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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96 号     

邮编：230088 

电话：0551-65310323 

传真：0551-65320313 

牌洗衣机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原荣事达集团公司和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等 1994 年共同投资成立的中日合资企业， 2004 年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3.57％为第一大股东，公司为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公司注册资本：53280 万元，主导产品
为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等。其中洗衣机、微波炉市场占有率双双位居国内行业第三位，跻身中国家电行业第一阵营，在国
际市场上，公司与惠而浦、伊莱克斯等世界家电巨头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产品远销东南亚、南美、欧洲、非洲等地区。

公司现拥有三大生产基地，建有 9 条洗衣机生产线、3 条冰箱生产线、2 条微波炉生产线，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检测设备，具有年产洗衣机、
冰箱、微波炉及电机等部件产品 1550 万台的产能。公司坚持以技术为先导，注重打造精品家电。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拥有有效专利
已达 269 项，建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有用 300 多项专利，实施的国家级自主创新重大项目“洗衣机用变频电机及控制系统”，
填补了国内直流直驱电机空白，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自 2008 年以来公司年平均增长率保持 70% 以上，2012 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40.16 亿元 , 实现利税总额 5.34 亿元，净利润 3.04 亿元 , 净资产
收益率 20.92%，被评为“全国优秀外商投资企业”、“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

公司十分注重自主品牌培育与建设，一举推出了全新品牌—“DIQUA 帝度”，2011-2012 年帝度品牌连续登录央视黄金招标段，开启帝度
树立高端品牌形象。该品牌产品定位高端，以靓丽的外形，搭载最近的科技成果，以及最卓越的产品质量，迅速进入打入国内外市场并广受好评，
成为市场最具成长性的家电品牌之一。公司现有该品牌洗衣机 118 个型号、冰箱 64 个型号全部中标国家节能惠民工程，覆盖在销产品的 90% 以上。

经过三年的精心打造，DIQUA 帝度洗衣机已经逐步为消费者树立一个全新的高端产品标杆，自 09 年以来，搭载着精智变频、空气洗、电解水、
蒸汽洗、超泡净等核心优势技术的 DIQUA 帝度洗衣机产品已畅销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销量目前已经占公司洗衣机总销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帝度依然取得了诸多的荣誉，在 51 届德国柏林电子展颁奖典礼上帝度洗衣机荣获“2011 中国家用电器产品创新
奖”；2012 年中国（合肥）家电博览会，连夺滚筒、波轮两项“能效之星”大奖；2012 年洗衣机高峰论坛，一举拿下 2011-2012 年度洗衣机
行业变频洗衣机市场占有率第一、领导品牌、节能之星、滚筒洗衣机变频之星、滚筒洗衣机健康之星共五项大奖；2013 年 3 月 21 日，帝度 DG-
F60311BCG 超薄滚筒洗衣机，荣获“中国家电艾普兰奖十大最受大众欢迎产品奖”和“中国家电艾普兰奖产品奖”。 

全国统一售后服务热线：4008899360、95105958 

未开通地区请拨打： 0551-63369900 

网址：www.hf-sanyo.cn

邮箱：audit@hf-sany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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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合肥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金沪路 2 号
邮编：231131
电话：0551-5205211

牌潜水电泵（轴流型、混流型、矿用型）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隶属于安徽恒大自控集团，由合肥三益江海泵业有限公司整体更名而来，
是大型潜水电泵机组高端装备的专业制造商和安全高效排水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技术服务商 , 旗下设全资子公司合肥三益江
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营自动化控制系统。发展目标是继续引领行业发展，保持行业技术龙头地位。以安全高效电机为核心集机械、
水力、材料、电力电子、智能控制、信息通信等为一体，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恒大江海股份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试点企业，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大型潜水电泵装备技术”
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并获得省级质量管理奖，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项体系认证及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标
准化企业”认证。

恒大江海股份董事长朱庆龙先生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高级工程师，合肥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于 2010 年带领公司开发出世界第一台扬程 1700m，功率 4000kW（中国科技日报 2011 年 4 月 2 日头版报道、新华网、香港文
汇等二十多家媒体竞相报道）大型潜水电泵机组，经国家一级机构查新、行业专家评定、国家检验机构检测，处于国际领先技术
水平。“大型潜水电泵”取得国家发明专利；负责起草国家煤炭行业标准 MT/T671-201X《矿用潜水电泵》（报批稿）；大型潜
水电泵获国家级新产品证书，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等，多次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潜
水电泵大型化关键技术设备研制及产业化项目”2010 年获安徽省科技一等奖。

传真：0551-5454610
网址：www.hdeee.com
邮箱：hdj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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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126 号

邮编：230088

电话：0551-65350389 

牌非洛地平缓释片（II）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提取分离为一体的股份制医药产业企业，旗

下拥有多家生产企业和一家医药销售企业。员工共有 600 余人，已取得非洛地平等近百个药品生产批文，总经销、

代理、配送上千种品种规格的药品，同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终端推广网络。为安徽省创新试点企业。

立方股份秉承“立方济世、心诚志专”的经营宗旨，积极倡导“按章办事，按程序办事，满负荷工作，为

人以诚，为事以专”的企业文化，追求以效率为核心的制度化管理，遵循“营销即服务”的营销理念，以人类

健康事业为己任，以科技创新作为企业提升效率的第一动力，始终为提升人类生命价值和生活品质而不懈努力。

公司先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创新型企业认证、2009-2010 年安徽省医药质量管理奖，是安徽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生产管理、效益“双优企业”、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 AAA 级信用企业、2010 年中国 ( 中部 )

最具投资潜质创新企业十强。2012 年，“立方”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立方股份将发挥全体员工的智慧和行业骨干企业优势，务实创新，加快发展，用过硬的服务品质，站在时

代潮头，与供应商、分销商、医院和零售终端等合作伙伴精诚合作，同心缔造利益共同体，为人类健康事业做

出更大贡献。

传真：0551-65350389

网址：www.lifeon.cn

邮箱：lifang@lfyy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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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皖水路 589 号
邮编：230088
电话：0551-62969229

牌高速公路监控系统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合肥高新区皖水路 589 号，注册资本 13391 万元，是我国证券市场第一家专业从事交通信息
化建设、软件系统集成的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002331）。公司目前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安徽省创新型企业、安徽省重点软件企业、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企业。2003 年通
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2 年通过 CMMI3 级认证。2013 年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通科技紧紧围绕交通运输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紧抓国家城镇化建设、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和构建综合交通
运输服务体系的战略机遇，不断开拓进取，贯彻服务大交通的发展战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公司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企业现代化
运营体系基础上，理顺市场关系，实现管理的优化和升级；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密切跟踪行业发展
趋势和保持技术的先进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可靠的质量、快速响应的服务，面向市场需求，依托品牌效应，努力开发
新产品和新业务领域，提供高质量的行业信息系统产品，保障公司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实施“立足安徽，面向全国”的发展
战略，致力于成为“中国一流的交通信息化系统方案提供商和运行维护商”。

公司始终坚持“创诚信品牌”的宗旨，以质取胜，以服务取胜，积极与客户沟通，满足客户的要求，我公司开发的高速公路
监控系统产品凭借完善的功能和可靠稳定的质量逐步被广大用户认可，赢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市场业绩持续攀升公司已发展成
为安徽省交通信息化建设领域的龙头企业，在全国行业内综合排名位居前三名。 

传真：0551-62969225
网址：www.wantong-tech.net/
邮箱：dm13956027493@126.com

皖通科技
WANTO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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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 8 号

邮编：230088   

电话：0551-8107086

牌真空箱检漏回收系统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坐落于合肥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以国际化视野、

按国际化标准运营的全球分析仪器专业供应商，主导产品涵盖色谱、光谱、质谱类及医用分析器。 

皖仪科技按照国际化标准组建世界级产品研发平台，构建高品质、高标准、持续创新、全球同步的产品研

发体系，2012 年 1 月份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坚持“完美产品”的制造理念，整合全球领先的制造

资源，器件采购全球化，生产制造社会化，为客户提供国际品质的产品。皖仪科技以国际化的视野进行管理和运营，

在集成产品开发（IPD）、集成供应链（ISC）、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深刻变革，建

立了基于 IT 的管理体系，积极适应国际竞争。

皖仪科技秉承“品质皖仪，服务皖仪”的企业精神，致力于打造一个在分析仪器和医用健康领域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受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典范。

欢迎来到皖仪科技。

传真：0551-8107095  

网址：www.wayee.cn

邮箱：wanyikeji@hotmail.com

皖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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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速乐涓
Slounase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智路 30 号

邮编：230088

电话：0551-65310808

传真：0551-5313224

网址：www.zhaokepharm.com

邮箱：wuyan@leespharm.com

牌蛇毒血凝酶注射液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是李氏大药厂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代号 : 00950）的全资子公司，坐落在合肥市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成立于 1994 年，结合生化和生物领域的技术优势，发展成为集科研、生产、经贸为一体的科技型现

代制药企业。

兆科药业，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公司拥有严谨的药品基础研发和临床研究团队，每开发一个新产品必需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所有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均由自己完成，拥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兆科药业，在合肥的生产基地，拥有 4000 多平米的现代化工业厂房和先进的生产设备，主要生产剂型有冻干粉针、小容量

注射液、凝胶剂等。

兆科药业，还设有北京、上海、广州 3 个销售分公司，各团队均有丰富的市场运营经验。坚持学术推广的销售模式，在国内

推广新的治疗观念和新的治疗方法。

母公司于 2002 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10 年转为主板。利用母公司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国际多个先进的科研机构和制药企

业达成广泛合作，丰富和拓展国内系列产品的医药市场。

兆科药业，目标是成为亚洲成功的生物药业集团，提供既治疗疾病又能改善身体及生活素质的创新产品，造福大众。

科学，兆科人的信仰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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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神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240 号

邮编：230601

电话：0551-62205888 

合肥神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联合装备集团。公司位于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业界公认

的中国电线电缆装备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合肥神马全面涉足线缆装备制造领域，产品种类和市场份额逐年增加，并稳居

全国同行业前列。公司因此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认定为“最具竞争力”和“最具影响力品牌”企业。

二十多年来，合肥神马专注于线缆装备的研究与创新，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承担多项国家和省市科

技攻关项目。目前，已累计开发出电力电缆设备、通信电缆设备和光缆设备等六十多个品种。其中，获得国家

专利和省市科技进步奖数十项，主要产品均被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推介为质量可信产品。

凭借多年服务于线缆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合肥神马致力于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向中国各地以及伊朗、

越南、印度、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等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是国内外客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现在，秉承和努力实践“专业制造、真诚服务”的经营理念，合肥神马正不断开拓创新，向建设成为全球

线缆专用装备领先制造商的目标迈进。

传真：0551-62205889

网址：www.chinasmarter.com

邮箱：smarter@188.com

牌成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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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新站工业园 A 区乐凯工业园
邮编：230041
电话：0551-62777530

牌光学聚酯薄膜（FG、PG 系列）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最早进入合肥投资的中央企业。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承担着填补国内 TFT 行业前端光学级聚酯薄膜领域国内空白、引领、支持国内光学薄膜产业健康发展的使命，为平板显示器产业链配套所需的中
高档聚脂薄膜和薄膜深加工的大型研发、生产基地。

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的聚酯薄膜双向拉升生产线和精密涂布生产线。所生产的光学级聚酯薄膜产品厚度规格为 36-250μm，主要用作扩散膜、
硬化膜、增亮膜、ITO 镀膜、高档电工胶带等产品的基材；精密涂布生产线主要生产扩散膜、硬化膜、离型膜、保护膜，广泛应用于平板显示器、
电子、高档装饰等行业。

   2008 年，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第一条，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条光学级聚酯薄膜生产线正式投产和成功投放市场，打破了日、韩
企业在光学基膜的垄断；2009 年，合肥乐凯第一条扩散膜生产线顺利投产并成功批量替代进口产品，有效地带动了中国大陆光学薄膜投资的热度；
2009 年 -2011 年，公司先后通过包括韩国三星电子、韩国 LG 电子、台湾友达、合肥京东方等国际、国内一流电子企业的认证稽核，公司产品顺
利导入到韩国三星、韩国 LG 电子、台湾友达、合肥京东方、龙腾光电、熊猫电子、华星光电、海信电器、海尔电器、创维电器、长虹电器、TCL
电器、日本 SHARP 等国际、国内一流公司；   2011 年年中，合肥乐凯的硬化膜生产车间正式投产，主要生产中高档的硬式保护膜、IMD 硬化膜
以及 ITO 硬化膜。目前我司所生产的硬式保护膜为国内领先水平，产品经下游企业加工已运用到苹果 IPAD、Iphone 的屏幕保护上，同时我司目
前为国内企业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屏幕触摸屏用的 ITO 硬化膜厂家，国内市场占有率 80% 以上。

   十二五期间，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将继续加大在光学聚酯薄膜以及薄膜深加工产业的投入，到 2014 年，公司将形成光学级聚酯薄
膜年产能 10 万吨；功能薄膜产能 5000 万平方米。 

公司先后通过法国 BV 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系列产品通过了 RoHS 测试以及美国 UL 认证；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公司是全国光学功能薄膜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31）秘书处承担单位并于 2008 年被安徽省科技厅评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2010 年主持制定并颁布了 2 项国家标准（GB/T25255~25256—2010）；公司高性能薄膜研究所致力于光学级聚酯薄膜、底层材料以
及涂层材料的研究开发，2010 年 5 月被认定为合肥市企业技术中心； 2011 年 11 月被认定为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2011 年 12 月被认定为合肥
市创新型企业；2011 年 12 月被认定为合肥市“228”产业创新团队及带头人；2012 年被认定为合肥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传真：0551-62777554
网址：www.lkbm.com
邮箱：hflk@luckyfi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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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巢湖铸造厂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巢湖市长江西路 2 号

邮编：238004

电话：0551-82308257

安徽省巢湖铸造厂有限责任公司 ( 原安徽省巢湖铸造厂 )，隶属于安徽省皖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59 年建厂，现为国家大型企业，全国机械行业重点企业，是铁

道部生产铁道扣件及预应力混凝土轨枕的重点企业，中国紧固件工业协会常任理事单位。

公司占地面积 5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拥有各种机电设备 3000 多台 ( 套 )，净资产近 2 亿元，铁路专用线直通厂区。公司有着健全的组织机构，董

事会、总经理层，下设一个技术中心（省级）、三个销售公司、七个职能部门、九个生产分厂。自 1962 年以来，在铁道部及有关院、所、路局、工程局的大力支持下，

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现已形成具有研制和生产多种系列铁道扣件和预应力混凝土轨枕的能力，产品均通过铁道部和国家权威技术监督部门的鉴定及检测，发证产品

均获得生产许可证。年产铸件 1.5 万吨、钢件 3 万多吨、高强度紧固件 5000 多吨、各类预应力混凝土轨枕 45 万根。

公司主要产品有：弹条Ⅰ、Ⅱ、Ⅲ型扣件，道岔扣件、各种调高扣件、小阻力扣件，高铁扣件系统，城市轨道交通扣件，各种规格的高强度紧固件；系列预应力

混凝土轨枕；水泥等。 

公司生产铁道扣件已有五十年历史，产品销售覆盖全国，主要销往国内各铁路 ( 工程 ) 局，为国家重点建设和主要干线提供过大量的扣件和轨枕产品，如成昆线、

京沪线、京广线、京九线、陇海线、大秦线、西合线、渝怀线、青藏线、合宁、合武、沪宁、成灌、南广、渝利、海南东环客运专线等。为我国第一条准高速广深线、

九江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银川黄河天兴洲大桥、福建闽江大桥、上海新客站、北京新客站等提供了特殊性能扣件。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地

铁及上海高架明珠线、天津津滨快轨、武汉轻轨提供了全套产品。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产品质量可靠，设备工艺先进，测试手段完备。公司自行研制出国内先进的弹条一次成型余热淬火生产线 ( 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 轨枕自

动张拉机 , 计算机控制自动养护系统，引进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保护气氛热处理自动生产线和国内领先的专利技术多元共渗生产线、达克罗生产线 , 铸造自动生产线

采用中频感应熔炼和气动微震压实造型工艺 , 拥有日本浪速五工位全自动造型生产线、东久全自动水平分型无箱造型线和法迪尔克 70 ｔ / ｈ砂处理生产线，均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 ; 并拥有多种计算机控制的自动检测、分析设备。铁道扣件产品荣获部优称号、安徽省名牌产品称号和安徽省著名商标。历年为国铁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累

计提供各种规格的铸件可铺设线路 4.5 万公里，各种道钉可铺设线路 3.6 万公里，弹条可铺设线路 1.6 万公里，混凝土轨枕 300 万根。

公司一贯坚持“扣紧铁路、铸就一流”的质量方针，践行“产品出厂批合格率 100%，顾客满意度 95%”的质量目标，热忱为我国铁路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1998 年通过 ISO9002：1994 质量保证体系认证，2002 年顺利通过 ISO9001：2000 换版认证，国家二级计量合格单位 ,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公

司还被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铁道部运输局联合选定为“铁道器材开发中心研究发展基地”；安徽省“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2002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全

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自 1998 年以来，连续被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企业评价中心列入《中国大型企业排序》，多次被评为全国行业最佳经济效益企业。

传真：0551-82352999

网址：www.chaozhu.com

邮箱：yaoyi3399@sina.com

牌预应力混凝土轨枕巢  Ⅱ型轨枕

Ⅲ型轨枕

Ⅱ型轨枕

Ⅲ型轨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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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欣意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瑶海区新蚌埠路 98 号
邮编：230041
电话：0551-64213946    13637080494

安徽欣意电缆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4 年，总部设在合肥，系全球四大铝合金电力电缆专业制造商中唯一的中资企业。目前已

形成合肥、巢湖两个产业基地，设计产能 300 亿元 / 年的河北石家庄、广东清远、安徽绩溪三个产业基地正在建设中。

公司自主研发的稀土高铁铝合金电力电缆已申报 80 余项专利，通过了美国 UL、加拿大 CUL、澳大利亚 SAI GLOBAL、马来

西亚 SIRIM 认证，连续 7 年出口至美国 23 个州。2009 年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获得国家住建部、国家消防总局、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中国铁路、中国石化、大唐集团等权威认证和推广使用，已成功应用到逾千个工程项目。公司主导编制的产品国家标准即将颁行。

公司是国内唯一拥有稀土高铁铝合金电力电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管理和质量管理等方面，

集成世界先进的管理模式，秉承“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精益求精，创新高效”的核心价值，为用户持续提供“绿色、安全、环保、

节能、优质”的稀土铝基新材料的电缆制品和服务。

牌稀土高铁铝合金电力电缆

传真：0551-64233478、64246611
网址：www.joysenses.com/ 
邮箱：joysenses@joysen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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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长城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 139 号

邮编：230601

电话：0551-2357276

传真：0551-2357262

网址：www.ccgwr.com

邮箱：postmaster@ccgwr.com

合肥长城制冷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8 年，位于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150 亩，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资产总额高达 4 亿元以上，公司现有员工 650 人，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 200 余人。 经历了

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已成为安徽省地区最大的家用电器的配套生产企业，公司股东董事长马驿先生任合肥市政

协委员、肥西县工商联副会长、“肥西县十佳民营企业家”、安徽省肥西县国税系统特邀检查员、曾荣获“肥西县首

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称号。股东总经理马功权先生任肥西县工商联常任委员、曾荣获“清华大学

菁英管理班优秀管理者”称号。

合肥长城制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和加工制造家用电冰箱蒸发器公司，公司产品现为美菱、格力、美的、

海尔、海信等公司旗下的美菱冰箱、晶弘冰箱、美的冰箱、华凌冰箱、海尔冰箱、小天鹅冰箱、美的空调配套。近

年来公司倍加重视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改造，注重投资效益，严抓产品品质管理和生产管理，并率先通过 ISO9001-

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合肥长城制冷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11.15 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于 2011.11.18 被认定为“合肥市

创新性企业”。公司产品冰箱蒸发器于 2012.11.18 被认定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公司研发中心被认定为合肥市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

牌家用电冰箱蒸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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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合肥市经开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邮编：230601
电话：0551-63812468
传真：0551-63816868
网址：www.echom.com
邮箱：zhachuanting@echom.com

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以工业设计为龙头，集产品结构设计、大型精密模具开发、

精密注塑成型以及新材料应用研究为一体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注册资本 1.6307 亿元，总资产达 3.1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6441 万元。研发用固定资产原值

1709.79 万元，净值 1048.61 万元。企业现有员工 600 人，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130 人，科技活动人员超过员工总

数的 22%。

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均在快速的前进。2005 年企业营业收入达 2.11 亿元，2006 年企业营业收入达 2.85 亿元，

2007 年营业收入达 3.4 亿元，在 2008 年，即便公司的经营收到了经济危机的极大冲击，但是公司的经营业绩仍

然达到了 3.3 亿元，2009 年企业营业收入 3.7 亿元，2010 年销售收入达到 5.6 亿元，2011 年销售收入达 5.9 亿元。

2012 年，在市场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收入任达 4.5 亿元。 

企业的主导产品之一大型高端平板电视机壳，服务的海内外客户超过 200 余家，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二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客户有海尔、格力、TCL、康佳、长虹、LG、GOLDMASTER、KEYMAT 等，产品国内市

场占有率高，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目前，毅昌产品在行业内已具有相当的名气，为加大推广企业知名度，做好品牌规划，公司正在筹备申报安

徽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加大品牌推广力度，以品牌战略带动企业创新发展，打造知名品牌、驰名商标的

新思维。

毅昌牌彩色电视机用塑料件

安
徽
毅
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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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轴机加工线

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环湖东路 168 号

邮编：230031

电话：0551-6538022    65335139

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示建于 1955 年，1975 年开始生产汽车半轴等汽车锻件，1984 年更名为安徽

省合肥汽车锻件厂，1987 年注册为“千锤”商标。1999 年企业改制，成立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为安

徽省皖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是中国锻压协会会员单位，系安徽省汽车锻件生产龙头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 500 余人，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拥有锻造、热处金加工、重卡车前轴精辊—整体模锻，半轴套

管挤压，转向系列锻件和变速箱轴类锻件锻造等六条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锻造生产线，融锻造和机械加工生产为一体，

技术力量雄厚，箭测手段完备，可供生产汽（叉）车半轴、汽车前轴、转向类、半轴套管、内燃机连杆、变速箱轴等

六大系列 100 多种产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通过不断实施多期技术改造，目前公司生产能力达到年产合格锻件 2.5 万吨，年销售

收入 2 亿元。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华东、辐射全国，拥有江淮集团、合力叉车集团、南汽集团、安凯车桥、扬柴、湖南

车桥等多家国内知名大型企业组成的稳定客户群。

公司 2009 年获安徽省皖中集团公司质量体系精准管理优秀单位称号；2009 至 2010 年获《安徽省设备管理优

秀单位》称号；2011 年分别获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质量进步奖、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的优秀质

量奖等等。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获“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AA )”，同年又获得美国质量( AQA )国际有限公司颁发的 ISO

／ TS16949：2009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公司的“千锤牌”商标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标。

千锤牌前轴系列

前轴锻造生产线

传真：0551-65320201

邮箱：HDZJ80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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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江淮汽车配件工业园
           金岗大道东侧（岗集镇）
邮编：231137
电话：0551-66779708

合肥万向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3 年 12 月，是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约 100 亩，截止到
2012 年底企业总人数达到 146 名，其中本科以上科技人员 14 人，大专以上科技人员 41 人，集团技术中心外派专家、博士 4 人。
2012 年实现销售收入 2.52 亿元。公司全面负责万向钱潮系列汽车零部件产品在江淮汽车的配套业务，围绕江淮汽车等当地主机
厂开展集成的模块化供货，为主机厂提供便捷高效的生产、配送及服务。

合肥万向 2003 年建厂以来，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管理工作日臻完善，以完善的管理体制、优良的产品品质、迅捷的
现场服务赢得了汽车厂、地方政府的广泛认可。已连续六年获得了江淮汽车股份公司“优秀供应商”的荣誉及奖励，并获得了“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AA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合肥市车辆传动与制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荣誉称号和奖励。

公司生产的商用车传动轴总成，于 2006 年 9 月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公司借助万向集团公司很多先进设备 , 不仅满足了高档次、
多品种、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并可满足各个工序的特殊要求。使产品在使用性能、稳定性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本公司商用车传动
轴产品与国内同行其它厂家产品比较，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本公司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次是价格适中，为广大客
户所接受。公司传动轴在花键轴上采用尼龙涂覆扭疲寿命大于 25 万次，静扭安全系数大于 3.61-4.22，在使用过程中消音降噪，
大大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同时价格相对较低。传动轴轴管采用，提高总成的临界转速且轴管内采用双组份隔音棉，大大提升
了 NVH 性能；在结构上，公司开发了整体式双联结构，传动轴动平衡时，在 4000Rpm 可以达到初校 15g.cm，复校 22g.cm；在
压装时采用整体压装技术，使原先的初始不平衡量下降了 20%；产品总成采用挠性联轴器，提高了整车的舒适性。综上所述，商
用车传动轴采用大管径薄壁轴管缩口技术，花键轴采用尼龙涂覆，扭疲寿命、静扭安全系数等主要指标均达到国标规定的优等品
要求。

公司的高性能商用车传动轴一直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品之一，在产品销售市场一直占据很大的比例，2006 年 9 月，
高性能商用车传动轴项目顺利通过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验收并获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这就意味着本公司的高
性能商用车传动轴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不仅为公司的销售收入带来丰厚利润，也大大推动了本企业整个传动轴产业的发展，
更进一步促使企业的向前迈进。

合肥万向钱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钱潮牌汽车传动轴总成

传真：0551-66771663-8708
网址：www.wanxiang.com
邮箱：hefei.wanxi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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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纬二路

邮编：230011

电话：0551-4266583  4266589

传真：0551-4266588

网址：www.lvbaochuju.cn

邮箱：lvbaochuju@163.com

安徽绿宝不锈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企事业单位厨房设备设计、制造及安装服务的现代化厨具生

产企业，注册资金 3000 万元。公司现有员工 210 人，其中各类中、高级技术人员 28 人，拥有厂房面积 2.5 万平方米，

是安徽省厨具行业的龙头企业，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商用厨房设备生产企业之一。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1999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主要产品包括

燃气灶、电热食品加工设备、制冷设备、不锈钢制品四大系列近 200 个规格品种。

多年来，公司秉承“超越平凡、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引进专业人才，大力推进技术创新。

公司聘请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其钊作技术顾问，先后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我们始终本着“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这一理念，坚持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形

成了一套科学、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赢得了新老客户和业界人士的充分信赖和广泛认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安徽绿宝不锈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振兴安徽厨具行业为己任，引领厨具

行业绿色革命，为把公司打造成国内先进的商用厨房设备生产基地而不懈奋斗。

安徽绿宝不锈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牌食品冷柜（商用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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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合肥市肥东新城开发区燎原路 25 号

邮编：231600

电话：0551-67758520

传真：0551-67744350

网址：www.hx-parking.com/

邮箱：zntc@hx-parking.com

安徽华星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市肥东新城开发区燎原北路西
侧，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9 年 1 月，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是一家从事多层智能
立体停车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改造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近 200 人，占地约 300 亩，厂房 36000 平方米。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合肥市创新型企业”等荣誉称
号。公司现在各类研发人员 70 余人，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6 人，工程师 15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0 余人，专业涉及 PLC 控制、机械设计、工艺设计等
核心技术领域，具有多年的实践经验，能够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
2010 年，公司研发中心被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同年，公司与合肥工
业大学联合组建的研发中心被认定为“合肥市智能立体停车设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公司成立 4 年来，先后承担国家科研计划项目 2 项，企业委托开发课题近
10 项，自主研制开发的高新技术类产品达到 20 多个品种，完成各类成果转化
10 余项。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立体停车设备产品在安全自动柔性载车技术、防
坠落装置和行程控制等已获得了 22 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分别为：
一种停车设备提升传动机构 ZL201010203957.8、机械式停车设备运行保护装
置 ZL201110003978.X、一种机械升降横移式停车设备 ZL200920117062.X、
一种停车设备失速保护装置 ZL201110003958.2）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软件著
作权 7 项，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停车设备已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银行、北京中央警卫局、天津西青区建委等国内多个市政单位及北京、上海、
浙江、广东、合肥等国内多个小区应用，产品深受用户好评。产品市场占有率
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2012 年 8 月份公司先后在上海、北京、重庆、成都、西
安、武汉、宝鸡、昆明、南京等国内一二线城市设立办事处与售后服务部，以
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与售后服务质量，扩大市场影响力与“华星智能”停车设
备品牌口碑。

至今，公司已形成 80% 停车设备的配套件由当地企业进行供应，如肥东
区域的合肥翰坤机械有限公司、合肥丰华集团、合肥开天等企业，合肥地区的
合肥百盛集团康恒公司、江淮同大汽车零部件等公司，以及安徽黄山链条厂等
企业。

华星智能公司秉承“诚信务实、合作进取、品质保证、客户至上”的经营
宗旨，倡导“以人为本，品质兴业”的管理理念，用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
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产品，推动立体停车设备产业走向更高、更广的领域，努
力将公司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立体停车设备产业基地之一。

安 徽 华 星 智 能 停 车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牌 PSH 型升降横移类停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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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瑶海工业园区皇藏峪路

邮编：230011

电话：0551-63416966  4008878648

传真：0551-64252198

网址：www.mekea.com.cn

邮箱：jundui09876@sohu.com

安徽省美佳家俱装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集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家具制造企业。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合肥市瑶海工业园

内，区位优势明显，乃合肥市新规划的交通和物流中心，交通便捷，距离火车站、合徐、合宁高速等车程都在半个小时以内。公司以合肥为基地，

面向全国市场，已经在省内各地以及上海、武汉和宁波等地设有 300 余家厨柜销售网点。中国驻蒙古、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南非等

大使馆，先后选用了美佳橱柜，美佳橱柜还赢得了美国驻沪领事馆的青睐，可谓“橱柜大使”。

公司于 2004 年开始在瑶海工业园建设“美佳厨柜生产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28000 平方米，先后购入进口推台锯四台、数控开料锯一套、

全自动封边机三台、六排钻两台、四排钻两台以及非标准产品加中心、组装系统、后成型系统、冷压系统、包装系统、中央除尘系统、铝合金加

工系统等。生产技术来源于欧洲，引进欧洲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结合国内的特殊使用要求进行设计和生产。产品实现过程先由客户确定设计方案，

签订合同后下单进行生产。生产流程算料、下料、封边、打眼、组装、包装发货到安装，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检测。公司根

据需要配置了相应的检测设备，并定期委托国家权威机构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测，对特定的项目我们还将随时委托检测，确保所有产品都符合相关

标准和客户的要求。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公司的发展既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产品先后荣获“国家权威检测合格产品”、“安徽省质

量检验合格产品”、“合肥市质量信得过产品”、“合肥市质量放心产品”等荣誉称号。公司先后荣获“安徽诚实守信承诺单位”等荣誉称号。

2005 年 7 月通过了“中检华纳、中国质量检验联盟”品质认证。2005 年 8 月公司被全国工商联橱柜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评为“中国橱柜 30 强企业”，

同时当选为中国厨柜行业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2006、2007、2008 年又分别被评为全国橱柜行业“最佳诚信品牌”、“设计金奖”、“最佳精

装修供应商”。2006 年公司当选为安徽省家具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单位，同年 3 月被中国十八省市家具行业评为“2006 年诚信企业”。2008 年

10 月公司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认证。

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公司积极与国内外著名的厨柜材料

商开展合作，目前已与国际知名品牌公司如美国“威盛亚”、

韩国“LG”、奥地利“爱格”、德国“芬尼尔”和“海蒂诗”

等结成战略伙伴和产业联盟。

安徽省美佳家俱装饰有限公司

牌住宅整体厨房（整体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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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新软件有限公司（简称“中新软件”）创立于 2002 年，是集网络安全产品、软硬件开发的高科技公司。公司针对
DDOS 攻击的产品自主研发、生产的金盾系列安全产品，自创立至今一直在市场上获得良好、坚实的口碑。 

2010 年 产品共销售 266 套 销售额 1330.97 万元
2011 年 产品共销售 568 套 销售额 2856.61 万元
2012 年 产品共销售 969 套 销售额 3855.7 万元
我们的销售中心、直属分公司增加到 16 个，覆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成都、天津、宁波、西安、重庆、福州、

济南、沈阳、杭州、深圳，并在韩国首尔、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设立了办事处。我们的客户也从起初的 IDC 数据运营商单一客户，
发展到现在金融证券、医疗、能源、教育、中央政府、电信运营商等多个重要行业。

公司主持公安部抗拒绝服务系统行业标准制定并已立项；主持制定抗拒绝服务系统等两项地方标准制定并已批准发布；在全
国同行业中占领制高点，掌握了话语权；我公司产品被全国第四届体育大会官方网站指定为专用网络安全防护产品。2010 年 9 月
1 日，经过近半年的严格审核与层层筛选，中新软件成功入选第一批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名单。我公司制定标准化十二五发展规划，
建立比较完善的标准化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并拟申报安徽省著名商标及筹建安徽省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省级企业技术
检测中心。继续与相关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产学研基地，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未来，公司的标准化战
略计划将逐一执：2012 年，中新软件继续以品牌建设为立足点，申请省著名商标；中新软件斩获 2012 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颁奖
盛典两项荣誉大奖；2012 年 3 月，安徽省网络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揭牌仪式在中新软件（秘书处承担单位）举行。 

2013 年，拟申请中国驰名商标；在经过 2010 年的 12 月上会通过，中新软件进入 3 年的上市培育期，计划将于 2013 年正式上市。

安徽中新软件有限公司

牌抗拒绝服务系统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 767 号中心软件大厦

邮编：230088

电话：0551-62365555

传真：0551-62365555—8007

网址：www.zxfirewall.com/

邮箱：partner@cnzx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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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

邮编： 231511

电话： 0551-87381018

传真： 0551-87381018

网址： www.bych.cn.99114.com

邮箱： 785433480@qq.com

庐江县白云春毫名茶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11 月创办，坐落在庐江西部素有“温泉古镇，名茶之乡”美称的汤池古镇。

公司占地面积 80 亩，现有固定资产 3600 多万元。是目前合肥市茶叶行业生产规模最大、生产设备先进，加工产品种类齐全具有

发展潜力最强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公司为大力实施规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战略，采取公司 +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茶叶生产农户的模式，走规模化生产、

专业化分工、品牌化销售、企业化管理、契约化服务的发展之路，公司拥有高山原始生态茶园和标准优质茶园近万亩，建成标准

化名优茶、出口茶生产线。实现“山上有原料基地，山下有生产基地、城镇有销售网络”的产业新格局。

白云春毫产品的特色 : 外形微扁平，形似雀舌，色泽绿润，白毫显露，汤色绿黄明亮，香气清爽悠长，滋味鲜醇回甜，叶底

黄绿匀齐，芽叶肥壮完整。是我市在茶叶行业第一个荣获国家级金奖产品，2006 年“白云春毫”商标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称号，

2008 年被第三届中国（安徽）茶叶博览会评为金奖，2009 年申报为中国有机茶，2010 年被评为“安徽省十大品牌名茶”，2012

年被授予“安徽市场读者最喜爱的十大品牌名茶”和第六届中国（安徽）茶叶博览会“茶王”称号。

安徽白云春毫茶业开发有限公司秉承“诚实守信 .、质量优先、开拓创新、追求完美”的宗旨，将“白云春毫”打造为合肥

市一流茶叶品牌。

庐江县白云春毫名茶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牌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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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正元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 月，位于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内。公司交通便利、厂区宽敞洁净、环境优美；加工
制造设备及检测计量装备齐全；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化生产制造队伍。

公司主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销售轴（混）流系列潜水电泵、WQ 型系列潜水排污泵、QGL、QGLS 系列单向、双向潜水贯流泵。
公司产品以中小型系列水泵为主，主要用于农田灌溉、抗旱排涝、市政排水、环保处理等。公司正在开发适用于水利及市政防洪
抢险和抗旱灌溉用的移动式液压泵车。同时还从事各种机械设备和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等。    

公司共有员工 60 余人，其中管理和技术人员 20 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类 20 余人，有一支由国家、部、省级专家以及十
几位高级工程师和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工程师组成的产品研发队伍，技术力量雄厚，具有较强的独立研制开发能力。公司研发设计、
制造的产品技术先进、外观新颖、质量稳定可靠。

公司自创建以来，秉承“诚信为本，服务用户”的经营理念，依靠良好的企业信誉，可靠的产品质量，优质的售后服务，追
求卓越的工作态度，紧跟市场，热情服务用户，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声誉。公司投放市场的众多产品无论在外观上、质量上都
深受客户好评。

公司建立了完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在 2006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的基础上于 2009 年年底又通过了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QMS）、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EMS）及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
的“QEO 三合一”体系认证。把公司的发展不仅与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联系起来，还与对环境的影响和员工的安全健康联系起来，
体现了企业“质量第一、安全至上”企业理念和社会责任感，同时，“QEO 三合一”体系认证的通过将进一步促进正元公司拓展
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公司的产品顺利进入国内外市场铺平道路，极大地提升了公司产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的能力。

在公司高层的正确发展理念引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正元机械有限公司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荣誉。业
绩遍布江淮大地，并全国范围遍地开花，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2006 年获“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称号，2007
年被认定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2008 年被再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年获得“合肥市著名商标”和“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称号，2009 年 8 月获“合肥名牌产品”称号。2010 年获合肥市质量管理奖称号。2012 年获得标准化良好行为 AA 级企业，
同时通过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为了公司有更好的发展，公司将土地和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抵押 650 万元。

牌混流式轴流式潜水泵

地址：合肥市双凤工业区凤霞路 16 号

邮编：231131

电话：0551-66392000    66392092

传真：0551-66392155/66392510

网址：www.zyjx.cn

邮箱：ahzyjx@163.com

安 徽 正 元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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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貌图片

安徽龙之杰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合肥市新站区磨店工业

园关井西路 9号，占地面积二万余平方米，年设计生产能力十二万台

套，2009 年 4 月整体投入生产。

地址：合肥市新站区磨店工业集聚工业区关井西路 9 号 

邮编：230012

电话：0551-64214274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省同行业中较大的民营钢制办公家具生产企业。企业成立于 1999 年，通过十多年

的发展壮大，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具有年生产各类优质钢制办公家具 150000 套的能力，是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团体。

近几年，公司的事业稳步发展，年年取得30%以上的销售增长率。目前在同行业中，从人员技术结构、生产技术设备、生产厂房、

办公环境、员工生活、市场占有率都是位列前茅的。公司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开发出具有先进机电一体化的办公档案家具，

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于 2007 年在新站区磨店工业园建造占地 40000 平方米的新厂区，建造两幢标准化面积为 2800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2009 年 3 月公司整体迁入，当年投入生产。

公司现有员工 120 多人，工程技术人员 10 人，技术熟练工人 100 多人，具有一流设计开发能力和生产操作能力。在设计开

发中应用最先进 ATOCAD 及 3DMX 技术软件，变手工生产为现在的数控下料，多工位冲压设备，数控折弯机，CO2 气体保护焊机，

全自动喷涂流水线，确保了产品的平整度和装配互换性。

公司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2004 年通过了中国质量体系认证中心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2008 年又先后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公司售后服务体系完全采用 ISO9001 质量管理方法，始终以客户为关注点，对客户团队化服务，坚持“质量为生命”和“市

场为家，客户至上”的经营管理理念，以人为本，科技创新，实施名牌战略，走质量、品种、效益型发展企业的道路，不断开发

一批技术含量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产品。并先后荣获合肥市著名商标，安徽省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龙之杰文件柜

是安徽省质量检验所定期抽检全部合格的产品，安徽省质量放心产品。

    公司具有较强的创新开发能力。10、11、12 连续三年研发基金分别占总收入的 8%、10%、12%, 切实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改善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档次和服务水平，显示出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牌钢制书柜、资料柜
龙之杰

传真：0551-64239783

网址：www.longe-biz.com

邮箱：lzj_1996@126.com



22

合肥波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位于合

宁、合安、合徐三大高速公路交界处的

安徽省会合肥市，专业生产中 、高档比

赛用、场馆用羽毛球。公司创建于2003

年，短短5年时间从一个月产3000打羽

毛球的小厂成长为 月产量8-9万打的安

徽省最大的羽毛球厂之一。安徽是原毛

之乡，原毛产量占全国的95%，具有得

天独厚 的原料优势，近水楼台的优质原

料，保证了波尔公司羽毛球产品质量的

持续稳定。波尔公司在生产方面 投入巨

大，生产设备先进，人员配备到位，检

测手段完备，技术力量雄厚。波尔公司

注重质量，上下努 力，从开始的只在最

后产品入库前的检验，更改为在每道工

序设立质量检验员，确保整个工艺流程

的质 量控制，使产品质量不断进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了客户的信赖。目前，公司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并成功打入以质量要求苛刻闻名的韩

国、日本市场。

公司羽毛球产品的畅销还取决于我们对客户的支持，一是在质量上精益求精，而且实施包退换原则，货 不

对路，客户不好销售的产品可以及时退回公司，使得客户一方面能以高质量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另一方

面不会有资金积压。二是采用每个区域仅设一个经销商，并严格控制串货，从而保证了经销商 的经营利润。

牌羽毛球

地址：安徽省合肥肥东县撮镇马桥工业区

邮编：231600     

电话：0551-67600658

传真：0551-67600608 

网址：www.hfboer.com

邮箱：boer988@163.com

合
肥
波
尔
体
育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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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精都机电仪表有限公司的前身合肥自动化仪表厂 , 后经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先后研制出 LZS 型双转子流量计、LBS 型三转子流量计、LL 型腰轮流量计、LL

型防砂腰轮以及带有自润滑系统，新型旋转活塞流量计、组合式液化石油气流量计、LBJ 型金属刮板流量计、LC 型椭圆齿轮流量计；显示仪表有 LPJ － 12 － B 防爆

发讯器、XSJ 流量积算仪。仪表附属装置：快开盲板篮式过滤器、消气器、过滤消气器，同时还开发出收发球筒、收发球小车、绝缘接头、金属软管等。产品四大部类，

50 多个品种，200 多个规格，产品销售分布 20 多个省市、10 多家大油田及石化系统及部队油库，其中 LPX-01 型大型消气器被安装使用于国家航天事业，LPGK 型

快开盲板篮式过滤器、LPGX 型过滤消气器、LPX 型消气器多次被中石油、中石化长输管道项目采用。公司产品深受石油化工、军工、轻工、电力、商业等工业部门和

国防科研单位用户欢迎。

2012 年，我公司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快开盲板篮式过滤器和过滤消气被评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被合肥市评为合肥市名牌产品。2011 年

我公司有有包括带过滤芯起吊装置的快开盲板篮式过滤器在内的 8 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2012 年我公司又有 12 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

当今，企业正处于发展阶段，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公司优化经营理念，不断扩大市场份额，节能降耗，执行生产目标成本，科学配置人力资源，优化投资结构，

加速资金运转，不断创造企业发展基础条件。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在抓效益的前提下，公司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公司于 2012 年通过 ISO9000（2000）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复核，即三级计量证书复核企业，

产品采用 JB/T5054 － 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用 JBT9164 － 9170 － 1998 工艺文件指导，产品采用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证书，编号 2010008。即「Q/HJDO01 －

2010」－「Q/HJD005 － 2010」生产，由质管部全面跟踪检验测试，对特殊状态用标记、标识、数字统计、分析，建立质量记录，以保证产品质量目标，生产工艺纪

律执行率 100%，测量设备检验合格率为 100%。完善计量体系等方面质量管理逐步提高，保证产品质量一次交货合格率为 100%，用户单位对产品运行使用反馈满意

率为 98%，同时，公司为了确保质量，长期与合肥海川石化设备有限公司在压力容器产品方面设计生产时进行合作，确保产品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企业是在发展中求生存，企业的生产经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研制开发出更好、更实用的市场、更受用户欢

迎的产品才能立足于市场，才能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才能逐步去谋求一条新路，所以全公司员工决心一手抓质量，一手抓管理，多出精品，快出新品，积极奋进，

敢为人先，热忱服务，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石油石化事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我公司是天然气股份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军工、生产流量仪表重点专业厂家，资源市场和电子商务的成员单位。

地址：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桂王南路

电话：0551-67744688       

传真：0551-67744788     

合肥精都机电仪表有限公司

牌通用过滤器

邮编：231601 

网址：www.hfjingdu.com   

邮箱：web@hfjing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