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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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批）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1 安徽国润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润驰牌 GRX5080TYHF 路面养护车

2
安徽同博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桐工牌 TBJ5035TPSQ5

大流量排水抢

险车

3 成都新全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鑫驰牌 XQY5310XDYG6 电源车

4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65JGK6DS 高空作业车

5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90JGK6DS 高空作业车

6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160XDY6ZX 电源车

7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3XXH6YH 救险车

8 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牌 CL5041XXH6ZX 救险车

9
程力新富襄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新富

牌 CXF5180GQXEQ6 清洗车

10
程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重工

牌 CLH5040XXHJ6 救险车

11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044JGKJDP 高空作业车

12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程力威牌 CLW5150XXHZ6 救险车

13 楚胜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楚胜牌 CSC5449TQZBT6 清障车

14 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龙马牌 FLM5182TSLDF6 扫路车

15 广东粤海汽车有限公司 粤海牌 YH5310TQZ126T 清障车

16
广州番禺超人运输设备实业有限公

司 途稳行牌 PC5110XZM

抢险救援照明

车

17 合肥正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睿正牌 HZM5320TQZ 清障车

18 河南宛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宛都旺牌 HWD5041XXH 救险车

19 河南亿拖车辆有限公司 亿拖牌 CYT5046XDS 电视车

20 河南亿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斯威谱牌 NYX5046TQZE6 清障车

21 河南亿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斯威谱牌 NYX5186TQZB6 清障车

22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楚飞牌 CLQ5041XJC6NJ 检测车

23
湖北浩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浩天星运

牌 HTX5030TYHL6 路面养护车

24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虹宇牌 HYS5043XXHE6 救险车

25 湖北华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荣骏达牌 HHX5280THS 混砂车

26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江特牌 JDF5041JGK24Q6S 高空作业车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27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030TPSJX6

大流量排水抢

险车

28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030XGCZN6 电力工程车

29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040XJCNJ6 检测车

30 湖北四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丰霸牌 STD5120XXHBJ6 救险车

31 湖北震序车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远牌 EZY5037XXHU2N6A 救险车

32 嘉祥萌山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萌山牌 MSC5041JGK 高空作业车

33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

公司

江铃全顺

牌 JX5046XJXMK6 检修车

34 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瀚驰龙牌 MCL5100XXHT6 救险车

35
兰考神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明健神力

牌 MJA5040JGKDY6 高空作业车

36 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兰通牌 LTJ5124TGL6 锅炉车

37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畅丰牌 CFQ5250XDY6DFHC 电源车

38
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 光通牌

MX5300TXFBP400/YDX

ZSK 泵浦消防车

39 南阳华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华石牌 NHM5288TCJ 测井车

40 启航汽车有限公司 启敬牌 QHV5049XXHQL6 救险车

41
启航汽车有限公司 启敬牌 QHV5089TPSQL6

大流量排水抢

险车

42 青岛索尔汽车有限公司 青索牌 QJM5021XXH6 救险车

43 青岛新凯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青凯牌 QKP9400XDY 电源半挂车

44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金旅牌 XML5182XYL26 医疗车

45 山东中邦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嘉郓牌 SZB5040JGKZZ6 高空作业车

46 山东中邦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嘉郓牌 SZB5040TBAJX6 搬家作业车

47 山东中达威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中达威牌 CFY5071TSLEQ6 扫路车

48
陕西通运专用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忠华通运

牌 TYJ5250THS 混砂车

49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银河牌 BX5130TXFJY162/M6

抢险救援消防

车

50
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银河牌 BX5180TXFZM100/HT6 照明消防车

51
上海航空特种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赛沃牌 SAV5040TSDE6

防役消毒洒水

车

52 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川消牌 SXF5162TXFPY56 排烟消防车

53 四机赛瓦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赛瓦牌 SEV5154TBC 仪表车

54
铁岭陆平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陆平机器

牌 LPC5070GQXBEV

纯电动下水道

疏通清洗车

55 武汉楷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楷迩牌 CEH5040GQX 清洗车

56 武汉市政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皇冠牌 WZJ5070XGCE6 工程车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品牌 产品型号 车辆名称

57
新乡市骏华专用汽车车辆有限公司

路路骏华

牌 JQ5319TFCD

沥青碎石同步

封层车

58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10TFCTBZ

沥青碎石同步

封层车

59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牌 XZJ5331TXFDF30/G2

水带敷设消防

车

60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30XPDKN61 配电车

61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海伦哲牌 XHZ5069JGKQ6 高空作业车

62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113JGKQ6 高空作业车

63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042JGKJA6 高空作业车

64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321JQJC6 桥梁检测车

65 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徐工牌 XGS5440TQZS6 清障车

66 烟台海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海德牌 CHD9130XJC 检测半挂车

67 易安达(湖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迈德盛牌 YAD5040JGKQL6 高空作业车

68 易安达(湖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迈德盛牌 YAD5044JGKBJ6 高空作业车

69 易安达(湖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迈德盛牌 YAD5111JGKEQ6 高空作业车

70 浙江万疆兴驰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匠兴牌 ZWJ5060JGKJLE1 高空作业车

71 浙江万疆兴驰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匠兴牌 ZWJ5180XXHDFE1 救险车

72
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振汉江

牌 HJZ5180TWQ6ZZ

道路污染清除

车

73
重庆耐德山花特种车有限责任公司

耐德山花

牌 NDT5270XYLA6 医疗车

74 驻马店长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昶普牌 CRY5250XYL 医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