货车
45、 跃进汽车集团宏运农用车厂（《目
录》页号 31）
宏运牌 HY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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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柳州桂泰车辆有限责任公司（《目
录》页号 37）
桂泰牌 GT2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2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2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2815P 型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5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5820C 型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泰牌 GT5820P 型低速货车
51、 温岭市吉瑞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37）
吉瑞牌 JR4015P 型低速货车
吉瑞牌 JR4015X3 型厢式低速货车
52、 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38）
宝石牌 BS14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14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310P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310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2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2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5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810P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2810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0P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0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P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W 型低速货车
跃进牌 NJ5815 型低速货车
47、 常州常内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34）
常内牌 CN14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405P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7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705P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710P1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7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7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1710P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4015P1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1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P1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P2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P3 型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内牌 CN5815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48、 江苏昌达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34）
东蕾牌 QD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蕾牌 QD4010P 型低速货车
东蕾牌 QD4010 型低速货车
东蕾牌 QD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蕾牌 QD5815P 型低速货车
东蕾牌 QD5815 型低速货车
49、 徐州徐工特种汽车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34）
劲马牌 XN23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劲马牌 XN2310P 型低速货车
劲马牌 XN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劲马牌 XN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劲马牌 XN5815P 型低速货车
劲马牌 XN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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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马牌 LM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5815PDⅡ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58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55、 福建平和龙溪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44）
龙溪牌 LX2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4010P 型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4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4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4815P 型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溪牌 LX5820P 型低速货车
56、 福建省邵武铁武林车辆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44）
铁武林牌 SW2010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铁武林牌 SW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铁武林牌 SW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铁武林牌 SW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57、 福建武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44）
双富牌 FJG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4010P 型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4010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双富牌 FJG5815P 型低速货车
58、 福建漳州三龙工业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45）
龙江牌 LJ1105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2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2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2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I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4020P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C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P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PDB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P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15 型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宝石牌 BS5820P 型低速货车
53、 浙江正宇机电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38）
正宇牌 ZY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4010P1 型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4010P2 型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4010P 型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P1 型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P2 型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P3 型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正宇牌 ZY5815P 型低速货车
54、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41）
龙马牌 LM4010Ⅰ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PS 型洒水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P 型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010W 型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8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4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5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龙马牌 LM5815Ⅰ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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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牌 GN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南牌 GN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南牌 GN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南牌 GN5820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南牌 GN5820PD-Ⅱ型自卸低速货车
63、 江西英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50）
英田牌 YT140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14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170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17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英田牌 YT5815P 型低速货车
64、 山东黑豹集团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53）
黑豹牌 HB1605WX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1605W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1605X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1605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0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05Z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10P1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10PLX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10W1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10WLX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10X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310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2810CW 型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黑豹牌 HB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65、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55）
奥峰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奥峰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聚宝牌 JBC14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1410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1605P 型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PCS 型仓栅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010W 型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4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0P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0PXD 型厢式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5IP 型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5P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龙江牌 LJ581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59、 福建福迪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47）
富建牌 FJ4815BP3 型低速货车
富建牌 FJ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富建牌 FJ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富建牌 FJ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富建牌 FJ5820BP1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富建牌 FJ5820BP2D 型自卸低速货车
60、 江西星洲赣江农机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49）
赣江牌 GJ14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江牌 GJ1410F 型吸粪低速货车
赣江牌 GJ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江牌 GJ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江牌 GJ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赣江牌 GJ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61、 南昌汽车厂（《目录》页号 49）
庐山牌 LS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庐山牌 LS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庐山牌 LS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庐山牌 LS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62、 江西赣南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50）
赣南牌 GN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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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宝牌 JBC4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P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P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W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5815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14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1410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1605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1605W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1605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2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P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P2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W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W2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W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310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2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P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P2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W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W2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W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2810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P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1605W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1605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2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P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P2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P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W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W2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W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310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2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P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P2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P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W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W2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W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2810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P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P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W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W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0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5P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015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0W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P1 型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聚宝牌 JBC4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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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牌 7Y-650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6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750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7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8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950A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950A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1150A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11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1450A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14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750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7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8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150A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P1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150P1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1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P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1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450A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4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4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4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450P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奥峰牌 SD4010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W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W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0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5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015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0W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P1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4815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P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W 型低速货车
奥峰牌 SD5815 型低速货车
66、 山东海山集团总公司（《目录》
页号 58）
海山牌 HS14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67、 潍坊三富汽车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59）
三富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1150D1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1150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14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14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1450 型三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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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牌 ZB2310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05C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6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P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P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P6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P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W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W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0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5P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5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81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6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7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C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7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P 型低速货车

三富牌 7YPJ-14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7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7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7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750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750P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750P 型三轮汽车
巨风牌 7YPJ-17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1750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Z-1675PD 型自卸三轮汽车
三富牌 7YPJZ-1675P 型三轮汽车
三富牌 WF1605 型低速货车
68、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61）
轻骑牌 ZB1605-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1605-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1605-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1605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1605W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1605W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C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P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PX2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W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X1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X2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0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P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P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P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W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W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W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2310W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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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牌 ZB5820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20 型低速货车
69、 烟台汽车制造厂（《目录》页号
62）
燕台牌 YTQ2810P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2810W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2810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4010P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4010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5815P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5815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582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5820P 型低速货车
燕台牌 YTQ5820 型低速货车
70、 山东临清迅力机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目录》页号 63）
迅力牌 LZ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迅力牌 LZ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迅力牌 LZ5815P 型低速货车
71、 菏泽市汇力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67）
曹州牌 HZ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曹州牌 HZ401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72、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68）
东方红牌 BM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方红牌 BM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方红牌 BM5815P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方红牌 BM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方红牌 YT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方红牌 YT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东方红牌 YT5820P 型低速货车
73、 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69）
少林牌 SLG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少林牌 SLG5820P 型低速货车
少林牌 SLG5820 型低速货车
74、 鹤壁天马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69）

轻骑牌 ZB40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0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D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P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W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01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0-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0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0P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0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5-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5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15W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4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6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1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2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3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4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5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15W 型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轻骑牌 ZB5820P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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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达牌 LD5820P 型低速货车
77、 湖北荆州华通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73）
华通牌 JN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5815P 型低速货车
华通牌 JN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78、 东风神宇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74）
神宇牌 DFA23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310P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3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310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P-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P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PD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P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W-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W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10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2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2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C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2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D-1A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D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P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W-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W-2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W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0 型低速货车

金驹牌 JJ2810P 型低速货车
金驹牌 JJ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75、 宜昌陆圣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69）
至喜牌 ZX2310P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2805CW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4015W-1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4015W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4015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402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4025C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5820CG 型罐式运油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5820CSS 型洒水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5820C 型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5820G 型罐式运油低速货车
至喜牌 ZX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69
至喜牌 ZX5820PG 型罐式运油低速货车
69
至喜牌 ZX5820PSS 型洒水低速货车 69
至喜牌 ZX5820P 型低速货车 69
至喜牌 ZX5820SS 型洒水低速货车 69
76、 湖北联达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72）
联达牌 LD2810L 型仓栅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2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2815G 型罐式运油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2815SS 型洒水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10P 型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15P 型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15W 型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15 型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20C 型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2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402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5820C 型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联达牌 LD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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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犁牌 JL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犁牌 JL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犁牌 JL5820F 型吸粪低速货车
金犁牌 JL5820G 型罐式加油低速货车
金犁牌 JL582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金犁牌 JL5820SS 型洒水低速货车
81、 湖南桔洲农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76）
桔洲牌 JZ16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1610P 型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25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2510P 型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4010C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州牌 JZ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4010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州牌 JZ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州牌 JZ4010W 型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4020PI 型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5815C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5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洲牌 JZ5815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桔州牌 JZ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2、 长沙芙蓉汽车制造厂（《目录》
页号 77）
金芙蓉牌 FR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芙蓉牌 FR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3、 长沙佳宁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79）
白马牌 BM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白马牌 BM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4、 吉首市宗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目录》页号 79）
宗南牌 SF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宗南牌 SF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5、 鹤山圣宝汽车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80）
圣宝牌 SB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15W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20C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20P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4020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C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P-1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PDA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P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W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15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20C 型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宇牌 DFA5820P 型低速货车
79、 湖北力神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74）
力神牌 XC4015G 型罐式运油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15P 型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15SS 型洒水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15W 型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15 型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20C 型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402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5815PCS 型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5815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582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5820C 型低速货车
力神牌 XC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0、 湖北金力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76）
金犁牌 JL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犁牌 JL4020C 型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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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龙牌 GL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龙牌 GL5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龙牌 GL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9、 广西钦州力顺机械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84）
钦机牌 QJ25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钦机牌 QJ25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钦机牌 QJ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钦机牌 QJ5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钦机牌 QJ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90、 广西五菱福达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85）
福达牌 FD2310X 型低速货车
福达牌 FD2310 型低速货车
福达牌 FD2315 型低速货车
福达牌 FD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福达牌 FD25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福达牌 FD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福达牌 FD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91、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85）
长安牌 SC2305X 型厢式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2305 型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4010P 型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4010W 型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4010 型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5815P 型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58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5815W 型低速货车
长安牌 SC5815 型低速货车
92、 重庆市川江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80）
川江牌 CJ4010 型低速货车
川江牌 CJ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江牌 CJ5820 型低速货车
93、 成都王牌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87）
王牌牌 CDW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25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圣宝牌 SB5820 型低速货车
86、 河池车辆有限责任公司（《目录》
页号 81）
河驰牌 HC25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2510C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25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2515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2515C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2515C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582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5820C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5820C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河驰牌 HC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7、 南宁五菱桂花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82）
桂花牌 GH14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310-1 型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3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310X 型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310 型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5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5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5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5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25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4015C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4015C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40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20PD-Ⅰ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花牌 GH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88、 柳州众力车辆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83）
桂龙牌 GL25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桂龙牌 GL25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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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成都市天马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92）
方圆牌 FY2310W 型低速货车
方圆牌 FY2310 型低速货车
98、 四川银河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92）
川交牌 CJ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5815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5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3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5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P3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P5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282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5P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15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2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C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CD9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2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28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28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4010C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4010P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40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40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5815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5815P 型低速货车
王牌牌 CDW5815W 型低速货车
94、 四川省康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90）
康路牌 KL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康路牌 KL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康路牌 KL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95、 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90）
华川牌 DZ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C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CW 型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4015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58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5815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川牌 DZ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96、 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91）
遂州牌 SZ2305C1 型低速货车
遂州牌 SZ2305CW1 型低速货车
遂州牌 SZ2305CW 型低速货车
遂州牌 SZ2305C 型低速货车
遂州牌 SZ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遂州牌 SZ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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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豹牌 SB5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00、 四川岳城车业有限公司（《目录》
页号 93）
岳城牌 YC140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岳城牌 YC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岳城牌 YC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岳城牌 YC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岳城牌 YC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岳城牌 Y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岳城牌 YC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01、 成都双流东风川柴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目录》页号 94）
川柴牌 CC2310CW 型低速货车
川柴牌 CC2810CW 型低速货车
102、 资阳市南骏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94）
南骏牌 NJP2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0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2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3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1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2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3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P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0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5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5C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15C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2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2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P2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4020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C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15P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2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CD6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CD9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P2 型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路牌 CGC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28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28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40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40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4010CD4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4010CD5 型自卸低速货车
川交牌 CJ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99、 四川省四通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93）
神豹牌 SB25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豹牌 SB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神豹牌 SB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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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骏牌 NJP582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C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P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W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 型低速货车
103、 遂宁市科威达车业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95）
科威达牌 KWD40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04、 云南金马农用车制造总厂（《目
录》页号 95）
金马牌 JM582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金马牌 JM5820 型低速货车
105、 黔南山地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96）
山地牌 SD14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2510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2810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28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28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582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山地牌 SD5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06、 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目录》页号 96）
蓝箭牌 LJC28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CS 型仓栅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PCS 型仓栅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P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WCS 型仓栅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W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2810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1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CS 型仓栅式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282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1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P1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P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0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C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C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0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4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C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P1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PD3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P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W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W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15 型低速货车
南骏牌 NJP5820C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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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牌 BAJ4020 型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4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4815C 型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5815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5815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08、 山鹰集团乌江机械厂（《目录》
页号 97）
山鹰牌 SY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109、 兰州常柴西北车辆有限公司（《目
录》页号 98）
常柴牌 7Y-11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常柴牌 7Y-1150A 型三轮汽车
常柴牌 7Y-1450A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常柴牌 7Y-1450A 型三轮汽车
常柴牌 7YP-1150D 型自卸三轮汽车
常柴牌 7YPJZ-1675 型三轮汽车
常柴牌 LZC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柴牌 LZC4010P 型低速货车
常柴牌 LZC582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柴牌 LZC582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常柴牌 LZC5820P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P1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PCS 型仓栅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W1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WCS 型仓栅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W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40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0P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0W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0X 型厢式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1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P1 型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PD2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蓝箭牌 LJC5815W1 型低速货车
107、 宝鸡华山工程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页号 97）
华山牌 BAJ4010C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4010PD1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4010PD 型自卸低速货车
华山牌 BAJ4020P 型低速货车

说明：已核准更改产品技术参数、注册商标、企业名称、注册及生
产地址的企业,允许其所生产的相应产品在核准更改后 6 个月内按照原
《公告》内技术参数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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