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造价信息（深圳）

编制声明：本价格信息是经过市场收集、调查、分析、整理完成的，包含了材料原价、材料运杂费、运输损耗费、采购及保管费和税金等运至施工现场指
定点的各项费用，反映发布周期内的材料市场综合价格水平。本价格信息仅作为编制工程概预算、招标控制价等的计价参考，并非“政府定价”或者“政府

指导价”。工程计价时，应综合考虑项目特点、品牌档次需求等因素，结合市场实际合理确定相应材料设备的合同价、结算价。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热轧光圆钢筋 HPB300 φ6～10 盘卷 t 5242.00 

热轧光圆钢筋 HPB300 φ>10 t 5218.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6 盘卷 t 5514.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8～10 盘卷 t 5229.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10 t 5365.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12～14 t 5264.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16～25 t 5156.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28～32 t 5300.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φ36～40 t 5445.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500E φ12～14 t 575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热轧带肋钢筋 HRB500E φ16～25 t 5624.00 

热轧带肋钢筋 HRB500E φ28～32 t 5775.00 

冷轧带肋钢筋 定长12m t 5440.00 

冷轧带肋钢筋网片 — t 6014.00 

方钢 综合 t 5331.00 

扁钢 综合 t 5396.00 

工字钢 综合 t 5477.00 

角钢 综合 t 5490.00 

槽钢 综合 t 5412.00 

钢板 δ≤4 t 5683.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板 Q235B δ=8 t 5826.00 

钢板 Q235B δ=10 t 5744.00 

钢板 Q235B δ=12 t 5565.00 

钢板 Q235B δ=14～40 t 5450.00 

钢板 Q355B δ=8 t 6039.00 

钢板 Q355B δ=10 t 5956.00 

钢板 Q355B δ=12 t 5782.00 

钢板 Q355B δ=14～40 t 5674.00 

镀锌钢板 δ=0.5 t 6962.00 

镀锌钢板 δ=1.0 t 666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不锈钢电焊条 E308-16 φ2.5 kg 36.84 

不锈钢电焊条 E308-16 φ＜2.5 kg 39.46 

电焊条 E4303 φ2.5 kg 8.99 

电焊条 E4303 φ3.2 kg 8.24 

电焊条 E4303 φ4.0 kg 8.26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R 袋装 t 610.00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R 散装 t 563.00 

白水泥 — t 822.00 

中砂 — m3 292.00 

碎石 20～40 m3 223.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碎石 5～25 m3 223.00 

块石 — m3 149.00 

毛石 — m3 166.00 

片石（不规则） — m3 156.00 

石粉渣 — m3 121.00 

加气混凝土砌块 5.0MPa m3 355.00 

普通混凝土多排孔空心砌块 390×190×190 5.0MPa 块 3.79 

普通混凝土多排孔空心砌块 390×190×190 7.5MPa 块 4.01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90 3.5MPa 块 2.63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90 5.0MPa 块 2.7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90 7.5MPa 块 3.04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140 3.5MPa 块 3.63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140 5.0MPa 块 3.81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140 7.5MPa 块 3.82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190 3.5MPa 块 4.89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190 5.0MPa 块 5.15 

普通混凝土空心砌块 390×190×190 7.5MPa 块 5.55 

普通混凝土实心砖 240×115×53 7.5MPa 块 0.73 

普通混凝土实心砖 240×115×53 10.0MPa 块 0.86 

普通混凝土门套砖 250×115×90 7.5MPa 块 2.57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普通混凝土门套砖 250×115×90 10.0MPa 块 2.68 

普通混凝土实心配套砖 190×90×50 7.5MPa 块 0.54 

普通混凝土实心配套砖 190×90×50 10.0MPa 块 0.78 

建筑废渣混凝土实心砖 240×115×53 5.0MPa 块 0.56 

建筑废渣混凝土实心砖 240×115×53 7.5MPa 块 0.60 

建筑废渣混凝土实心砖 240×115×53 10.0MPa 块 0.64 

建筑废渣混凝土配套砖 190×90×45 5.0MPa 块 0.37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400×95 A　 m 157.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400×95 AB　 m 191.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500×100 A m 199.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500×100 AB m 236.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500×125 A　 m 238.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500×125 AB　 m 249.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600×110 A m 290.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600×110 AB m 310.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600×130 A m 325.00 

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 φ600×130 AB m 350.00 

浮法白色玻璃 δ=5 m2 36.00 

浮法白色玻璃 δ=6 m2 42.00 

钢化白玻 δ=5 m2 6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化白玻 δ=6 m2 75.00 

钢化白玻 δ=8 m2 95.00 

钢化白玻 δ=10 m2 118.00 

钢化白玻 δ=12 m2 132.00 

钢化白玻 δ=15 m2 232.00 

钢化白玻 δ=19 m2 330.00 

防锈漆 红色 kg 11.75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SBS)（执行标准

GB18242-2008） 聚酯胎 PY-聚乙烯膜 PE-Ⅰ型 δ=3 m2 34.38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SBS)（执行标准

GB18242-2008） 聚酯胎 PY-聚乙烯膜 PE-Ⅰ型 δ=4 m2 41.32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执行标准GB23441-
2009） 无胎基 N-聚酯膜 PET-Ⅰ型 δ=1.5 m2 27.12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执行标准GB23441-
2009） 聚酯胎 PY-聚乙烯膜 PE-Ⅰ型 δ=3 m2 34.12 

湿铺防水卷材（执行标准GB/T35467-2017） 高分子 P-聚乙烯膜 PE（进口膜）-Ⅰ型 δ=1.5 m2 29.80 

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执行标准
GB/T35468-2017） 聚酯胎 PY-聚乙烯膜 PE（化学阻根剂）-Ⅱ型 δ=4 m2 51.09 

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执行标准GB/T23457-
2017) 非沥青基 δ=1.2 m2 39.73 

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执行标准GB/T23457-
2017) 非沥青基 δ=1.5 m2 46.62 

聚氨酯防水涂料（执行标准GB/T 19250-2013） 单组份-Ⅰ型 kg 17.51 

聚氨酯防水涂料（执行标准GB/T 19250-2013） 双组份-Ⅰ型 kg 15.50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执行标准GB/T23445-2009） Ⅰ型 kg 12.47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执行标准GB/T23445-2009） Ⅱ型 kg 11.93 

高分子益胶泥 干混类-Ⅰ型 kg 3.9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石油沥青 进口AH～70号 kg 4.91 

改性沥青 — kg 5.87 

乳化沥青 — kg 3.88 

汽油 92号 kg 8.83 

汽油 95号 kg 9.33 

柴油 0号 kg 7.34 

水 — m3 3.77 

电 — kW·h 0.70 

建筑模板 1830×915×18 一级红板 张 76.00 

建筑模板 1830×915×18 二级红板 张 69.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建筑模板 1830×915×18 三级红板 张 61.00 

建筑模板 1830×915×18 一级黑板 张 85.00 

建筑模板 1830×915×18 二级黑板 张 84.00 

建筑模板 1830×915×18 三级黑板 张 74.00 

脚手架钢管 — kg 5.32 

脚手架扣件(综合) 含对接扣、直角扣、活动扣等 个 6.68 

松杂木脚手板 — m3 2414.00 

松杂枋板材 周转材 m3 2209.00 

安全网 — m2 8.52 

机制混凝土人行道路面砖  C30 250×250×50 本色 m2 54.8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机制混凝土人行道路面砖  C30 250×250×50 白色 m2 54.95 

机制混凝土人行道路面砖  C30 250×250×50 红色、黄色 m2 55.55 

机制混凝土人行道路面砖  C30 250×250×50 绿色 m2 55.72 

机制混凝土路面环保砖  C30 230×115×60 本色 m2 53.02 

机制混凝土路面环保砖  C30 230×115×60 白色 m2 53.86 

机制混凝土路面环保砖  C30 230×115×60 红色、黄色 m2 55.70 

机制混凝土路面环保砖  C30 230×115×60 绿色 m2 55.76 

机制混凝土路面透水砖  C30 230×115×60 本色 m2 56.12 

机制混凝土路面透水砖  C30 230×115×60 红色、黄色 m2 57.11 

机制混凝土路面透水砖  C30 200×100×80 本色 m2 63.3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机制混凝土路面透水砖  C30 200×100×80 红色、黄色 m2 64.21 

混凝土路缘石 C30 500×300×120 块 20.29 

混凝土路缘石 C30 500×400×150 块 28.83 

混凝土路缘平石 C30 500×200×80 块 12.17 

普通预拌混凝土 C1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579.83 

普通预拌混凝土 C1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04.80 

普通预拌混凝土 C2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10.44 

普通预拌混凝土 C2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52.41 

普通预拌混凝土 C3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56.08 

普通预拌混凝土 C3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03.0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普通预拌混凝土 C4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29.36 

普通预拌混凝土 C4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49.73 

普通预拌混凝土 C5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98.46 

普通预拌混凝土 C5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803.53 

普通预拌混凝土 C6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849.87 

泵送预拌混凝土 C1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04.82 

泵送预拌混凝土 C1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43.82 

泵送预拌混凝土 C2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47.48 

泵送预拌混凝土 C2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67.66 

泵送预拌混凝土 C3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688.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泵送预拌混凝土 C3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25.77 

泵送预拌混凝土 C4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38.82 

泵送预拌混凝土 C4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764.94 

泵送预拌混凝土 C5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804.69 

泵送预拌混凝土 C55,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848.92 

泵送预拌混凝土 C60,骨料最大粒径31.5 m3 863.53 

湿拌砌筑砂浆 M5 m3 532.66 

湿拌砌筑砂浆 M7.5 m3 553.29 

湿拌砌筑砂浆 M10 m3 563.09 

湿拌砌筑砂浆 M15 m3 573.6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湿拌砌筑砂浆 M20 m3 628.98 

湿拌砌筑砂浆 M25 m3 635.71 

湿拌抹灰砂浆 M5 m3 562.24 

湿拌抹灰砂浆 M7.5 m3 567.30 

湿拌抹灰砂浆 M10 m3 578.61 

湿拌抹灰砂浆 M15 m3 598.68 

湿拌抹灰砂浆 M20 m3 626.12 

湿拌地面砂浆 M15 m3 606.38 

湿拌地面砂浆 M20 m3 612.37 

湿拌地面砂浆 M25 m3 663.7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普通沥青混凝土 AC-10 t 708.78 

普通沥青混凝土 AC-13 t 689.62 

普通沥青混凝土 AC-16 t 643.90 

普通沥青混凝土 AC-20 t 605.82 

普通沥青混凝土 AC-25 t 604.14 

普通沥青混凝土 AC-30 t 591.04 

普通沥青混凝土 AM-25 t 580.02 

普通沥青混凝土 AM-30 t 578.18 

普通沥青混凝土 AK-13 t 636.62 

普通沥青混凝土 AK-16 t 612.4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改性沥青混凝土 SBSAC-10 t 788.67 

改性沥青混凝土 SBSAC-13 t 740.39 

改性沥青混凝土 SBSAC-16 t 684.26 

改性沥青混凝土 SBSAC-20 t 670.26 

改性沥青混凝土 SBSAC-25 t 641.14 

防水混凝土 P6 m3 8.00 

防水混凝土 P8 m3 10.00 

防水混凝土 P10 m3 13.00 

防水混凝土 P12 m3 17.00 

细石混凝土 骨料最大粒径10 m3 2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抗折混凝土 4.0MPa m3 25.00 

抗折混凝土 4.5MPa m3 33.00 

抗折混凝土 5.0MPa m3 40.00 

焊接钢管 DN15×2.8 m 7.28 

焊接钢管 DN20×2.8 m 9.43 

焊接钢管 DN25×3.2 m 13.89 

焊接钢管 DN32×3.5 m 19.02 

焊接钢管 DN40×3.5 m 22.42 

焊接钢管 DN50×3.8 m 30.17 

焊接钢管 DN65×4.0 m 40.5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焊接钢管 DN80×4.0 m 48.51 

焊接钢管 DN100×4.0 m 63.14 

焊接钢管 DN125×4.0 m 78.77 

焊接钢管 DN150×4.5 m 105.19 

焊接钢管 DN200×6.0 m 185.44 

焊接钢管 DN250×7.0 m 268.45 

焊接钢管 DN300×8.0 m 364.22 

焊接钢管 DN350×9.0 m 465.05 

焊接钢管 DN400×10.0 m 580.51 

焊接钢管 综合 t 5792.67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热镀锌钢管 DN15×2.8 m 9.51 

热镀锌钢管 DN20×2.8 m 12.02 

热镀锌钢管 DN25×3.2 m 17.28 

热镀锌钢管 DN32×3.5 m 24.03 

热镀锌钢管 DN40×3.5 m 27.92 

热镀锌钢管 DN50×3.8 m 37.71 

热镀锌钢管 DN65×4.0 m 49.98 

热镀锌钢管 DN80×4.0 m 59.10 

热镀锌钢管 DN100×4.0 m 76.75 

热镀锌钢管 DN125×4.0 m 102.9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热镀锌钢管 DN150×4.5 m 129.06 

热镀锌钢管 DN200×6.0 m 228.98 

热镀锌钢管 DN250×7.0 m 327.86 

热镀锌钢管 综合 t 6657.57 

无缝钢管 D22×2.5 m 8.76 

无缝钢管 D25×2.5 m 10.06 

无缝钢管 D32×3.0 m 14.67 

无缝钢管 D38×3.5 m 19.87 

无缝钢管 D45×3.5 m 23.57 

无缝钢管 D57×3.5 m 29.7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缝钢管 D76×4.0 m 45.83 

无缝钢管 D89×4.0 m 54.00 

无缝钢管 D108×4.0 m 66.18 

无缝钢管 D133×4.5 m 91.26 

无缝钢管 D159×4.5 m 109.66 

无缝钢管 D159×5.0 m 120.60 

无缝钢管 D219×6.0 m 212.51 

无缝钢管 D219×7.0 m 245.24 

无缝钢管 D273×8.0 m 339.82 

无缝钢管 D325×8.0 m 405.1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缝钢管 D377×10.0 m 583.58 

无缝钢管 D426×11.0 m 723.25 

无缝钢管 综合 t 6228.44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15 m 14.18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20 m 17.60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25 m 24.87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32 m 33.87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40 m 43.49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50 m 51.20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65 m 71.6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80 m 86.66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100 m 112.78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125 m 156.98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150 m 192.29 

衬塑镀锌钢管（内衬PE） DN200 m 343.84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300×30×2000 m 98.58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400×40×2000 m 130.33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500×50×2000 m 173.09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600×60×2000 m 227.24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800×80×2000 m 396.5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1000×100×2000 m 625.06 

承插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Ⅱ级） D1200×120×2000 m 791.44 

F型承插式钢筋混凝土顶管（Ⅲ级） D600×60×2000 m 553.06 

F型承插式钢筋混凝土顶管（Ⅲ级） D800×80×2000 m 868.63 

F型承插式钢筋混凝土顶管（Ⅲ级） D1000×100×2000 m 1153.45 

F型承插式钢筋混凝土顶管（Ⅲ级） D1200×120×2000 m 1521.68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40×2.0 PN1.0 m 7.13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50×2.4 PN1.0 m 10.38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63×3.0 PN1.0 m 16.22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75×3.6 PN1.0 m 23.0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90×4.3 PN1.0 m 32.42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110×4.2 PN1.0 m 47.18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125×4.8 PN1.0 m 59.76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160×6.2 PN1.0 m 87.14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200×7.7 PN1.0 m 136.64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250×9.6 PN1.0 m 215.22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315×12.1 PN1.0 m 345.73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40×3.0 PN1.6 m 9.79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50×3.7 PN1.6 m 14.99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63×4.7 PN1.6 m 24.5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75×5.6 PN1.6 m 34.54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90×6.7 PN1.6 m 48.96 

硬聚氯乙烯 (PVC-U)给水管 dn110×6.6 PN1.6 m 70.26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32×2.0 m 4.52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40×2.0 m 5.60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50×2.0 m 6.97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75×2.3 m 11.81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110×3.2 m 21.47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160×4.0 m 41.59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200×4.9 m 74.12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 dn250×6.2 m 116.7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10×4.2 PN0.6 m 30.57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60×6.2 PN0.6 m 60.2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00×7.7 PN0.6 m 99.3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25×8.6 PN0.6 m 123.5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50×9.6 PN0.6 m 154.7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15×12.1 PN0.6 m 257.7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55×13.6 PN0.6 m 311.3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0×15.3 PN0.6 m 408.7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0×19.1 PN0.6 m 616.0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90×4.3 PN0.8 m 25.5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10×5.3 PN0.8 m 38.3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25×6.0 PN0.8 m 48.81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60×7.7 PN0.8 m 80.2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00×9.6 PN0.8 m 126.39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25×10.8 PN0.8 m 158.7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50×11.9 PN0.8 m 195.21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15×15.0 PN0.8 m 315.1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55×16.9 PN0.8 m 399.3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0×19.1 PN0.8 m 510.4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50×21.5 PN0.8 m 642.59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0×23.9 PN0.8 m 786.6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75×4.5 PN1.0 m 22.0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90×5.4 PN1.0 m 31.6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10×6.6 PN1.0 m 46.57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25×7.4 PN1.0 m 59.22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60×9.5 PN1.0 m 97.1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00×11.9 PN1.0 m 150.9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25×13.4 PN1.0 m 190.7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50×14.8 PN1.0 m 235.1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15×18.7 PN1.0 m 379.6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55×21.1 PN1.0 m 482.5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0×23.7 PN1.0 m 612.7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50×26.7 PN1.0 m 778.89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0×29.7 PN1.0 m 944.14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60×33.2 PN1.0 m 1197.87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630×37.4 PN1.0 m 1504.2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2×2.4 PN1.25 m 5.1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3.0 PN1.25 m 8.0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3.7 PN1.25 m 11.6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63×4.7 PN1.25 m 19.5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75×5.6 PN1.25 m 27.4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90×6.7 PN1.25 m 39.20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10×8.1 PN1.25 m 57.2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25×9.2 PN1.25 m 76.2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60×11.8 PN1.25 m 122.7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00×14.7 PN1.25 m 188.3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25×16.6 PN1.25 m 246.3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50×18.4 PN1.25 m 295.58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15×23.2 PN1.25 m 475.7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55×26.1 PN1.25 m 607.2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0×29.4 PN1.25 m 765.0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50×33.1 PN1.25 m 973.2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0×36.8 PN1.25 m 1287.4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2×3.0 PN1.6 m 6.17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3.7 PN1.6 m 9.4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4.6 PN1.6 m 14.64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63×5.8 PN1.6 m 23.41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75×6.8 PN1.6 m 32.43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90×8.2 PN1.6 m 46.27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10×10.0 PN1.6 m 68.96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25×11.4 PN1.6 m 91.22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160×14.6 PN1.6 m 144.32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00×18.2 PN1.6 m 231.59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25×20.5 PN1.6 m 291.45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250×22.7 PN1.6 m 358.21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15×28.6 PN1.6 m 571.79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355×32.2 PN1.6 m 721.77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00×36.3 PN1.6 m 929.94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450×40.9 PN1.6 m 1175.0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聚乙烯（PE）给水管(PE100) dn500×45.4 PN1.6 m 1443.58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0×2.0 PN1.25 m 4.00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5×2.3 PN1.25 m 5.60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32×2.9 PN1.25 m 8.8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40×3.7 PN1.25 m 15.14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50×4.6 PN1.25 m 22.66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63×5.8 PN1.25 m 36.9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75×6.8 PN1.25 m 52.60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90×8.2 PN1.25 m 76.35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10×10.0 PN1.25 m 114.5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25×11.4 PN1.25 m 155.9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40×12.7 PN1.25 m 202.88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60×14.6 PN1.25 m 244.98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6×2.0 PN1.6 m 3.59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0×2.3 PN1.6 m 4.3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5×2.8 PN1.6 m 6.6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32×3.6 PN1.6 m 11.1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40×4.5 PN1.6 m 18.4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50×5.6 PN1.6 m 28.64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63×7.1 PN1.6 m 46.0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75×8.4 PN1.6 m 63.1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90×10.1 PN1.6 m 90.40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10×12.3 PN1.6 m 134.16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25×14.0 PN1.6 m 183.00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40×15.7 PN1.6 m 241.62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60×17.9 PN1.6 m 292.35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6×2.2 PN2.0 m 5.28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0×2.8 PN2.0 m 5.45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5×3.5 PN2.0 m 8.1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32×4.4 PN2.0 m 13.2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40×5.5 PN2.0 m 21.9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50×6.9 PN2.0 m 34.29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63×8.6 PN2.0 m 55.0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75×10.3 PN2.0 m 77.22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90×12.3 PN2.0 m 110.65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10×15.1 PN2.0 m 167.84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25×17.1 PN2.0 m 233.19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40×19.2 PN2.0 m 314.0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60×21.9 PN2.0 m 380.60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6×2.7 PN2.5 m 4.8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0×3.4 PN2.5 m 6.3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25×4.2 PN2.5 m 10.2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32×5.4 PN2.5 m 16.83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40×6.7 PN2.5 m 26.31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50×8.3 PN2.5 m 41.3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63×10.5 PN2.5 m 65.68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75×12.5 PN2.5 m 91.08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90×15.0 PN2.5 m 133.67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给水管 dn110×18.3 PN2.5 m 194.30 

平焊碳钢法兰 DN80 PN1.0 片 3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平焊碳钢法兰 DN100 PN1.0 片 42.00 

平焊碳钢法兰 DN150 PN1.0 片 69.00 

平焊碳钢法兰 DN200 PN1.0 片 89.00 

平焊碳钢法兰 DN250 PN1.0 片 127.00 

平焊碳钢法兰 DN300 PN1.0 片 159.00 

平焊碳钢法兰 DN80 PN1.6 片 40.00 

平焊碳钢法兰 DN100 PN1.6 片 48.00 

平焊碳钢法兰 DN150 PN1.6 片 80.00 

平焊碳钢法兰 DN200 PN1.6 片 109.00 

平焊碳钢法兰 DN250 PN1.6 片 16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平焊碳钢法兰 DN300 PN1.6 片 208.00 

平焊碳钢法兰 DN80 PN2.5 片 52.00 

平焊碳钢法兰 DN100 PN2.5 片 74.00 

平焊碳钢法兰 DN150 PN2.5 片 120.00 

平焊碳钢法兰 DN200 PN2.5 片 173.00 

平焊碳钢法兰 DN250 PN2.5 片 235.00 

平焊碳钢法兰 DN300 PN2.5 片 354.00 

风阀执行机构 WS-K 套 73.00 

风阀执行机构 WS-FK 套 74.00 

风阀执行机构 WSDc-FK 套 147.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风阀执行机构 WSDj-K 套 673.00 

风阀执行机构 WSDj-FK 套 673.00 

风阀执行机构 SDc-K 套 147.00 

风阀执行机构 WSDc-K 套 159.00 

风阀执行机构 WSDc-YK 套 304.00 

风阀执行机构 SDc-YK 套 262.00 

风阀执行机构 ZAJ-2型 套 249.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220V/5W-2U-E27 套 13.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220V/8W-2U-E27 套 14.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220V/11W-2U-E27 套 17.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220V/13W-2U-E27 套 21.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220V/18W-3U-E27 套 23.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220V/24W-3U-E27 套 24.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LED灯 220V/3W-E27 套 16.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LED灯 220V/5W-E27 套 18.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LED灯 220V/7W-E27 套 20.00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LED灯 220V/10W-E27 套 22.00 

格栅灯（荧光灯盘） T5 3*14W格栅灯 600*600 套 179.00 

格栅灯（荧光灯盘） T5 2*28W格栅灯 300*1200 套 181.00 

格栅灯（荧光灯盘） T5 3*28W格栅灯 600*1200 套 26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1.5 m 1.25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2.5 m 2.04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4 m 3.23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6 m 4.87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10 m 8.16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16 m 12.37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25 m 19.90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35 m 28.16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50 m 39.80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70 m 55.8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95 m 76.01 

绝缘电线 450/750V BV 120 m 96.01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2.5 m 2.05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4 m 3.33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6 m 4.78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10 m 8.17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16 m 12.82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25 m 21.01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35 m 28.84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50 m 39.3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软电线 450/750V BVR 70 m 56.50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0.75 m 0.78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1 m 0.99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1.5 m 1.42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2.5 m 2.23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4 m 3.47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6 m 5.10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10 m 8.54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16 m 12.76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25 m 20.9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35 m 28.97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50 m 39.52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70 m 56.34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95 m 77.95 

绝缘护套电线 300/500V BVV 120 m 98.04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2×0.75 m 1.77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2×1 m 2.20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2×1.5 m 3.11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2×2.5 m 4.94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3×0.75 m 2.4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3×1.0 m 3.10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3×1.5 m 4.40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3×2.5 m 7.04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4×0.75 m 3.14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4×1.0 m 3.97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4×1.5 m 5.76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4×2.5 m 9.08 

绝缘护套软电线 300/500V RVV 5×0.75 m 3.88 

绝缘绞型软电线 300/300V RVS 2×1 m 1.81 

绝缘绞型软电线 300/300V RVS 2×1.5 m 2.5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绞型软电线 300/300V RVS 2×2.5 m 3.96 

绝缘绞型软电线 300/300V RVS 2×4 m 6.39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1×0.5 m 1.17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1×0.75 m 1.36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1×1 m 1.78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1×1.5 m 2.24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2×0.5 m 2.69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2×0.75 m 3.22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2×1 m 3.96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2×1.5 m 5.06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3×0.5 m 3.26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3×0.75 m 4.02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3×1 m 5.14 

绝缘屏蔽护套软电线 300/300V RVVP 3×1.5 m 7.1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4×0.75 m 3.3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4×1 m 4.3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4×1.5 m 6.0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4×2.5 m 9.5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4×4 m 14.7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4×6 m 21.7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5×0.75 m 4.0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5×1 m 5.1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5×1.5 m 7.3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5×2.5 m 11.7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5×4 m 18.3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5×6 m 27.0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6×0.75 m 4.7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6×1 m 6.1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6×1.5 m 8.7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6×2.5 m 14.2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6×4 m 21.9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6×6 m 32.3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7×0.75 m 5.4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7×1 m 6.9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7×1.5 m 10.0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7×2.5 m 16.3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7×4 m 25.4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7×6 m 37.5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8×0.75 m 6.2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8×1 m 7.9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8×1.5 m 11.5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8×2.5 m 18.7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8×4 m 28.9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8×6 m 42.8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0×0.75 m 7.7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0×1 m 9.9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0×1.5 m 14.7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0×2.5 m 23.4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0×4 m 36.3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0×6 m 53.72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2×0.75 m 9.1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2×1 m 11.8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2×1.5 m 17.5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2×2.5 m 27.8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2×4 m 43.1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4×0.75 m 10.5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4×1 m 13.7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4×1.5 m 20.3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4×2.5 m 32.2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4×4 m 50.4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6×0.75 m 12.3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6×1 m 15.6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6×1.5 m 23.1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6×2.5 m 36.9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6×4 m 65.7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9×0.75 m 14.3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9×1 m 18.4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9×1.5 m 27.3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19×2.5 m 43.7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24×0.75 m 17.7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24×1 m 23.1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24×1.5 m 34.2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 24×2.5 m 55.1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4×0.75 m 4.8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4×1 m 5.7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4×1.5 m 7.7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4×2.5 m 11.7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4×4 m 16.6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4×6 m 23.7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5×0.75 m 5.7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5×1 m 6.8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5×1.5 m 9.3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5×2.5 m 14.5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5×4 m 20.5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5×6 m 29.7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6×0.75 m 6.5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6×1 m 8.0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6×1.5 m 11.1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6×2.5 m 16.8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6×4 m 24.2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6×6 m 35.1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7×0.75 m 7.2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7×1 m 8.9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7×1.5 m 12.3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7×2.5 m 19.0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7×4 m 27.6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7×6 m 40.0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8×0.75 m 7.9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8×1 m 9.9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8×1.5 m 14.0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8×2.5 m 21.5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8×4 m 31.4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8×6 m 46.2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0×0.75 m 9.8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0×1 m 12.2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0×1.5 m 16.8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0×2.5 m 26.0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0×4 m 38.9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0×6 m 56.9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2×0.75 m 11.36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2×1 m 14.2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2×1.5 m 20.4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2×2.5 m 31.2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2×4 m 46.13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2×6 m 66.7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4×0.75 m 13.09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4×1 m 16.0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4×1.5 m 23.45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4×2.5 m 35.6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4×4 m 53.1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4×6 m 77.40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6×0.75 m 14.4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6×1 m 18.61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6×1.5 m 26.5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6×2.5 m 39.72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9×1 m 21.06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9×1.5 m 30.34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19×2.5 m 47.68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24×1 m 26.47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24×1.5 m 37.5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控制电缆 450/750V KVV22 24×2.5 m 60.19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5 m 4.89 

电力电缆 0.6/1kV VV 3×2.5 m 7.39 

电力电缆 0.6/1kV VV 3×4 m 11.41 

电力电缆 0.6/1kV VV 3×6 m 16.43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0 m 25.66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6 m 39.80 

电力电缆 0.6/1kV VV 3×25 m 61.71 

电力电缆 0.6/1kV VV 3×35 m 85.38 

电力电缆 0.6/1kV VV 3×50 m 118.7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3×70 m 165.91 

电力电缆 0.6/1kV VV 3×95 m 227.13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20 m 285.7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5 m 6.27 

电力电缆 0.6/1kV VV 4×2.5 m 9.63 

电力电缆 0.6/1kV VV 4×4 m 14.89 

电力电缆 0.6/1kV VV 4×6 m 21.55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0 m 33.9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6 m 52.71 

电力电缆 0.6/1kV VV 4×25 m 81.6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4×35 m 113.51 

电力电缆 0.6/1kV VV 4×50 m 157.6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70 m 220.74 

电力电缆 0.6/1kV VV 4×95 m 302.26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20 m 380.60 

电力电缆 0.6/1kV VV 5×4 m 18.46 

电力电缆 0.6/1kV VV 5×6 m 26.72 

电力电缆 0.6/1kV VV 5×10 m 42.05 

电力电缆 0.6/1kV VV 5×16 m 65.51 

电力电缆 0.6/1kV VV 5×25 m 101.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5×35 m 141.29 

电力电缆 0.6/1kV VV 5×50 m 196.85 

电力电缆 0.6/1kV VV 5×70 m 275.18 

电力电缆 0.6/1kV VV 5×95 m 377.72 

电力电缆 0.6/1kV VV 5×120 m 475.61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6+2×10 m 56.11 

电力电缆 0.6/1kV VV 3×25+2×10 m 83.77 

电力电缆 0.6/1kV VV 3×25+2×16 m 87.35 

电力电缆 0.6/1kV VV 3×35+2×10 m 108.49 

电力电缆 0.6/1kV VV 3×35+2×16 m 111.12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3×50+2×16 m 151.22 

电力电缆 0.6/1kV VV 3×50+2×25 m 159.58 

电力电缆 0.6/1kV VV 3×70+2×25 m 217.79 

电力电缆 0.6/1kV VV 3×70+2×35 m 223.60 

电力电缆 0.6/1kV VV 3×95+2×35 m 298.66 

电力电缆 0.6/1kV VV 3×95+2×50 m 305.84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20+2×35 m 365.01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20+2×70 m 395.93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50+2×50 m 452.70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50+2×70 m 466.16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85+2×50 m 547.84 

电力电缆 0.6/1kV VV 3×185+2×95 m 588.12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6+1×10 m 60.9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25+1×10 m 92.18 

电力电缆 0.6/1kV VV 4×25+1×16 m 94.62 

电力电缆 0.6/1kV VV 4×35+1×10 m 124.65 

电力电缆 0.6/1kV VV 4×35+1×16 m 126.13 

电力电缆 0.6/1kV VV 4×50+1×16 m 175.14 

电力电缆 0.6/1kV VV 4×50+1×25 m 179.54 

电力电缆 0.6/1kV VV 4×70+1×25 m 249.1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4×70+1×35 m 251.04 

电力电缆 0.6/1kV VV 4×95+1×35 m 339.66 

电力电缆 0.6/1kV VV 4×95+1×50 m 342.3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20+1×35 m 423.58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20+1×70 m 436.4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50+1×50 m 523.10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50+1×70 m 528.74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85+1×50 m 642.18 

电力电缆 0.6/1kV VV 4×185+1×95 m 659.33 

电力电缆 0.6/1kV VV 4×240+1×70 m 839.16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 4×240+1×120 m 851.02 

电力电缆 0.6/1kV VV 4×300+1×150 m 1074.7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4 m 12.9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6 m 17.9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0 m 27.54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6 m 41.99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25 m 64.0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35 m 88.0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50 m 121.66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70 m 169.0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95 m 233.8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20 m 293.22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5 m 7.2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2.5 m 10.76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4 m 16.0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6 m 23.1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0 m 35.8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6 m 54.9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25 m 84.21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35 m 116.1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50 m 160.8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70 m 227.2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95 m 310.14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20 m 388.9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4 m 20.1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6 m 28.62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10 m 44.5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16 m 68.4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25 m 104.9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35 m 145.1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50 m 201.19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70 m 282.6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95 m 386.5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5×120 m 486.36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6+2×10 m 58.1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25+2×10 m 86.96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25+2×16 m 89.50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35+2×10 m 109.8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35+2×16 m 113.22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50+2×16 m 156.4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50+2×25 m 162.71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70+2×25 m 223.6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70+2×35 m 228.6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95+2×35 m 302.0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95+2×50 m 311.84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20+2×35 m 363.8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20+2×70 m 401.78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50+2×50 m 456.49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50+2×70 m 472.40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85+2×50 m 546.1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3×185+2×95 m 596.5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6+1×10 m 63.12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25+1×10 m 95.26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25+1×16 m 97.30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35+1×10 m 129.1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35+1×16 m 129.4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50+1×16 m 180.94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50+1×25 m 182.87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70+1×25 m 256.75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70+1×35 m 258.01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95+1×35 m 349.1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95+1×50 m 352.12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20+1×35 m 443.19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20+1×70 m 446.64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50+1×50 m 535.89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50+1×70 m 539.2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85+1×50 m 663.16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185+1×95 m 672.80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240+1×70 m 846.63 

电力电缆 0.6/1kV VV22 4×240+1×120 m 869.5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10kV YJV 3×25 m 96.94 

电力电缆 10kV YJV 3×35 m 121.36 

电力电缆 10kV YJV 3×50 m 157.37 

电力电缆 10kV YJV 3×70 m 207.62 

电力电缆 10kV YJV 3×95 m 271.38 

电力电缆 10kV YJV 3×120 m 330.98 

电力电缆 10kV YJV 3×150 m 403.80 

电力电缆 10kV YJV 3×185 m 488.42 

电力电缆 10kV YJV 3×240 m 618.46 

电力电缆 10kV YJV 3×300 m 760.1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25 m 101.72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35 m 126.20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50 m 162.55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70 m 212.30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95 m 276.34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120 m 338.04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150 m 410.81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185 m 496.65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240 m 627.90 

电力电缆 10kV YJV22 3×300 m 771.9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通信电缆 HYA 5×2×0.4 m 2.15 

通信电缆 HYA 10×2×0.4 m 3.68 

通信电缆 HYA 20×2×0.4 m 6.66 

通信电缆 HYA 30×2×0.4 m 9.57 

通信电缆 HYA 50×2×0.4 m 15.20 

通信电缆 HYA 100×2×0.4 m 29.34 

通信电缆 HYA 5×2×0.5 m 3.12 

通信电缆 HYA 10×2×0.5 m 5.47 

通信电缆 HYA 20×2×0.5 m 10.05 

通信电缆 HYA 30×2×0.5 m 14.4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通信电缆 HYA 50×2×0.5 m 23.13 

通信电缆 HYA 100×2×0.5 m 44.77 

通信电缆 HYA 20×2×0.6 m 13.68 

通信电缆 HYA 30×2×0.6 m 20.28 

通信电缆 HYA 50×2×0.6 m 32.74 

通信电缆 HYA 100×2×0.6 m 64.20 

通信电缆 HYA 20×2×0.8 m 23.86 

通信电缆 HYA 30×2×0.8 m 35.02 

通信电缆 HYA 50×2×0.8 m 57.97 

通信电缆 HYA 100×2×0.8 m 113.7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同轴电缆 SYV-75-5 m 1.89 

同轴电缆 SYV-75-7 m 3.98 

同轴电缆 SYV-75-9 m 5.72 

同轴电缆 SYWV-75-5 m 1.37 

同轴电缆 SYWV-75-7 m 3.02 

同轴电缆 SYWV-75-9 m 4.37 

对绞电缆 HSYV-5 4×2×0.5 m 1.65 

对绞电缆 HSYV-5e 4×2×0.5 m 1.77 

对绞电缆 HSYV-6 4×2×0.5 m 2.51 

对绞电缆 HSYVP-5 4×2×0.5 m 2.2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对绞电缆 HSYVP-5e 4×2×0.5 m 2.47 

对绞电缆 HSYVP-6 4×2×0.5 m 3.23 

室外光缆 GYTS 4B1.3 m 1.99 

室外光缆 GYTS 6B1.3 m 2.14 

室外光缆 GYTS 8B1.3 m 2.38 

室外光缆 GYTS 12B1.3 m 2.65 

室外光缆 GYTS 16B1.3 m 3.10 

室外光缆 GYTS 24B1.3 m 3.74 

室外光缆 GYTS 4A1b m 2.56 

室外光缆 GYTS 6A1b m 3.2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室外光缆 GYTS 8A1b m 4.06 

室外光缆 GYTS 12A1b m 5.39 

室外光缆 GYTS 16A1b m 6.63 

室外光缆 GYTS 24A1b m 9.75 

镀锌线槽 50×30×0.3 m 6.45 

镀锌线槽 50×30×0.4 m 7.78 

镀锌线槽 50×30×0.8 m 12.11 

镀锌线槽 50×30×1.0 m 13.93 

镀锌线槽 60×40×0.3 m 7.09 

镀锌线槽 60×40×0.4 m 8.9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线槽 60×40×0.8 m 14.52 

镀锌线槽 60×40×1.0 m 17.49 

镀锌线槽 60×50×0.3 m 7.97 

镀锌线槽 60×50×0.4 m 10.12 

镀锌线槽 60×50×0.8 m 15.72 

镀锌线槽 60×50×1.0 m 18.77 

镀锌线槽 80×40×0.3 m 8.38 

镀锌线槽 80×40×0.4 m 10.93 

镀锌线槽 80×40×0.8 m 16.85 

镀锌线槽 80×40×1.0 m 20.17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线槽 80×50×0.3 m 9.12 

镀锌线槽 80×50×0.4 m 11.66 

镀锌线槽 80×50×0.8 m 18.03 

镀锌线槽 80×50×1.0 m 21.80 

镀锌线槽 100×40×0.3 m 9.78 

镀锌线槽 100×40×0.4 m 12.67 

镀锌线槽 100×40×0.8 m 19.19 

镀锌线槽 100×40×1.0 m 23.20 

镀锌线槽 100×50×0.3 m 10.47 

镀锌线槽 100×50×0.4 m 13.2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线槽 100×50×0.8 m 20.35 

镀锌线槽 100×50×1.0 m 23.74 

镀锌线槽 100×60×0.3 m 10.58 

镀锌线槽 100×60×0.4 m 14.27 

镀锌线槽 100×60×0.8 m 21.56 

镀锌线槽 100×60×1.0 m 26.06 

镀锌线槽 100×80×0.3 m 11.78 

镀锌线槽 100×80×0.4 m 16.38 

镀锌线槽 100×80×0.8 m 23.89 

镀锌线槽 100×80×1.0 m 30.4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线槽 120×80×0.3 m 13.24 

镀锌线槽 120×80×0.4 m 17.58 

镀锌线槽 120×80×0.8 m 26.68 

镀锌线槽 120×80×1.0 m 32.40 

镀锌线槽 200×80×0.3 m 19.24 

镀锌线槽 200×80×0.4 m 23.39 

镀锌线槽 200×80×0.8 m 36.11 

镀锌线槽 200×80×1.0 m 45.97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75×50×1.5 m 32.48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75×50×2.0 m 41.2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75×50×2.5 m 52.05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50×1.5 m 36.31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50×2.0 m 47.6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50×2.5 m 58.11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75×1.5 m 41.83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75×2.0 m 50.91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75×2.5 m 62.58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100×1.5 m 45.5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100×2.0 m 56.6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00×100×2.5 m 70.3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50×75×1.5 m 50.48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50×75×2.0 m 61.71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50×75×2.5 m 79.57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50×100×1.5 m 55.86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50×100×2.0 m 71.05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150×100×2.5 m 87.63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75×1.5 m 59.2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75×2.0 m 75.8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75×2.5 m 94.64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00×1.5 m 67.47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00×2.0 m 84.5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00×2.5 m 104.44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50×1.5 m 78.02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50×2.0 m 100.0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50×2.5 m 120.9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200×150×3.0 m 148.6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00×1.5 m 86.01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00×2.0 m 109.07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00×2.5 m 134.27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00×3.0 m 164.0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50×1.5 m 97.03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50×2.0 m 121.22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50×2.5 m 156.5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300×150×3.0 m 186.8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400×150×1.5 m 117.72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400×150×2.0 m 145.64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400×150×2.5 m 191.16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400×150×3.0 m 219.96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500×200×1.5 m 151.4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500×200×2.0 m 188.6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500×200×2.5 m 234.77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500×200×3.0 m 283.04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600×200×2.0 m 214.20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600×200×2.5 m 266.4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600×200×3.0 m 321.29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800×200×2.0 m 271.28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800×200×2.5 m 341.76 

钢制槽式电缆桥架 800×200×3.0 m 406.32 

405(重型)管 Φ16×1.4 m 1.43 

405(重型)管 Φ20×1.8 m 1.92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405(重型)管 Φ25×1.9 m 2.79 

405(重型)管 Φ32×2.4 m 4.35 

405(重型)管 Φ40×2.5 m 5.55 

405(重型)管 Φ50×2.8 m 7.67 

305(中型)管 Φ16×1.3 m 1.20 

305(中型)管 Φ20×1.6 m 1.66 

305(中型)管 Φ25×1.8 m 2.37 

305(中型)管 Φ32×2.3 m 3.83 

305(中型)管 Φ40×2.3 m 4.96 

305(中型)管 Φ50×2.3 m 6.9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暗装线盒 77×77×48 个 1.57 

暗装线盒 77×77×54 个 1.70 

暗装线盒 77×77×65 个 2.13 

暗装线盒 86×86×46 个 1.94 

暗装线盒 86×86×35 个 1.90 

暗装线盒 77盖 个 0.55 

暗装线盒 86盖 个 0.64 

过路盒 100×77 个 8.25 

过路盒 150×77 个 9.48 

鞍形管夹(明装线卡) Φ16 个 0.22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鞍形管夹(明装线卡) Φ20 个 0.31 

鞍形管夹(明装线卡) Φ25 个 0.38 

鞍形管夹(明装线卡) Φ32 个 0.43 

鞍形管夹(明装线卡) Φ40 个 0.58 

直通（梳杰） Φ16 个 0.17 

直通（梳杰） Φ20 个 0.24 

直通（梳杰） Φ25 个 0.37 

直通（梳杰） Φ32 个 0.61 

直通（梳杰） Φ40 个 1.04 

直通（梳杰） Φ50 个 1.77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NHAP热浸塑钢管 DN50×3 m 50.04 

NHAP热浸塑钢管 DN65×3 m 68.61 

NHAP热浸塑钢管 DN80×3 m 78.19 

NHAP热浸塑钢管 DN100×3 m 99.01 

NHAP热浸塑钢管 DN125×3.5 m 134.78 

NHAP热浸塑钢管 DN150×3.5 m 156.60 

NHAP热浸塑钢管 DN200×4 m 233.90 

镀锌电线管 Φ16×1.0 m 3.01 

镀锌电线管 Φ16×1.2 m 3.71 

镀锌电线管 Φ16×1.5 m 4.6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电线管 Φ16×1.6 m 4.98 

镀锌电线管 Φ20×1.0 m 3.85 

镀锌电线管 Φ20×1.2 m 4.72 

镀锌电线管 Φ20×1.35 m 4.92 

镀锌电线管 Φ20×1.5 m 5.52 

镀锌电线管 Φ20×1.6 m 6.28 

镀锌电线管 Φ20×1.8 m 7.31 

镀锌电线管 Φ25×1.0 m 4.28 

镀锌电线管 Φ25×1.2 m 5.62 

镀锌电线管 Φ25×1.35 m 6.2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电线管 Φ25×1.5 m 7.00 

镀锌电线管 Φ25×1.6 m 7.76 

镀锌电线管 Φ25×1.8 m 9.03 

镀锌电线管 Φ32×1.2 m 7.28 

镀锌电线管 Φ32×1.5 m 9.53 

镀锌电线管 Φ32×1.6 m 10.40 

镀锌电线管 Φ32×1.8 m 11.98 

镀锌电线管 Φ38×1.5 m 10.87 

镀锌电线管 Φ38×1.6 m 12.33 

镀锌电线管 Φ38×1.8 m 14.13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电线管 Φ40×1.5 m 11.06 

镀锌电线管 Φ40×1.6 m 12.96 

镀锌电线管 Φ40×1.8 m 16.04 

镀锌电线管 Φ50×1.6 m 16.34 

镀锌电线管 Φ50×1.8 m 19.87 

镀锌电线管 Φ50×2.0 m 24.41 

镀锌金属软管 Φ12mm m 1.33 

镀锌金属软管 Φ16mm m 1.91 

镀锌金属软管 Φ20mm m 2.69 

镀锌金属软管 Φ25mm m 3.35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镀锌金属软管 Φ32mm m 4.98 

镀锌金属软管 Φ40mm m 6.88 

镀锌金属软管 Φ51mm m 9.83 

钢制暗装线盒 86系列（深50mm） 个 2.52 

钢制暗装线盒 86系列（深60mm） 个 3.26 

澳洲火焰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50.00 

澳洲火焰木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60.00 

澳洲火焰木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澳洲火焰木
【米径】11，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00.00 

澳洲火焰木
【米径】13，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6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澳洲火焰木
【米径】15，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2700.00 

白桂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60.00 

白桂木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50.00 

白桂木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白桂木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白桂木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200.00 

白桂木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500.00 

白兰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10.00 

白兰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200.00 

白兰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白兰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750.00 

白兰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000.00 

白兰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80-22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300.00 

白千层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45.00 

白千层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00.00 

白千层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50.00 

白千层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20.00 

白千层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370.00 

白千层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白玉兰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白玉兰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80.00 

白玉兰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60.00 

白玉兰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白玉兰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白玉兰
【米径】11，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50.00 

笔筒树
【枝下高】1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55，控根苗
株 2100.00 

笔筒树
【枝下高】2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50-300，冠幅350-400，土球直径

60，控根苗
株 2500.00 

笔筒树
【枝下高】2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50-300，冠幅350-400，土球直径

60，控根苗
株 3100.00 

笔筒树
【枝下高】2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300-350，冠幅400-450，土球直径

65，控根苗
株 3600.00 

扁桃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容器苗
株 1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扁桃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容器苗
株 400.00 

扁桃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容器苗
株 850.00 

扁桃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容器苗
株 1200.00 

扁桃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容器苗
株 1700.00 

扁桃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100，容器苗
株 2300.00 

串钱柳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0.00 

串钱柳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10.00 

串钱柳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串钱柳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串钱柳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串钱柳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900.00 

垂柳
【米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5.00 

垂柳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40.00 

垂柳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垂叶榕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32.00 

垂叶榕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80.00 

垂叶榕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40.00 

垂叶榕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垂叶榕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30.00 

垂叶榕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大花第伦桃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80.00 

大花第伦桃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30.00 

大花第伦桃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大花第伦桃
【米径】11，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00.00 

大花第伦桃
【米径】13，自然高550-6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100.00 

大花第伦桃
【米径】1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500.00 

大头茶
【基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00.00 

大头茶
【基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50.00 

大头茶
【基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80.00 

大头茶
【基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大叶女贞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大叶女贞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大叶女贞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50.00 

大叶女贞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850.00 

大叶女贞
【米径】14，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000.00 

大叶女贞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150.00 

大叶紫薇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大叶紫薇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大叶紫薇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大叶紫薇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大叶紫薇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50.00 

大叶紫薇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000.00 

丹桂
【米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5，
地苗

株 200.00 

丹桂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5，
地苗

株 450.00 

丹桂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70，
地苗

株 700.00 

丹桂
【米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200.00 

丹桂
【米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800.00 

丹桂
【米径】15，自然高350-400，枝下高5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2500.00 

吊瓜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0.00 

吊瓜树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吊瓜树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吊瓜树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50.00 

吊瓜树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800.00 

吊瓜树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200.00 

二乔玉兰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20.00 

二乔玉兰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二乔玉兰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80.00 

二乔玉兰
【米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800.00 

二乔玉兰
【米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200.00 

二乔玉兰
【米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5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翻白叶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50.00 

翻白叶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00.00 

翻白叶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翻白叶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翻白叶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翻白叶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750.00 

*非洲楝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40.00 

*非洲楝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 

*非洲楝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50.00 

*非洲楝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非洲楝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20.00 

*非洲楝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粉花山扁豆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5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80.00 

粉花山扁豆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5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粉花山扁豆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粉花山扁豆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0 

粉花山扁豆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200.00 

粉花山扁豆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600.00 

枫香
【基径】3，自然高150-20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30.00 

枫香
【基径】4，自然高150-20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枫香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70.00 

枫香
【基径】6，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20.00 

枫香
【基径】7，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50，
地苗

株 200.00 

枫香
【基径】8，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250.00 

凤凰木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00.00 

凤凰木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50.00 

凤凰木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300.00 

凤凰木
【米径】16，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500.00 

凤凰木
【米径】18，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2200.00 

凤凰木
【米径】20，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60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凤凰木
【米径】22，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7000.00 

凤凰木
【米径】25，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9000.00 

凤凰木
【米径】28，自然高700-7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13000.00 

凤凰木
【米径】30，自然高750-800，枝下高200-250，冠幅350-40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15000.00 

佛肚树
【米径】20，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控根苗
株 2500.00 

佛肚树
【米径】22，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控根苗
株 3000.00 

佛肚树
【米径】25，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控根苗
株 4100.00 

佛肚树
【米径】28，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控根苗
株 5500.00 

佛肚树
【米径】30，自然高700-750，枝下高300-3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7000.00 

复羽叶栾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复羽叶栾树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95.00 

复羽叶栾树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复羽叶栾树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复羽叶栾树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80.00 

复羽叶栾树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00.00 

高山榕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10.00 

高山榕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80.00 

高山榕
【米径】16，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450.00 

高山榕
【米径】18，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600.00 

高山榕
【米径】20，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高山榕
【米径】22，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700.00 

高山榕
【米径】25，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2100.00 

高山榕
【米径】26，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2400.00 

高山榕
【米径】28，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2700.00 

高山榕
【米径】30，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2800.00 

高山榕
【米径】32，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3300.00 

高山榕
【米径】3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20，控根苗
株 4000.00 

宫粉羊蹄甲(宫粉紫荆)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0.00 

宫粉羊蹄甲(宫粉紫荆)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90.00 

宫粉羊蹄甲(宫粉紫荆)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宫粉羊蹄甲(宫粉紫荆)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宫粉羊蹄甲(宫粉紫荆)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60.00 

宫粉羊蹄甲(宫粉紫荆)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600.00 

构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41.00 

构树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80.00 

构树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50.00 

构树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00.00 

构树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50.00 

构树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观光木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7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观光木
【米径】6，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观光木
【米径】8，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观光木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观光木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观光木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50.00 

观光木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850.00 

海红豆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00-22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80.00 

海红豆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00-22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海红豆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海红豆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海红豆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200.00 

海红豆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600.00 

海芒果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65.00 

海芒果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150.00 

海芒果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00.00 

海芒果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20.00 

海芒果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50.00 

海芒果
【米径】15，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800.00 

海南菜豆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5.00 

海南菜豆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海南菜豆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00.00 

海南菜豆
【米径】11，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海南菜豆
【米径】13，自然高55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50.00 

海南菜豆
【米径】1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800.00 

海南红豆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5.00 

海南红豆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海南红豆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海南红豆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海南红豆
【米径】13，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100.00 

海南红豆
【米径】1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海南蒲桃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45.00 

海南蒲桃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00.00 

海南蒲桃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海南蒲桃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海南蒲桃
【米径】13，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海南蒲桃
【米径】15，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旱柳(杨柳)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48.00 

旱柳(杨柳) 【米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70.00 

旱柳(杨柳)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00.00 

旱柳(杨柳)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旱柳(杨柳)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旱柳(杨柳)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20.00 

旱柳(杨柳) 【米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80.00 

旱柳(杨柳) 【米径】12，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50.00 

合欢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55.00 

合欢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50.00 

合欢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50.00 

合欢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合欢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合欢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荷花玉兰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30.00 

荷花玉兰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50.00 

荷花玉兰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50.00 

荷花玉兰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50.00 

荷花玉兰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350.00 

荷花玉兰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700.00 

红刺露兜 【自然高】150-20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100.00 

红刺露兜 【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250.00 

红刺露兜 【自然高】250-300，枝下高0-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550.00 

*红豆杉 【基径】3，自然高180-250，冠幅120-150，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1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豆杉 【基径】4，自然高180-250，冠幅120-150，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180.00 

*红豆杉 【基径】5，自然高250-3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250.00 

*红豆杉 【基径】6，自然高250-3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400.00 

*红豆杉 【基径】7，自然高250-3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540.00 

*红豆杉 【基径】8，自然高300-3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760.00 

红桂木
【米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60.00 

红桂木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红桂木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50.00 

红桂木
【米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50.00 

红桂木
【米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桂木
【米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80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5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950.00 

红花风铃木
【米径】12，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100.00 

红花荷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花荷
【米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50.00 

红花荷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红花荷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红花荷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红花荷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0 

红花天料木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800.00 

红花羊蹄甲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60.00 

红花羊蹄甲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00.00 

红花羊蹄甲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红花羊蹄甲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花羊蹄甲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00.00 

红花羊蹄甲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50.00 

红花银桦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60.00 

红花银桦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60.00 

红花银桦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红花银桦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60.00 

红花银桦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0 

红花银桦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80.00 

红花油茶
【基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2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30.00 

红花油茶
【基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2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花油茶
【基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红花油茶
【基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红花油茶
【基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00.00 

红花油茶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18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100.00 

红毛丹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60.00 

红毛丹
【米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60.00 

红毛丹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00.00 

红毛丹
【米径】8，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50.00 

红毛丹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红毛丹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千层
【米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60.00 

红千层
【米径】6，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90.00 

红千层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红千层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80.00 

红千层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30.00 

红千层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80.00 

红珊瑚冬青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1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 

红珊瑚冬青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1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30.00 

红珊瑚冬青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30.00 

红珊瑚冬青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珊瑚冬青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红珊瑚冬青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2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00.00 

蝴蝶果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60.00 

蝴蝶果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00.00 

蝴蝶果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50.00 

蝴蝶果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蝴蝶果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60.00 

蝴蝶果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蝴蝶果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50.00 

蝴蝶果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花叶垂榕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5.00 

花叶垂榕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70.00 

花叶垂榕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花叶垂榕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50.00 

花叶垂榕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花叶垂榕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20.00 

花叶垂榕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80.00 

花叶垂榕
【米径】12，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2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7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4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5，地苗
株 30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16，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45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18，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60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20，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30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22，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700.00 

黄葛榕(大叶榕) 【米径】2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220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0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5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花风铃木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2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5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950.00 

黄花风铃木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30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12，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9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花凤凰木
【米径】14，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350.00 

*黄花凤凰木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600.00 

黄槿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80.00 

黄槿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黄槿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50.00 

黄槿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黄槿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70.00 

黄槿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20.00 

黄兰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70.00 

黄兰
【米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兰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70.00 

黄兰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20.00 

黄兰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80.00 

黄兰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70.00 

黄兰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80.00 

黄兰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幌伞枫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20.00 

幌伞枫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20.00 

幌伞枫
【米径】12，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50.00 

幌伞枫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火力楠
【米径】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20.00 

火力楠
【米径】4，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24.00 

火力楠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38.00 

火力楠
【米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50.00 

火力楠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20.00 

火力楠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火烧花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0.00 

*火烧花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火烧花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50.00 

*火烧花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火烧花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00.00 

*火烧花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2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火焰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35.00 

火焰木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火焰木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30.00 

火焰木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00.00 

火焰木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600.00 

火焰木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900.00 

假苹婆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60.00 

假苹婆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假苹婆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80.00 

假苹婆
【米径】13，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60.00 

假苹婆
【米径】14，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假苹婆
【米径】15，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20.00 

假苹婆
【米径】16，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50.00 

假苹婆
【米径】17，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50.00 

假苹婆
【米径】18，自然高5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900.00 

金脉刺桐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4.00 

金脉刺桐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 

金脉刺桐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脉刺桐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50.00 

金脉刺桐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00.00 

金脉刺桐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500.00 

苦楝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4.00 

苦楝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80.00 

苦楝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150.00 

苦楝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5，地苗
株 250.00 

苦楝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5，地苗
株 400.00 

苦楝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500.00 

腊肠树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腊肠树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腊肠树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腊肠树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50.00 

腊肠树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850.00 

腊肠树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200.00 

腊肠树
【米径】14，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450.00 

腊肠树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800.00 

蓝花楹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50.00 

蓝花楹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80.00 

蓝花楹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7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蓝花楹
【米径】8，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300.00 

蓝花楹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400.00 

蓝花楹
【米径】10，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0 

蓝花楹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0 

蓝花楹
【米径】12，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蓝花楹
【米径】13，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50.00 

蓝花楹
【米径】14，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100.00 

蓝花楹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400.00 

乐昌含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5.00 

乐昌含笑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乐昌含笑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30.00 

乐昌含笑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乐昌含笑
【米径】13，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乐昌含笑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20.00 

罗汉松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5，地

苗
株 150.00 

罗汉松
【基径】6，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5，地

苗
株 210.00 

罗汉松
【基径】7，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5，地

苗
株 260.00 

罗汉松
【基径】8，自然高250-30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50，地

苗
株 320.00 

麻楝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10.00 

麻楝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麻楝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30.00 

麻楝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麻楝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麻楝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马拉巴栗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马拉巴栗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90.00 

马拉巴栗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30.00 

马拉巴栗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60.00 

马拉巴栗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10.00 

马拉巴栗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芒果
【米径】8，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芒果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00.00 

芒果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50.00 

芒果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50.00 

猫尾木
【米径】8，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00.00 

猫尾木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50.00 

猫尾木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猫尾木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50.00 

面包树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00.00 

面包树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面包树
【米径】12，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面包树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000.00 

木麻黄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30.00 

木麻黄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70.00 

木麻黄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00.00 

木麻黄
【米径】11，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木麻黄
【米径】13，自然高55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木麻黄
【米径】15，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00.00 

南洋楹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80.00 

南洋楹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南洋楹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500.00 

南洋楹
【米径】18，自然高55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700.00 

南洋楹
【米径】20，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600.00 

南洋楹
【米径】23，自然高700-8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950.00 

南洋楹
【米径】25，自然高800-85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2200.00 

苹婆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50.00 

苹婆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230.00 

苹婆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280.00 

苹婆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350.00 

苹婆
【米径】12，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4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苹婆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5，地苗
株 540.00 

菩提树
【米径】8，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80-22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130.00 

菩提树
【米径】10，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80.00 

菩提树
【米径】12，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50.00 

菩提树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600.00 

朴树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250.00 

朴树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50.00 

朴树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700.00 

琴叶榕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50.00 

琴叶榕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9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琴叶榕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30.00 

琴叶榕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80.00 

琴叶榕
【米径】12，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00.00 

秋枫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6.00 

秋枫
【米径】8，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150.00 

秋枫
【米径】10，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220.00 

秋枫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20.00 

秋枫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650.00 

秋枫
【米径】18，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90，控根苗
株 1600.00 

秋枫
【米径】20，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2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秋枫
【米径】23，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2700.00 

秋枫
【米径】25，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20，控根苗
株 3300.00 

秋枫
【米径】28，自然高700-75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20，控根苗
株 4000.00 

秋枫
【米径】30，自然高700-75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20，控根苗
株 5500.00 

秋枫
【米径】32，自然高700-75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20，控根苗
株 6500.00 

秋枫
【米径】35，自然高750-80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50，控根苗
株 8000.00 

人面子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8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50.00 

人面子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8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20.00 

人面子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300.00 

人面子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6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人面子
【米径】13，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000.00 

人面子
【米径】15，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100，地苗
株 1400.00 

山杜英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50.00 

山杜英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20.00 

山杜英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80.00 

山杜英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80.00 

山杜英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80.00 

山杜英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80.00 

深山含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70.00 

深山含笑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深山含笑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30.00 

深山含笑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50.00 

深山含笑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深山含笑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20.00 

石栗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石栗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00.00 

石栗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80.00 

石栗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380.00 

石栗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40.00 

石栗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28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石碌含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70.00 

石碌含笑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20.00 

石碌含笑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240.00 

石碌含笑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5，地苗
株 360.00 

石碌含笑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20.00 

石碌含笑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50.00 

树菠萝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容器苗
株 280.00 

树菠萝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容器苗
株 450.00 

树菠萝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容器苗
株 800.00 

树菠萝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容器苗
株 1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树菠萝
【米径】18，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90，容器苗
株 1800.00 

双翼豆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50.00 

双翼豆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200.00 

双翼豆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50.00 

双翼豆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00.00 

双翼豆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0 

双翼豆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000.00 

水翁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20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水翁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5.00 

水翁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水翁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水翁
【米径】13，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水翁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桃花心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桃花心木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5.00 

桃花心木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50.00 

桃花心木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00.00 

桃花心木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桃花心木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00.00 

铁刀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铁刀木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铁刀木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铁刀木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铁刀木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铁刀木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800.00 

铁冬青
【米径】5，自然高25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70.00 

铁冬青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200.00 

铁冬青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铁冬青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800.00 

铁冬青
【米径】13，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铁冬青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600.00 

土沉香
【米径】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50.00 

土沉香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150.00 

土沉香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50.00 

土沉香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0 

乌桕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50.00 

乌桕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90.00 

乌桕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乌桕
【米径】11，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乌桕
【米径】13，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乌桕
【米径】1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无患子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60.00 

无患子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无患子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00.00 

无患子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00.00 

无患子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无患子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000.00 

无忧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150.00 

无忧树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00.00 

无忧树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8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无忧树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300.00 

无忧树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000.00 

无忧树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400.00 

五月茶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90.00 

五月茶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80.00 

五月茶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50.00 

五月茶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00.00 

五月茶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550.00 

五月茶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2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50.00 

香樟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香樟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30.00 

香樟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80.00 

香樟
【米径】16，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40.00 

香樟
【米径】18，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000.00 

香樟
【米径】20，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1900.00 

香樟
【米径】22，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2400.00 

香樟
【米径】25，自然高65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3000.00 

香樟
【米径】28，自然高700-7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100，控根苗
株 3700.00 

香樟
【米径】30，自然高750-8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110，控根苗
株 4400.00 

橡胶榕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1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橡胶榕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200.00 

橡胶榕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80.00 

橡胶榕
【米径】16，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50.00 

橡胶榕
【米径】18，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00.00 

橡胶榕
【米径】20，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50.00 

橡胶榕
【米径】23，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000.00 

橡胶榕
【米径】25，自然高550-65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90，地苗
株 1200.00 

小叶榕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45.00 

小叶榕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小叶榕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小叶榕
【米径】16，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50.00 

小叶榕
【米径】18，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小叶榕
【米径】20，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300-3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00.00 

血桐
【米径】8，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50.00 

血桐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250.00 

血桐
【米径】13，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胭脂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55.00 

胭脂木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100.00 

胭脂木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胭脂木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胭脂木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50.00 

胭脂木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羊蹄甲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40.00 

羊蹄甲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50.00 

羊蹄甲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50.00 

羊蹄甲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50.00 

羊蹄甲
【米径】13，自然高40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50.00 

羊蹄甲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800.00 

杨梅
【基径】5，自然高150-200，枝下高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250.00 

杨梅
【基径】7，自然高150-200，枝下高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杨梅
【基径】9，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500.00 

杨梅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900.00 

杨梅
【基径】1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1300.00 

杨梅
【基径】15，自然高250-350，枝下高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70，
地苗

株 1600.00 

杨桃
【基径】5，自然高150-20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00.00 

杨桃
【基径】7，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200.00 

杨桃
【基径】9，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50，
地苗

株 300.00 

杨桃
【基径】11，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50.00 

杨桃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1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杨桃
【基径】1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洋蒲桃
【米径】6，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80.00 

洋蒲桃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00.00 

洋蒲桃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30.00 

洋蒲桃
【米径】12，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50.00 

洋蒲桃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00.00 

伊朗紫硬胶(牛乳树)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0.00 

伊朗紫硬胶(牛乳树)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50.00 

伊朗紫硬胶(牛乳树)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伊朗紫硬胶(牛乳树)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50.00 

伊朗紫硬胶(牛乳树)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7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伊朗紫硬胶(牛乳树) 【米径】15，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50.00 

仪花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55.00 

仪花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50.00 

仪花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00.00 

仪花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50.00 

仪花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100.00 

仪花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400.00 

阴香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50.00 

阴香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阴香
【米径】9，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阴香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阴香
【米径】13，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20.00 

阴香
【米径】15，自然高45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600.00 

银桦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50.00 

银桦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00.00 

银桦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银桦
【米径】11，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银桦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50.00 

银桦
【米径】15，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600.00 

银叶树
【基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1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5，
地苗

株 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银叶树
【基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银叶树
【基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印度塔树(垂叶暗罗)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100.00 

印度塔树(垂叶暗罗)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50.00 

印度塔树(垂叶暗罗) 【米径】10，自然高45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50.00 

印度紫檀
【米径】5，自然高25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60.00 

印度紫檀
【米径】7，自然高25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90.00 

印度紫檀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200.00 

印度紫檀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00.00 

印度紫檀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印度紫檀
【米径】15，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樱花风铃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250.00 

樱花风铃木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100.00 

樱花风铃木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900.00 

柚木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55.00 

柚木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200.00 

柚木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280.00 

柚木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50.00 

柚木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柚木
【米径】15，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2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柚子树
【基径】5，自然高150-20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90.00 

柚子树
【基径】7，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230.00 

柚子树
【基径】9，自然高25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50，
地苗

株 350.00 

柚子树
【基径】11，自然高25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50.00 

柚子树
【基径】13，自然高250-35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700.00 

柚子树
【基径】15，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000.00 

鱼木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65.00 

鱼木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50.00 

鱼木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50.00 

鱼木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9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鱼木
【米径】13，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200.00 

鱼木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500.00 

玉蕊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60.00 

玉蕊
【米径】7，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玉蕊
【米径】9，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玉蕊
【米径】11，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600.00 

玉蕊
【米径】13，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900.00 

玉蕊
【米径】1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1200.00 

云南拟单性木兰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20.00 

云南拟单性木兰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云南拟单性木兰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云南拟单性木兰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云南拟单性木兰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云南拟单性木兰
【米径】15，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2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浙江润楠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80.00 

浙江润楠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50.00 

浙江润楠
【米径】9，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浙江润楠
【米径】11，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50.00 

浙江润楠
【米径】13，自然高35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700.00 

浙江润楠
【米径】15，自然高450-550，枝下高200-22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9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竹柏
【基径】3，自然高150-20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0，地

苗
株 100.00 

竹柏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0，地

苗
株 200.00 

竹柏
【基径】8，自然高250-300，枝下高0-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50，地

苗
株 350.00 

紫玉兰
【基径】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100.00 

紫玉兰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80.00 

紫玉兰
【基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8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50，
地苗

株 400.00 

紫玉兰
【基径】10，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8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6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5，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50-18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35，地苗

株 1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17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白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48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8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0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2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36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6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9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1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7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4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白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68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100.00 

白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500.00 

番石榴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80-11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120.00 

番石榴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60，
地苗

株 200.00 

番石榴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80-1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5，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50-18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35，地苗

株 1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17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5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47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粉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8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0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2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36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6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9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1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6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45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7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粉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100.00 

粉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500.00 

福木 【自然高】150-200，枝下高50-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150.00 

福木 【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300.00 

福木 【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400.00 

桂花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40以下，冠幅120-15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300.00 

桂花
【基径】7，自然高250-350，【枝下高】40以下，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30，地苗
株 400.00 

桂花
【基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40以下，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00.00 

桂花
【基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40以下，冠幅200-250，土球直

径50，地苗
株 800.00 

桂花
【基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40以下，冠幅200-250，土球直

径60，地苗
株 1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桂花
【基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40以下，冠幅250-300，土球直

径70，地苗
株 1600.00 

桂花
【基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40-65，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580.00 

桂花
【基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40-65，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900.00 

桂花
【基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40-65，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400.00 

桂花
【基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40-65，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1700.00 

桂花
【基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65-8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700.00 

桂花
【基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65-8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000.00 

桂花
【基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65-8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600.00 

桂花
【基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65-80，冠幅250-3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2000.00 

果石榴
【基径】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6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果石榴
【基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6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8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5，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50-18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35，地苗

株 11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20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30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52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90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10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3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36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6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95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30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36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55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75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200.00 

红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75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5，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50-18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35，地苗

株 8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13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3，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40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60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3，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88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0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4，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30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48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70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4，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95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7，自然高150-180，枝下高0-30，冠幅180-20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25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9，自然高180-250，枝下高0-3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5，
土球直径45，地苗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花鸡蛋花
【基径】11，自然高200-250，枝下高30-50，冠幅200-2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58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30-50，冠幅250-30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840.00 

黄花鸡蛋花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30-50，冠幅300-350，【分枝级数】

5，土球直径60，地苗
株 1100.00 

黄槐
【米径】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5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20，地苗
株 35.00 

黄槐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1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70.00 

黄槐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8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5，地苗
株 350.00 

黄槐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30-2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500.00 

黄金香柳
【基径】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80-11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50.00 

黄金香柳
【基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80-11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00.00 

黄金香柳
【基径】8，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10-13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皮
【米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50-1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100.00 

黄皮
【米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18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50.00 

黄皮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80-23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00.00 

鸡冠刺桐
【米径】5，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50-18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0.00 

鸡冠刺桐
【米径】7，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50-18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90.00 

鸡冠刺桐
【米径】9，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80-20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150.00 

鸡冠刺桐
【米径】11，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80-20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50.00 

鸡冠刺桐
【米径】13，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80-20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30.00 

鸡冠刺桐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180-22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00.00 

金蒲桃
【基径】3，自然高200-250，枝下高80-11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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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桃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80-11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50.00 

金蒲桃
【基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80-11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5，
地苗

株 300.00 

金蒲桃
【基径】10，自然高250-300，枝下高80-11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450.00 

金蒲桃
【基径】12，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580.00 

金叶垂榕
【米径】3，自然高150-200，枝下高100-130，冠幅70-8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30.00 

金叶垂榕
【米径】5，自然高150-200，枝下高100-130，冠幅80-10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70.00 

金叶垂榕
【米径】7，自然高150-200，枝下高100-13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30.00 

金叶垂榕
【米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20.00 

金叶垂榕
【米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20.00 

金叶垂榕
【米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2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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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垂榕
【米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3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70.00 

荔枝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80-1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00.00 

荔枝
【基径】7，自然高200-250，枝下高80-10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200.00 

荔枝
【基径】9，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250.00 

荔枝
【基径】11，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50，冠幅180-20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320.00 

荔枝
【基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5，地苗
株 450.00 

荔枝
【基径】15，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柳叶榕
【米径】3，自然高220-280，枝下高80-11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34.00 

柳叶榕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80.00 

柳叶榕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龙柏 【自然高】150-200，枝下高80-100，冠幅80-100，土球直径30，地苗 株 80.00 

龙柏 【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30，冠幅100-130，土球直径40，地苗 株 200.00 

龙柏 【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30-160，冠幅130-160，土球直径50，地苗 株 400.00 

龙眼
【基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50-8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50.00 

龙眼
【基径】7，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8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200.00 

龙眼
【基径】9，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50，
地苗

株 300.00 

龙眼
【基径】11，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400.00 

龙眼
【基径】13，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550.00 

龙眼
【基径】1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700.00 

枇杷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80-11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40，
地苗

株 1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枇杷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18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50.00 

枇杷
【米径】10，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80-21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350.00 

人心果
【基径】3，自然高250-300，枝下高50-80，冠幅100-200，土球直径30，
地苗

株 100.00 

人心果
【基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3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00.00 

水黄皮
【米径】5，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3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80.00 

水黄皮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3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60，地苗
株 200.00 

水黄皮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3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320.00 

水黄皮
【米径】12，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3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80，地苗
株 450.00 

水蒲桃
【米径】5，自然高250-350，枝下高180-20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0.00 

水蒲桃
【米径】8，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8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2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水蒲桃
【米径】10，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80-20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300.00 

水蒲桃
【米径】12，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80-200，冠幅200-250，土球直径

70，地苗
株 400.00 

桃树
【基径】3，自然高180-230，枝下高80-120，冠幅100-150，土球直径25，
地苗

株 130.00 

桃树
【基径】6，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20-150，冠幅150-180，土球直径

35，地苗
株 200.00 

小叶紫薇
【基径】6，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3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50.00 

小叶紫薇
【基径】7，自然高200-250，枝下高100-13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250.00 

小叶紫薇
【基径】8，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00-13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450.00 

小叶紫薇
【基径】9，自然高250-300，枝下高130-150，冠幅150-20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600.00 

落羽杉
【米径】8，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2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50.00 

落羽杉
【米径】10，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50-350，冠幅12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水杉
【米径】8，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20，土球直径

40，地苗
株 140.00 

水杉
【米径】10，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50-350，冠幅120-150，土球直径

50，地苗
株 180.00 

海漆 【自然高】30-50，冠幅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50 

海漆 【自然高】50-60，冠幅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8.50 

海漆 【自然高】60-80，冠幅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0 

木榄 【自然高】50-60，冠幅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木榄 【自然高】60-80，冠幅40-5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8.00 

木榄 【自然高】80-100，冠幅50-6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0 

秋茄 【自然高】50-60，冠幅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秋茄 【自然高】60-80，冠幅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秋茄 【自然高】80-100，冠幅50-6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0 

桐花树 【自然高】30-50，冠幅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50 

桐花树 【自然高】50-60，冠幅40-5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8.50 

桐花树 【自然高】60-80，冠幅50-6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0.50 

*大头茶 【基径】1，自然高25-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大叶相思 【基径】1，自然高50-100，容器苗，容器直径20 株 1.30 

*豆梨 【基径】1，自然高50-100，容器苗，容器直径20 株 1.50 

*枫香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格木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80 

*观光木 【基径】1，自然高25-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花荷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80 

*红花油茶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红椎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80 

*黄花梨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2.00 

*灰木莲 【基径】1，自然高40-5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火力楠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藜蒴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20 

*马占相思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10 

*米老排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木荷 【基径】1，自然高25-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3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楠木 【基径】1，自然高25-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30 

*山杜英 【基径】1，自然高40-5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台湾相思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30 

*土沉香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50 

*尾叶桉 【基径】1，自然高25-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10 

*香樟 【基径】1，自然高30-4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30 

*杨梅 【基径】1，自然高20-30，容器苗，容器直径15 株 1.30 

大叶杜英
【米径】5，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35 株 70.00 

大叶杜英
【米径】7，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40 株 220.00 

大叶杜英
【米径】9，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5-
6，土球直径50 株 4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大叶杜英
【米径】11，自然高600-6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6，土球直径60 株 800.00 

大叶杜英
【米径】13，自然高650-7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6，土球直径70 株 1300.00 

大叶杜英
【米径】15，自然高700-9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6-7，土球直径80 株 2000.00 

大叶榄仁
【米径】5，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3，土球直径35 株 70.00 

大叶榄仁
【米径】7，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5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3，土球直径45 株 150.00 

大叶榄仁
【米径】9，自然高50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土球直径55 株 300.00 

大叶榄仁
【米径】11，自然高600-6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土球直径65 株 500.00 

大叶榄仁
【米径】13，自然高650-7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土球直径65 株 750.00 

大叶榄仁
【米径】15，自然高700-900，枝下高250-30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6层以上，土球直径80 株 1200.00 

锦叶榄仁
【米径】5，自然高300-40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35 株 6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锦叶榄仁
【米径】7，自然高300-400，枝下高50-10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35 株 800.00 

锦叶榄仁
【米径】9，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5-
6，土球直径50 株 1200.00 

锦叶榄仁
【米径】11，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00-1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6，土球直径50 株 1700.00 

锦叶榄仁
【米径】12，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6-7，土球直径65 株 2000.00 

毛果杜英(尖叶杜英) 【米径】5，自然高300-350，枝下高100-200，冠幅100-150，地苗，层数5-
6，土球直径40 株 70.00 

毛果杜英(尖叶杜英) 【米径】8，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5-
6，土球直径50 株 260.00 

毛果杜英(尖叶杜英) 【米径】10，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6，土球直径60 株 600.00 

毛果杜英(尖叶杜英) 【米径】12，自然高550-600，枝下高150-20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6-7，土球直径70 株 1250.00 

毛果杜英(尖叶杜英) 【米径】1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00-25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7-8，土球直径80 株 2000.00 

美丽异木棉
【米径】15，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4-5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美丽异木棉
【米径】18，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4-5 株 500.00 

美丽异木棉
【米径】20，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80-22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4-5 株 650.00 

美丽异木棉
【米径】22，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80-22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4-5 株 750.00 

美丽异木棉
【米径】25，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80-22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4-5 株 1000.00 

美丽异木棉
【米径】28，自然高500-550，枝下高180-22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4-5 株 1300.00 

美丽异木棉
【米径】30，自然高600-700，枝下高180-22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5-6 株 1500.00 

美洲榄仁
【米径】5，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200，冠幅100-15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35 株 70.00 

美洲榄仁
【米径】7，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45 株 150.00 

美洲榄仁
【米径】9，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50 株 300.00 

美洲榄仁
【米径】11，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60 株 5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美洲榄仁
【米径】13，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4，土球直径70 株 750.00 

美洲榄仁
【米径】15，自然高600-650，枝下高250-28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6，土球直径80 株 1200.00 

木棉
【米径】15，自然高550-650，枝下高150-18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7 株 320.00 

木棉
【米径】18，自然高650-750，枝下高18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7 株 580.00 

木棉
【米径】20，自然高650-750，枝下高18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7 株 850.00 

木棉
【米径】22，自然高650-750，枝下高18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7 株 1000.00 

木棉
【米径】25，自然高750-8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8 株 1300.00 

南洋杉
【米径】5，自然高250-350，枝下高100-120，冠幅100-150，地苗，层数5-
8，土球直径40 株 75.00 

南洋杉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00-12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8-
10，土球直径55 株 180.00 

南洋杉
【米径】10，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20-1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8-10，土球直径60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南洋杉
【米径】12，自然高40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10-12，土球直径60 株 420.00 

盆架子
【米径】8，自然高350-400，枝下高150-18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2，土球直径40 株 150.00 

盆架子
【米径】10，自然高400-450，枝下高180-22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2，土球直径45 株 200.00 

盆架子
【米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80-220，冠幅150-200，地苗，层数

3，土球直径50 株 300.00 

盆架子
【米径】14，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3，土球直径60 株 500.00 

盆架子
【米径】16，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3-4，土球直径70 株 700.00 

盆架子
【米径】19，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20-280，冠幅200-250，控根苗，层

数3-4，土球直径80 株 1800.00 

盆架子
【米径】25，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20-280，冠幅200-250，控根苗，层

数4层以上，土球直径100 株 2800.00 

水石榕
【基径】5，自然高250-350，枝下高90-120，冠幅150-180，地苗，层数4-
5，土球直径30 株 100.00 

水石榕
【基径】8，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5-
7，土球直径40 株 2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水石榕
【基径】10，自然高350-45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7，土球直径40 株 300.00 

水石榕
【基径】12，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5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7，土球直径50 株 600.00 

小叶榄仁
【米径】8，自然高450-500，枝下高180-20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土球直径60 株 400.00 

小叶榄仁
【米径】10，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00-220，冠幅200-250，地苗，层数

5，土球直径70 株 1000.00 

小叶榄仁
【米径】12，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20-250，冠幅250-300，地苗，层数

6，土球直径80 株 1800.00 

小叶榄仁
【米径】15，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300-350，地苗，层数

6，土球直径100 株 2500.00 

樱花木棉
【腹径】20，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 株 800.00 

樱花木棉
【腹径】22，自然高500-6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 株 1100.00 

樱花木棉
【腹径】25，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5 株 1600.00 

樱花木棉
【腹径】28，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5 株 19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樱花木棉
【腹径】30，自然高700-8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5 株 2200.00 

樱花木棉
【腹径】32，自然高700-8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5 株 3000.00 

樱花木棉
【腹径】35，自然高700-8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5 株 3800.00 

樱花木棉
【腹径】38，自然高700-8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5 株 4500.00 

樱花木棉
【腹径】40，自然高800-1000，枝下高300-350，冠幅200-350，地苗，层

数5 株 5500.00 

爪哇木棉
【米径】15，自然高400-45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6 株 200.00 

爪哇木棉
【米径】16，自然高450-500，枝下高200-25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6 株 250.00 

爪哇木棉
【米径】18，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6 株 350.00 

爪哇木棉
【米径】20，自然高500-55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6 株 450.00 

爪哇木棉
【米径】22，自然高550-6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6 株 5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爪哇木棉
【米径】25，自然高600-700，枝下高250-300，冠幅200-350，地苗，层数

4-6 株 750.00 

霸王棕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2800.00 

霸王棕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3900.00 

霸王棕
【裸干高】35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6200.00 

布迪椰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000.00 

布迪椰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1600.00 

布迪椰
【裸干高】300，自然高400-405，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2600.00 

菜王椰
【基径】20，自然高450-50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地苗，土球直

径60 株 200.00 

菜王椰
【基径】3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地苗，土球直

径60 株 400.00 

菜王椰
【基径】4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地苗，土球直

径80 株 6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菜王椰
【基径】6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地苗，土球直

径80 株 900.00 

大王椰子
【基径】30，自然高500-600，冠幅300-400，叶片数10-15，地苗，土球直

径50 株 350.00 

大王椰子
【基径】40，自然高600-700，冠幅300-400，叶片数10-15，地苗，土球直

径60 株 650.00 

大王椰子
【基径】60，自然高900-1000，冠幅400-500，叶片数15-20，地苗，土球

直径90 株 800.00 

大王椰子
【基径】80，自然高1000-1200，冠幅400-500，叶片数15-20，地苗，土球

直径120 株 1100.00 

大王椰子
【基径】100，自然高1200-1500，冠幅400-500，叶片数15-20，地苗，土

球直径150 株 1500.00 

董棕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400-450，叶片数5-8，控根苗，土球

直径60 株 400.00 

董棕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400-450，叶片数5-8，控根苗，土球

直径60 株 550.00 

董棕
【裸干高】350，自然高450-500，冠幅400-450，叶片数5-8，控根苗，土球

直径60 株 800.00 

国王椰子
【裸干高】200，基径3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300，叶片数10-15，
地苗，土球直径60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国王椰子
【裸干高】250，基径35，自然高400-450，冠幅200-300，叶片数10-15，
地苗，土球直径60 株 500.00 

国王椰子
【裸干高】350，基径40，自然高450-500，冠幅200-300，叶片数10-15，
地苗，土球直径80 株 600.00 

红领椰
【裸干高】150，基径30，自然高250-300，冠幅150-200，叶片数10-15，
控根苗，土球直径60 株 700.00 

红领椰
【裸干高】200，基径35，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10-15，
控根苗，土球直径60 株 1000.00 

红领椰
【裸干高】300，基径40，自然高400-450，冠幅250-300，叶片数10-15，
控根苗，土球直径60 株 1300.00 

红棕榈
【裸干高】200，自然高300-350，冠幅150-20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700.00 

红棕榈
【裸干高】250，自然高350-400，冠幅150-20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000.00 

红棕榈
【裸干高】350，自然高450-500，冠幅200-25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2100.00 

狐尾椰子
【基径】25，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8-13，控根苗，土球直

径80 株 400.00 

狐尾椰子
【基径】30，自然高400-450，冠幅200-250，叶片数8-13，控根苗，土球直

径80 株 6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狐尾椰子
【基径】35，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8-13，控根苗，土球直

径80 株 950.00 

华盛顿葵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220.00 

华盛顿葵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500.00 

华盛顿葵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700.00 

华盛顿葵
【裸干高】30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900.00 

华盛顿葵
【裸干高】400，自然高500-550，冠幅25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17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50，自然高200-250，冠幅200-300，叶片数25-30，控根苗，土

球直径100 株 10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80，自然高230-280，冠幅200-300，叶片数25-30，控根苗，土

球直径100 株 25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100，自然高250-300，冠幅30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40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30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60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30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120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30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200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300，自然高450-500，冠幅30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28000.00 

加拿利海枣
【裸干高】400，自然高500-550，冠幅30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38000.00 

假槟榔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200-250，叶片数10-15，容器苗，

土球直径50 株 200.00 

假槟榔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10-15，容器苗，

土球直径80 株 450.00 

假槟榔
【裸干高】300，自然高400-450，冠幅250-300，叶片数10-15，容器苗，

土球直径80 株 700.00 

金山葵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50 株 330.00 

金山葵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250-30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60 株 560.00 

金山葵
【裸干高】30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7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山葵
【裸干高】400，自然高500-550，冠幅250-300，叶片数10-1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100.00 

酒瓶椰子
【裸干高】30，自然高100-150，冠幅100-200，叶片数4-6，控根苗，土球

直径50 株 300.00 

酒瓶椰子
【裸干高】50，自然高150-200，冠幅100-200，叶片数4-6，控根苗，土球

直径60 株 520.00 

酒瓶椰子
【裸干高】100，自然高200-250，冠幅100-200，叶片数4-6，控根苗，土球

直径80 株 820.00 

酒瓶椰子
【裸干高】150，自然高250-300，冠幅100-200，叶片数4-6，控根苗，土球

直径80 株 1300.00 

美丽针葵
裸干高50，【自然高】100-150，冠幅100-150，叶片数15-20，容器苗，土

球直径30 株 50.00 

美丽针葵
裸干高100，【自然高】150-200，冠幅100-150，叶片数15-20，容器苗，

土球直径30 株 80.00 

美丽针葵
裸干高150，【自然高】200-250，冠幅100-150，叶片数15-20，容器苗，

土球直径30 株 120.00 

蒲葵
【裸干高】100，自然高250-300，冠幅150-2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160.00 

蒲葵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150-2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2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蒲葵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280.00 

蒲葵
【裸干高】300，自然高400-450，冠幅200-2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360.00 

三角椰子
【裸干高】100，自然高300-350，冠幅20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60 株 250.00 

三角椰子
【裸干高】15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60 株 450.00 

三角椰子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3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550.00 

三角椰子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300-4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650.00 

三角椰子
【裸干高】300，自然高450-500，冠幅300-4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800.00 

三角椰子
【裸干高】400，自然高550-600，冠幅300-4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000.00 

砂糖椰子
【裸干高】100，自然高250-300，冠幅150-2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60 株 360.00 

砂糖椰子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150-2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60 株 8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砂糖椰子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200-2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300.00 

砂糖椰子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200-2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500.00 

砂糖椰子
【裸干高】300，自然高450-500，冠幅200-2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800.00 

砂糖椰子
【裸干高】350，自然高450-500，冠幅250-3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2200.00 

扇叶糖棕
【裸干高】100，自然高250-300，冠幅250-3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520.00 

扇叶糖棕
【裸干高】150，自然高300-350，冠幅350-3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820.00 

扇叶糖棕
【裸干高】200，自然高350-400，冠幅300-3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1400.00 

扇叶糖棕
【裸干高】250，自然高400-450，冠幅300-3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2100.00 

扇叶糖棕
【裸干高】300，自然高450-500，冠幅300-3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3200.00 

扇叶糖棕
【裸干高】400，自然高500-550，冠幅300-3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120 株 45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椰子
【裸干高】200，自然高400-450，冠幅250-3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750.00 

椰子
【裸干高】250，自然高450-500，冠幅300-35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900.00 

椰子
【裸干高】300，自然高500-550，冠幅350-4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100.00 

椰子
【裸干高】350，自然高550-600，冠幅350-4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300.00 

椰子
【裸干高】400，自然高600-650，冠幅350-4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1600.00 

椰子
【裸干高】500，自然高650-700，冠幅350-400，叶片数20-25，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2000.00 

银海枣
【裸干高】100，自然高300-350，冠幅300-35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200.00 

银海枣
【裸干高】150，自然高350-400，冠幅300-35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350.00 

银海枣
【裸干高】200，自然高400-450，冠幅300-35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700.00 

银海枣
【裸干高】250，自然高450-500，冠幅35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9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银海枣
【裸干高】300，自然高500-550，冠幅35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1500.00 

银海枣
【裸干高】400，自然高550-600，冠幅350-400，叶片数25-30，控根苗，

土球直径100 株 2000.00 

油棕
【裸干高】100，自然高350-400，冠幅300-350，叶片数23-28，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550.00 

油棕
【裸干高】150，自然高400-450，冠幅300-350，叶片数23-28，控根苗，

土球直径80 株 650.00 

油棕
【裸干高】200，自然高450-500，冠幅350-400，叶片数23-28，控根苗，

土球直径90 株 900.00 

油棕
【裸干高】250，自然高500-550，冠幅350-400，叶片数23-28，控根苗，

土球直径90 株 1200.00 

油棕
【裸干高】300，自然高550-600，冠幅400-450，叶片数23-28，控根苗，

土球直径90 株 1500.00 

油棕
【裸干高】400，自然高600-650，冠幅400-450，叶片数23-28，控根苗，

土球直径90 株 2100.00 

鱼尾葵(长穗) 【裸干高】200，自然高400-450，冠幅300-35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210.00 

鱼尾葵(长穗) 【裸干高】250，自然高450-500，冠幅350-4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2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鱼尾葵(长穗) 【裸干高】350，自然高500-550，冠幅350-400，叶片数15-20，控根苗，

土球直径70 株 350.00 

苏铁
【裸干高】30，自然高150-180，冠幅120-150，叶片数30-40，容器苗，土

球直径60 株 230.00 

苏铁
【裸干高】50，自然高180-200，冠幅150-180，叶片数30-40，容器苗，土

球直径60 株 350.00 

苏铁
【裸干高】80，自然高200-220，冠幅180-200，叶片数30-40，容器苗，土

球直径80 株 700.00 

苏铁
【裸干高】100，自然高220-250，冠幅180-200，叶片数30-40，容器苗，

土球直径80 株 900.00 

粉单竹 【基径】3，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6.00 

粉单竹 【基径】4，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7.00 

粉单竹 【基径】5，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8.00 

粉单竹 【基径】6，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11.00 

刚竹 【基径】1，自然高300-35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6.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刚竹 【基径】2，自然高350-55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8.00 

刚竹 【基径】3，自然高550-7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2.00 

光杆青皮竹(黄竹) 【基径】1，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6.00 

光杆青皮竹(黄竹) 【基径】2，自然高300-5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8.00 

光杆青皮竹(黄竹) 【基径】3，自然高500-7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9.00 

旱竹(雷竹) 【基径】1，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6.00 

旱竹(雷竹) 【基径】2，自然高300-5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8.00 

旱竹(雷竹) 【基径】3，自然高500-7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2.00 

红竹 【基径】1，自然高20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8.00 

红竹 【基径】2，自然高300-4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竹 【基径】3，自然高400-5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2.00 

黄金间碧竹 【基径】3，自然高300-35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9.00 

黄金间碧竹 【基径】4，自然高300-35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11.00 

黄金间碧竹 【基径】5，自然高300-35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14.00 

黄金间碧竹 【基径】6，自然高300-35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19.00 

青皮竹 【基径】3，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6.00 

青皮竹 【基径】4，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7.00 

青皮竹 【基径】5，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8.50 

青皮竹 【基径】6，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20 支 10.00 

唐竹 【基径】1，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唐竹 【基径】2，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9.00 

唐竹 【基径】3，自然高250-30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2.00 

紫竹 【基径】1，自然高200-25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0.00 

紫竹 【基径】2，自然高200-25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1.00 

紫竹 【基径】3，自然高200-250，容器苗，土球直径15 支 13.00 

澳洲鸭脚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50×80-12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30.00 

澳洲鸭脚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20-15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50.00 

澳洲鸭脚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50-18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85.00 

巴西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巴西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巴西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100.00 

翅荚决明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9.00 

翅荚决明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10.00 

翅荚决明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15.00 

吊灯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30.00 

吊灯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50.00 

吊灯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120-15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80.00 

法国冬青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30.00 

法国冬青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法国冬青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50，容器苗 株 7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粉叶金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40.00 

粉叶金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75.00 

粉叶金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120.00 

狗牙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0.00 

狗牙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20.00 

狗牙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30.00 

枸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90.00 

枸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130.00 

枸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120-150，土球直径50，容器

苗
株 200.00 

桂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桂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桂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5.00 

海芋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4.00 

海芋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5.00 

红绒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5.50 

红绒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17.00 

红绒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20.00 

红叶李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60.00 

红叶李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120.00 

红叶李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20×120-15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1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叶石楠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红叶石楠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2.00 

红叶石楠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65.00 

花石榴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2.00 

花石榴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5.00 

花石榴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70.00 

花石榴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100.00 

花叶女贞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花叶女贞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5.00 

花叶女贞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2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夹竹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3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7.50 

夹竹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5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8.00 

夹竹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16.00 

角茎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角茎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35.00 

角茎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60.00 

金叶女贞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金叶女贞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5.00 

金叶女贞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55.00 

勒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株 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勒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80.00 

勒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100.00 

勒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40×120-14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160.00 

柳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2.00 

柳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65.00 

柳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60×120-14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100.00 

龙舌兰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4.00 

龙舌兰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0.00 

龙舌兰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70.00 

龙血树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3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龙血树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50.00 

龙血树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75.00 

龙血树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20-15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100.00 

旅人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30.00 

旅人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4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60.00 

旅人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40-18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120.00 

旅人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20×180-22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160.00 

马尾铁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马尾铁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3.00 

马尾铁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毛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30.00 

毛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5.00 

毛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2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80.00 

美花红千层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美花红千层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5.00 

美花红千层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70.00 

美丽变叶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5.00 

美丽变叶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美丽变叶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5.00 

茉莉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茉莉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0 

茉莉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100.00 

木芙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木芙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25，容器

苗
株 30.00 

木芙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60×120-15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40.00 

木槿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35.00 

木槿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20-15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40.00 

木槿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20×150-20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70.00 

南天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22.00 

南天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3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蒲葵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0.00 

蒲葵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20.00 

蒲葵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30.00 

琴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5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80.00 

琴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00-15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120.00 

琴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50-300×100-15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150.00 

日日樱(琴叶珊瑚)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25，容器

苗
株 30.00 

日日樱(琴叶珊瑚)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20-14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60.00 

日日樱(琴叶珊瑚)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20×140-160，土球直径40，容器

苗
株 100.00 

软枝黄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软枝黄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软枝黄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0.00 

瑞香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瑞香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5.00 

瑞香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70.00 

山茶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120.00 

山茶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200.00 

山茶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350.00 

双荚槐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8.00 

双荚槐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双荚槐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0.00 

双色茉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双色茉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0 

双色茉莉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100.00 

泰国龙船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泰国龙船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0 

泰国龙船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90.00 

桃叶珊瑚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桃叶珊瑚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桃叶珊瑚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希美丽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5.00 

希美丽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希美丽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45.00 

橡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6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0.00 

橡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24.00 

橡胶榕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40，容器苗 株 44.00 

肖黄栌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4.00 

肖黄栌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6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27.00 

肖黄栌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37.00 

肖黄栌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20，土球直径30，容器苗 株 54.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小叶紫薇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8.00 

小叶紫薇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100-120，土球直径25，容器

苗
株 40.00 

小叶紫薇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120-15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60.00 

小叶紫薇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50-20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120.00 

小叶紫薇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20×150-200，土球直径35，容器

苗
株 150.00 

鸭脚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0.00 

鸭脚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40.00 

鸭脚木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60.00 

洋金凤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14.00 

洋金凤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洋金凤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25，容器

苗
株 55.00 

也门铁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19.00 

也门铁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7.00 

也门铁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20，容器

苗
株 38.00 

银毛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30.00 

银毛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60.00 

银毛野牡丹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70.00 

栀子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25.00 

栀子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50.00 

栀子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100-120，土球直径30，容器

苗
株 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粉苞酸脚杆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54.00 

*粉苞酸脚杆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90.00 

*假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40.00 

*假杜鹃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0 

*尖萼红山茶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80.00 

*尖萼红山茶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120.00 

*柳叶润楠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40.00 

*柳叶润楠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80.00 

*鸟尾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60-80，土球直径20，容器苗 株 40.00 

*鸟尾花 自然形点植灌木，【自然高】×冠幅80-100×80-100，土球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矮紫薇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80 

矮紫薇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八角金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八角金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40-50×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巴西野牡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巴西野牡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驳骨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驳骨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15-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彩虹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彩虹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茶梅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茶梅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4.00 

翅荚决明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90 

翅荚决明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大红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大红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大花芦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大花芦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大叶洒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大叶洒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非洲茉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非洲茉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福建茶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福建茶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狗牙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狗牙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海南洒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海南洒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海桐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海桐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含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含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红背桂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红背桂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红车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70 

红车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红果仔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红果仔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红继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红继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绒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红绒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红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红桑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红铁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90 

红铁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红杏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红杏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红叶石楠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红叶石楠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胡椒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胡椒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花叶鹅掌藤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花叶鹅掌藤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花叶黄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花叶黄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花叶假连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花叶假连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80 

花叶女贞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花叶女贞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金榕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黄金榕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黄金叶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黄金叶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火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火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夹竹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夹竹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江南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江南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边虎尾兰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金边虎尾兰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金边露兜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金边露兜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金花茶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金花茶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金脉爵床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金脉爵床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金叶假连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金叶假连翘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叶女贞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金叶女贞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80 

九里香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九里香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勒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勒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5.00 

勒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40-50×35-45，土球直径20，容器苗 袋 10.00 

亮叶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亮叶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15-2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六月雪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六月雪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龙船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龙船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马缨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5，容器苗 袋 0.50 

马缨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毛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毛杜鹃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玫瑰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玫瑰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美丽变叶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美丽变叶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70 

梦幻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梦幻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米兰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米兰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茉莉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茉莉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南天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南天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蒲葵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蒲葵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七彩大红花(彩槿)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七彩大红花(彩槿)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青铁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青铁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软枝黄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软枝黄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山茶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山茶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4.00 

山指甲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山指甲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十大功劳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十大功劳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双荚槐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双荚槐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双色茉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双色茉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泰国龙船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泰国龙船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2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桃叶珊瑚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桃叶珊瑚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娃娃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娃娃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3.00 

万年麻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万年麻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希美丽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希美丽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15-2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锡兰叶下珠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锡兰叶下珠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小叶龙船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小叶龙船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鸭脚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鸭脚木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洋金凤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洋金凤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2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也门铁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也门铁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夜来香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夜来香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鹰爪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鹰爪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硬枝黄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硬枝黄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硬枝老鸭嘴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硬枝老鸭嘴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月季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月季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珍珠宝莲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珍珠宝莲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1.70 

栀子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0-2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栀子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紫叶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紫叶朱蕉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5-35，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棕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70 

棕竹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鸟尾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20-30×15-25，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鸟尾花 自然形片植灌木，【自然高】×冠幅30-40×20-3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白骨壤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30-5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白骨壤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50-60×30-4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白骨壤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7.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假茉莉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30-5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假茉莉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50-60×30-4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假茉莉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老鼠簕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30-5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老鼠簕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50-60×30-4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老鼠簕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卤蕨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30-5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卤蕨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50-60×30-4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卤蕨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40-5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杨叶肖槿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30-50×20-3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杨叶肖槿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50-60×30-40，土球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杨叶肖槿 红树灌木，【自然高】×冠幅60-80×30-40，土球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大红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 

大红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13.00 

大红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22.00 

大红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吊灯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 

吊灯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13.00 

吊灯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22.00 

吊灯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非洲茉莉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0.00 

非洲茉莉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0.00 

非洲茉莉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55.00 

非洲茉莉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90.00 

福建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福建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0.00 

福建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5.00 

福建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10.00 

枸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45.00 

枸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枸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20.00 

枸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60.00 

桂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0.00 

桂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35.00 

桂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桂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75.00 

海桐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0.00 

海桐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0.00 

海桐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80.00 

海桐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含笑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含笑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60.00 

含笑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20.00 

含笑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80.00 

红果仔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15.00 

红果仔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30.00 

红果仔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红果仔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70.00 

红继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红继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6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继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20.00 

红继木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80.00 

红绒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12.00 

红绒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20.00 

红绒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35.00 

红绒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60.00 

花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花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花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60.00 

花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8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花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花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花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80.00 

花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10.00 

黄金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黄金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0.00 

黄金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黄金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20.00 

黄金香柳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黄金香柳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5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金香柳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80.00 

黄金香柳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20.00 

黄金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黄金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35.00 

黄金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黄金叶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10.00 

尖叶木樨榄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5.00 

尖叶木樨榄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50.00 

尖叶木樨榄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80.00 

尖叶木樨榄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山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6.00 

金山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62.00 

金山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90.00 

金山棕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30.00 

金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0.00 

金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36.00 

金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60.00 

金叶假连翘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97.00 

金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5.00 

金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金叶女贞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10.00 

九里香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40.00 

九里香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九里香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20.00 

九里香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60.00 

勒杜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5.00 

勒杜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勒杜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00.00 

勒杜鹃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4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龙柏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40.00 

龙柏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龙柏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00.00 

龙柏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50.00 

罗汉松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160.00 

罗汉松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230.00 

罗汉松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320.00 

罗汉松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360.00 

米兰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40.00 

米兰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米兰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20.00 

米兰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60.00 

七彩大红花(彩槿)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6.00 

七彩大红花(彩槿)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13.00 

七彩大红花(彩槿)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22.00 

七彩大红花(彩槿)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山指甲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山指甲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山指甲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55.00 

山指甲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栀子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30.00 

栀子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45.00 

栀子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85.00 

栀子花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20.00 

棕竹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60×60，容器直径25，容器苗 株 22.00 

棕竹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80×8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52.00 

棕竹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00，容器直径35，容器苗 株 70.00 

棕竹 球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2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00.00 

茶梅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150.00 

茶梅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3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茶梅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550.00 

茶梅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650.00 

垂叶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32.00 

垂叶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60.00 

垂叶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90.00 

垂叶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30.00 

非洲茉莉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42.00 

非洲茉莉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80.00 

非洲茉莉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20.00 

非洲茉莉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福建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48.00 

福建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78.00 

福建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20.00 

福建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200.00 

红叶石楠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50.00 

红叶石楠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00.00 

红叶石楠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60.00 

红叶石楠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220.00 

黄金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35.00 

黄金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5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金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00.00 

黄金叶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40.00 

火山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30，容器苗 株 38.00 

火山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54.00 

火山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18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98.00 

火山榕 柱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80-200×100-14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10.00 

垂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30-15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80.00 

垂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20.00 

垂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00-14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80.00 

花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30-15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花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80.00 

花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00-14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260.00 

黄金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30-15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30.00 

黄金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50.00 

黄金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00-14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250.00 

金钱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30-15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30.00 

金钱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50.00 

金钱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00-14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250.00 

金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30-15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130.00 

金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80-12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5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金叶榕 伞形灌木，【自然高】×冠幅200-250×100-14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250.00 

非洲茉莉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8.00 

非洲茉莉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80.00 

非洲茉莉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40.00 

福建茶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福建茶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80.00 

福建茶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40.00 

红车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35.00 

红车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65.00 

红车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黄金香柳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50.00 

黄金香柳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68.00 

黄金香柳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10.00 

火山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火山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80.00 

火山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20.00 

金钱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金钱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100.00 

金钱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50.00 

柳叶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柳叶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65.00 

柳叶榕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10.00 

鸭脚木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00-120×60-80，容器直径40，容器苗 株 45.00 

鸭脚木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20-150×80-100，容器直径50，容器苗 株 90.00 

鸭脚木 塔形灌木，【自然高】×冠幅150-200×100-120，容器直径60，容器苗 株 150.00 

三药槟榔
【自然高】150-200，冠幅130-180，分枝数3-4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40，容器苗
丛 75.00 

三药槟榔
【自然高】200-250，冠幅130-180，分枝数4-5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160.00 

三药槟榔
【自然高】250-300，冠幅130-180，分枝数5-6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260.00 

散尾葵
【自然高】150-200，冠幅130-180，分枝数5-6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40，容器苗
丛 50.00 

散尾葵
【自然高】200-250，冠幅130-180，分枝数6-8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8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散尾葵
【自然高】250-300，冠幅130-180，分枝数8-10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180.00 

散尾葵
【自然高】300-350，冠幅180-200，分枝数8-10支/丛，叶片数10-15片叶，

容器直径60，容器苗
丛 220.00 

鱼骨葵
【自然高】200-250，冠幅150-200，分枝数8-10支/丛，叶片数15-20片叶，

容器直径40，容器苗
丛 180.00 

鱼骨葵
【自然高】250-300，冠幅200-250，分枝数8-10支/丛，叶片数15-20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230.00 

鱼骨葵
【自然高】300-350，冠幅200-250，分枝数8-10支/丛，叶片数15-20片叶，

容器直径60，容器苗
丛 280.00 

鱼尾葵(短穗) 【自然高】150-200，冠幅130-150，分枝数4-5支/丛，叶片数15-20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75.00 

鱼尾葵(短穗) 【自然高】200-250，冠幅150-180，分枝数5-6支/丛，叶片数15-20片叶，

容器直径50，容器苗
丛 150.00 

鱼尾葵(短穗) 【自然高】250-300，冠幅180-200，分枝数6-8支/丛，叶片数15-20片叶，

容器直径60，容器苗
丛 210.00 

*德保苏铁
【自然高】80-100，冠幅60-8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8-10片叶，容器直径

50，容器苗
株 180.00 

*德保苏铁
【自然高】100-120，冠幅80-10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8-10片叶，容器直

径60，容器苗
株 30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德保苏铁
【自然高】120-150，冠幅100-12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8-10片叶，容器直

径80，容器苗
株 350.00 

*华南苏铁
【自然高】80-100，冠幅60-8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15-20片叶，容器直径

50，容器苗
株 160.00 

*华南苏铁
【自然高】100-120，冠幅80-10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15-20片叶，容器直

径50，容器苗
株 260.00 

*华南苏铁
【自然高】120-150，冠幅100-12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15-20片叶，容器

直径60，容器苗
株 310.00 

*鳞秕泽米
【自然高】80-100，冠幅80-10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30-40片叶，容器直

径40，容器苗
株 180.00 

*鳞秕泽米
【自然高】100-120，冠幅100-12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30-40片叶，容器

直径50，容器苗
株 280.00 

*鳞秕泽米
【自然高】120-150，冠幅120-15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30-40片叶，容器

直径60，容器苗
株 340.00 

苏铁
【自然高】80-100，冠幅80-10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30-40片叶，容器直

径40，容器苗
株 100.00 

苏铁
【自然高】100-120，冠幅100-12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30-40片叶，容器

直径50，容器苗
株 150.00 

苏铁
【自然高】120-150，冠幅120-150，分枝数单支，叶片数30-40片叶，容器

直径60，容器苗
株 23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凤尾竹 【自然高】150-200，分枝数8-10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10.00 

凤尾竹 【自然高】200-250，分枝数8-10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13.00 

凤尾竹 【自然高】250-300，分枝数8-10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18.00 

佛肚竹 【自然高】150-200，分枝数5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60.00 

佛肚竹 【自然高】200-250，分枝数5支/丛，容器直径20，容器苗 丛 80.00 

佛肚竹 【自然高】250-300，分枝数5支/丛，容器直径25，容器苗 丛 100.00 

人面竹 【自然高】150-200，基径1.5-2.5，分枝数8支/丛，容器直径20，容器苗 丛 130.00 

人面竹 【自然高】200-250，基径1.5-2.5，分枝数8支/丛，容器直径20，容器苗 丛 150.00 

人面竹 【自然高】250-300，基径1.5-2.5，分枝数8支/丛，容器直径20，容器苗 丛 180.00 

小琴丝竹 【自然高】150-200，基径1.5-2.0，分枝数8-10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1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小琴丝竹 【自然高】200-250，基径1.5-2.0，分枝数8-10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18.00 

小琴丝竹 【自然高】250-300，基径1.5-2.0，分枝数8-10支/丛，容器直径15，容器苗 丛 25.00 

白蝴蝶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白蝴蝶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0.80 

白掌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白掌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板蓝根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板蓝根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薄荷 【自然高】×冠幅20-30×5-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薄荷 【自然高】×冠幅30-40×10-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彩叶草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彩叶草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车前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车前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春羽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春羽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春羽 【自然高】×冠幅60-80×40-6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春羽 【自然高】×冠幅80-100×60-8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0 

葱兰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50 

葱兰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翠芦莉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翠芦莉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大鹤望兰(白花天堂鸟)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20 

大鹤望兰(白花天堂鸟)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80 

大叶蚌兰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大叶蚌兰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大叶红草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大叶红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大叶青铁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大叶青铁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吊兰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吊兰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吊竹梅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吊竹梅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广藿香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广藿香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海芋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海芋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 

红草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30 

红草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4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掌(花烛)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3.00 

红掌(花烛)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5.00 

虎耳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虎耳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花叶冷水花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花叶冷水花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花叶良姜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花叶良姜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花叶美人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花叶美人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花叶万年青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花叶万年青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黄虾花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黄虾花 【自然高】×冠幅20-25×10-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火鹤花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火鹤花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姜花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姜花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金花生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20 

金花生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0.3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桔梗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桔梗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孔雀竹芋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孔雀竹芋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肋骨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肋骨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 

丽莎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丽莎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镰刀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镰刀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龙吐珠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龙吐珠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葎草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1.00 

葎草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1.50 

麦冬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40 

麦冬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满天星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50 

满天星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美观兰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1.50 

美观兰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美女樱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美女樱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美人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美人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鸟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鸟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纽扣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纽扣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炮仗竹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炮仗竹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铺地榕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铺地榕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七彩竹芋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七彩竹芋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驱蚊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驱蚊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山菅兰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山菅兰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射干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射干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肾蕨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40 

肾蕨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0.60 

石化野鸡尾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石化野鸡尾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天门冬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40 

天门冬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万年青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万年青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文殊兰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文殊兰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西瓜皮椒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西瓜皮椒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小蚌兰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50 

小蚌兰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小天使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小天使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鸭跖草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60 

鸭跖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一叶兰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一叶兰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益母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益母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银边草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银边草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90 

银皇后万年青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银皇后万年青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4.50 

鱼腥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鱼腥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玉龙草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5，容器苗 袋 0.30 

玉簪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玉簪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鸢尾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鸢尾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长春花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长春花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掌蕨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掌蕨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蜘蛛兰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40 

蜘蛛兰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朱顶红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朱顶红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紫背竹芋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紫背竹芋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紫苏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紫苏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 

*波斯红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波斯红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叉花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叉花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红唇花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唇花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马可芦莉 【自然高】×冠幅20-30×15-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80 

*马可芦莉 【自然高】×冠幅30-40×25-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80 

埃及纸莎草 【自然高】×冠幅35-5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3.00 

埃及纸莎草 【自然高】×冠幅50-80×40-5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50 

慈菇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10 

慈菇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20 

风车草 【自然高】×冠幅35-50×60-7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风车草 【自然高】×冠幅50-80×60-7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3.00 

风车草 【自然高】×冠幅80-100×70-8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4.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浮萍 【叶片数】3-4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0.40 

浮萍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0.50 

浮萍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0.60 

荷花 【叶片数】5-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5.00 

荷花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10.00 

黑藻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0.40 

黑藻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0.50 

黑藻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0.60 

狐尾草 【自然高】×冠幅20-3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狐尾草 【自然高】×冠幅30-40×10-2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2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狐尾藻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1.50 

狐尾藻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00 

狐尾藻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2.50 

花叶芦竹 【自然高】×冠幅30-4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80 

花叶芦竹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花叶水葱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花叶水葱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花叶水葱 【自然高】×冠幅50-6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槐叶萍 【叶片数】3-4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1.20 

槐叶萍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槐叶萍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2.50 

金边菖蒲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金边菖蒲 【自然高】×冠幅40-5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金边菖蒲 【自然高】×冠幅50-6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金鱼藻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1.50 

金鱼藻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00 

金鱼藻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2.50 

苦草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1.50 

苦草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00 

苦草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芦苇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芦苇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芦苇 【自然高】×冠幅50-6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蒲苇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蒲苇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蒲苇 【自然高】×冠幅50-6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千屈菜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千屈菜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水菖蒲 【自然高】×冠幅30-4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水菖蒲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水菖蒲 【自然高】×冠幅50-6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水葱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水葱 【自然高】×冠幅40-5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水葱 【自然高】×冠幅50-6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水葫芦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1.00 

水葫芦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1.50 

水葫芦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2.50 

水金钱 【自然高】×冠幅10-2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水金钱 【自然高】×冠幅20-3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水金钱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水生美人蕉 【自然高】×冠幅30-4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水生美人蕉 【自然高】×冠幅40-5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20 

睡莲 【叶片数】5-6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6.00 

睡莲 【叶片数】7-8片叶，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8.00 

睡莲 【叶片数】9-12片叶，容器直径30，容器苗 袋 10.00 

梭鱼草 【自然高】×冠幅20-3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梭鱼草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香蒲(水腊烛) 【自然高】×冠幅20-3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香蒲(水腊烛)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燕子花 【自然高】×冠幅20-30×10-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燕子花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雨久花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雨久花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再力花 【自然高】×冠幅35-5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再力花 【自然高】×冠幅50-80×40-5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3.00 

再力花 【自然高】×冠幅80-100×60-7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80 

泽泻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泽泻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矮牵牛 【自然高】×冠幅10-1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矮牵牛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矮牵牛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百日草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百日草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百日草 【自然高】×冠幅25-3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比利时杜鹃 【自然高】×冠幅20-3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3.00 

比利时杜鹃 【自然高】×冠幅30-40×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比利时杜鹃 【自然高】×冠幅40-50×20-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波斯菊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波斯菊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60 

波斯菊 【自然高】×冠幅25-3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非洲菊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非洲菊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非洲菊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凤梨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凤梨 【自然高】×冠幅20-25×25-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凤梨 【自然高】×冠幅25-30×30-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2.00 

凤仙花 【自然高】×冠幅10-1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凤仙花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凤仙花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凤仙花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芙蓉菊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70 

芙蓉菊 【自然高】×冠幅20-25×10-1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芙蓉菊 【自然高】×冠幅25-3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10 

鹤望兰(天堂鸟) 【自然高】×冠幅15-20×25-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鹤望兰(天堂鸟) 【自然高】×冠幅20-25×30-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鹤望兰(天堂鸟) 【自然高】×冠幅25-30×30-3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50 

鸡冠花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鸡冠花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鸡冠花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红樱草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红樱草 【自然高】×冠幅20-25×10-1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红樱草 【自然高】×冠幅25-3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金鱼草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金鱼草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60 

金鱼草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10 

孔雀草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孔雀草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孔雀草 【自然高】×冠幅25-30×25-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千日红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千日红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千日红 【自然高】×冠幅25-30×25-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秋叶海棠 【自然高】×冠幅15-20×25-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秋叶海棠 【自然高】×冠幅20-25×30-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秋叶海棠 【自然高】×冠幅25-30×35-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三色堇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三色堇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三色堇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石竹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石竹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石竹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鼠尾草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鼠尾草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鼠尾草 【自然高】×冠幅25-3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四季海棠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四季海棠 【自然高】×冠幅20-25×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40 

四季海棠 【自然高】×冠幅25-30×10-1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穗冠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穗冠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穗冠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天竺葵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8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天竺葵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50 

天竺葵 【自然高】×冠幅25-30×25-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 

万寿菊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万寿菊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万寿菊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五星花 【自然高】×冠幅15-20×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五星花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五星花 【自然高】×冠幅25-30×35-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80 

夏堇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夏堇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夏堇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香彩雀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香彩雀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40 

香彩雀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60 

新几内亚凤仙 【自然高】×冠幅15-20×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新几内亚凤仙 【自然高】×冠幅20-25×30-3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新几内亚凤仙 【自然高】×冠幅25-30×35-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80 

薰衣草 【自然高】×冠幅15-20×10-1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薰衣草 【自然高】×冠幅20-25×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70 

薰衣草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2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一串红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一串红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40 

一串红 【自然高】×冠幅25-30×25-3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70 

一品红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一品红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7.50 

一品红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0 

长寿花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 

长寿花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80 

长寿花 【自然高】×冠幅25-30×20-25，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紫云藤 【自然高】×冠幅15-20×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紫云藤 【自然高】×冠幅20-25×25-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 

紫云藤 【自然高】×冠幅25-30×35-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醉蝶花 【自然高】×冠幅15-20×15-2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20 

醉蝶花 【自然高】×冠幅20-25×20-25，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70 

醉蝶花 【自然高】×冠幅25-30×15-2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兜兰 【自然高】×冠幅20-3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0 

*兜兰 【自然高】×冠幅30-40×50-6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0 

*兜兰 【自然高】×冠幅40-50×60-7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0 

*蝴蝶兰 【自然高】×冠幅20-30×10-20(花蕾5朵以下)，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0 

*蝴蝶兰 【自然高】×冠幅30-40×20-30(花蕾5-8朵)，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2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蝴蝶兰 【自然高】×冠幅40-50×20-30(花蕾8朵以上)，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30.00 

*花叶落石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花叶落石 【自然高】×冠幅30-4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花叶落石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6.00 

*密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密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密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鸟巢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鸟巢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鸟巢蕨 【自然高】×冠幅40-50×30-4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绒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绒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绒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石斛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石斛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石斛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乌毛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乌毛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乌毛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细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细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细叶波斯顿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江南星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江南星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江南星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阔叶凤尾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阔叶凤尾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阔叶凤尾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普通针毛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普通针毛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普通针毛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三羽新月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三羽新月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三羽新月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铁线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铁线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6.00 

*铁线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0 

*长叶铁角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4.00 

*长叶铁角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长叶铁角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胄叶线蕨 【自然高】×冠幅20-30×20-3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胄叶线蕨 【自然高】×冠幅30-40×3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9.00 

*胄叶线蕨 【自然高】×冠幅40-50×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3.00 

百慕达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11.00 

百慕达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12.00 

百慕达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14.00 

大叶油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7.00 

大叶油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8.00 

大叶油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9.00 

假俭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6.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假俭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7.00 

假俭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8.00 

兰引三号草(日本结缕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7.50 

兰引三号草(日本结缕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9.00 

兰引三号草(日本结缕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9.50 

马尼拉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7.00 

马尼拉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8.00 

马尼拉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8.50 

台湾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7.00 

台湾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台湾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8.50 

夏威夷草 【盖度】0.7，杂草率小于3% m2 7.50 

夏威夷草 【盖度】0.8，杂草率小于3% m2 9.00 

夏威夷草 【盖度】0.9，杂草率小于3% m2 9.50 

百香果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百香果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常春藤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常春藤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 

龟背竹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龟背竹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禾雀花 【主蔓长】150-2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0 

禾雀花 【主蔓长】200-25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35.00 

鸡血藤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00 

鸡血藤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金银花 【主蔓长】150-2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0 

金银花 【主蔓长】200-25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5.00 

蓝精灵(合果芋) 【主蔓长】150-2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0 

蓝精灵(合果芋) 【主蔓长】200-25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5.00 

凌霄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30 

凌霄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绿萝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绿萝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50 

爬山虎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50 

爬山虎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0.70 

炮仗花 【主蔓长】80-10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15.00 

炮仗花 【主蔓长】100-1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5.00 

辟荔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辟荔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0.90 

飘香藤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5.00 

飘香藤 【主蔓长】50-1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使君子 【主蔓长】150-2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0 

使君子 【主蔓长】200-25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5.00 

蒜香藤 【主蔓长】150-2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0 

蒜香藤 【主蔓长】200-25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5.00 

云南黄素馨 【主蔓长】20-40，容器直径10，容器苗 袋 0.70 

云南黄素馨 【主蔓长】40-5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1.10 

紫藤 【主蔓长】150-200，容器直径15，容器苗 袋 20.00 

紫藤 【主蔓长】200-250，容器直径20，容器苗 袋 25.00 

普通工日 — 工日 142.67 

技术工日 — 工日 183.68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高级技术工日 — 工日 247.82 

安装工日 — 工日 205.15 

装饰工日1 — 工日 205.65 

装饰工日2 — 工日 223.11 

装饰工日3 — 工日 259.79 

机械台班人工 — 工日 174.16 

钢筋制安（±0.00以上） — t 1042.75 

钢筋制安（±0.00以下） — t 933.63 

混凝土浇筑 — m3 48.37 

模板制安 — m2 63.5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砌筑 — m3 327.67 

脚手架搭拆（内架） — m2 25.56 

脚手架搭拆（外架） — m2 32.10 

防水（卷材） — m2 23.63 

防水（涂膜） — m2 22.36 

抹灰（内墙） — m2 24.48 

抹灰（外墙） — m2 39.29 

水泥砂浆地坪 — m2 18.97 

墙面贴墙纸 — m2 24.96 

抹灰面刮腻子 — m2 14.04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抹灰面油漆（内墙，不含刮腻子） — m2 14.73 

抹灰面油漆（外墙，不含刮腻子） — m2 21.38 

地坪漆（不含刮腻子） — m2 19.07 

涂料（内墙，不含刮腻子） — m2 14.12 

涂料（外墙，不含刮腻子） — m2 19.79 

铺地面砖 — m2 55.19 

铺大理石、花岗石 — m2 75.13 

铺木地板 — m2 32.86 

铺实木地板（配九夹板、龙骨） — m2 54.87 

铺卷材地毯 — m2 18.66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铺方块地毯 — m2 21.11 

外墙面砖 — m2 65.12 

墙面贴瓷片 — m2 59.10 

墙面挂贴大理石、花岗石 — m2 119.19 

墙面干挂大理石、花岗石 — m2 172.77 

轻钢龙骨石膏板天花 — m2 51.58 

铝龙骨矿棉板天花 — m2 40.67 

铝扣板天花 — m2 37.40 

木龙骨夹板天花 — m2 69.87 

墙面木龙骨夹板底 — m2 54.49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夹板底贴饰面板 — m2 57.15 

建筑杂工 — 工日 234.00 

砖瓦工 — 工日 354.00 

砌石工 — 工日 354.00 

混凝土工 — 工日 346.00 

钢筋工 — 工日 365.00 

模板工 — 工日 404.00 

架子工 — 工日 381.00 

玻璃工 — 工日 333.00 

防水工 — 工日 30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抹灰工 — 工日 336.00 

油漆工（一般乳胶漆） — 工日 343.00 

一般焊工 — 工日 356.00 

高级焊工 — 工日 451.00 

结构钢架工 — 工日 380.00 

管工 — 工日 346.00 

电工 — 工日 336.00 

电调工 — 工日 336.00 

仪表工 — 工日 329.00 

机械工 — 工日 32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运输车司机 — 工日 291.00 

绿化工 — 工日 268.00 

装饰杂工 — 工日 220.00 

瓦工（石材工） — 工日 390.00 

精装木工 — 工日 390.00 

油漆工 — 工日 341.00 

高级木作油漆工 — 工日 385.00 

地毯工 — 工日 317.00 

幕墙工 — 工日 366.00 

铝合金门窗工 — 工日 344.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QTZ80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0387.00 

塔式起重机 QTZ80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2053.00 

塔式起重机 QTZ80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34705.00 

塔式起重机 QTZ8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5272.00 

塔式起重机 QTZ8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5502.00 

塔式起重机 QTZ8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36944.00 

塔式起重机 QTZ100 臂长60/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6056.00 

塔式起重机 QTZ100 臂长60/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6472.00 

塔式起重机 QTZ100 臂长60/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39292.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5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7275.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5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0396.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5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2590.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5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8106.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5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0507.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5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3461.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9208.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1436.00 

塔式起重机 QTZ125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4398.00 

塔式起重机 QTZ16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42295.00 

塔式起重机 QTZ16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467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QTZ16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8156.00 

塔式起重机 QTZ16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47976.00 

塔式起重机 QTZ16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9722.00 

塔式起重机 QTZ16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53597.00 

塔式起重机 QTZ20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51610.00 

塔式起重机 QTZ20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53949.00 

塔式起重机 QTZ200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58357.00 

塔式起重机 QTZ20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54000.00 

塔式起重机 QTZ20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54891.00 

塔式起重机 QTZ20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5771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TC6013A-6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29846.00 

塔式起重机 TC6013A-6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2091.00 

塔式起重机 TC6015A-10E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6133.00 

塔式起重机 TC6015A-10E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7101.00 

塔式起重机 TC6015A-10E 臂长6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0130.00 

塔式起重机 TC6513-6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5230.00 

塔式起重机 TC6513-6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7834.00 

塔式起重机 TC6513-6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0889.00 

塔式起重机 TC6513-8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36415.00 

塔式起重机 TC6513-8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39490.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TC6513-8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3086.00 

塔式起重机 TC6515B-10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40892.00 

塔式起重机 TC6515B-10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4201.00 

塔式起重机 TC6515B-10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6395.00 

塔式起重机 TC6515B-12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43015.00 

塔式起重机 TC6515B-12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5923.00 

塔式起重机 TC6515B-12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8165.00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0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45468.00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0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48564.00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0E 臂长6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49292.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TC7015/TC7020-12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56182.00 

塔式起重机 TC7015/TC7020-12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57654.00 

塔式起重机 TC7015/TC7020-12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61450.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60372.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60822.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65354.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0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50-200m（含200m） 台·月 67611.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6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67990.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6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70212.00 

塔式起重机 TC7020-16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74644.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TC7035/TC7034-16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78369.00 

塔式起重机 TC7035/TC7034-16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84007.00 

塔式起重机 TC7035/TC7034-16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84300.00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130298.00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137646.00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臂长7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146727.00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74805.00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75579.00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79625.00 

塔式起重机 TC7530-16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78361.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TC7530-16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81878.00 

塔式起重机 TC7530-16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82032.00 

塔式起重机 TC7530-20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80006.00 

塔式起重机 TC7530-20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88742.00 

塔式起重机 TC7530-20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94532.00 

塔式起重机 TC8039-25 臂长8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 台·月 137531.00 

塔式起重机 TC8039-25 臂长80m、安装高度为标准高度-100m（含100m） 台·月 147853.00 

塔式起重机 TC8039-25 臂长80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156200.00 

塔式起重机 JP7527-18T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82333.00 

塔式起重机 JP7527-18T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150-200m（含200m） 台·月 84544.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塔式起重机 JP7527-18T 臂长75m、安装高度为200m以上 台·月 90464.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普通低速、安装高度为100m以内(含100m） 台·月 17531.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普通低速、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19750.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低速、安装高度为100m以内(含100m） 台·月 19254.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低速、安装高度为100-150m(含150m） 台·月 20812.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中速、安装高度为150m以内(含150m） 台·月 32288.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中速、安装高度为150-200m(含200m） 台·月 35807.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中速、安装高度为200-250m(含250m） 台·月 38536.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高速、安装高度为200m以内(含200m） 台·月 46125.00 

施工电梯 SC200/200 变频高速、安装高度为200-250m(含250m） 台·月 51758.00 



材料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含税价（元)

脚手架钢管 综合 t·月 150.75 

脚手架扣件 综合 个·月 0.33 

顶托 70cm 根·月 1.47 

钢笆子(钢架板) 综合 t·月 185.97 

承插型套扣式钢管脚手架 (成套、包顶托、底托等配

件）
综合 t·月 250.00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成套、包顶托、底托等配

件）
综合 t·月 28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