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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长江北路 43 号

邮编：241006

电话：0553-5951152

天染坊牌棉印染布

安徽中天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天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2 月，注册地点在芜湖市镜湖区境内，现有员工 400 人，公司注册资金 4500 万

元人民币，目前已进入上市辅导期。公司的“天染坊”印染面料商标 2010 年 11 月在安徽省芜湖市注册，该产品曾于 2008 年获“安

徽省出口名牌”。

安徽中天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重要的麻、棉等天然多纤维差别化印染及特殊多功能性整理面料的研发和生产型出口企业

之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发改委《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确定的“沿江纺织服装基地”的纺织印染

龙头企业，中国印染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解放军总后勤部“被装功能材料实验基地”，科技部“高值特种生物资源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单位，海关总署确定的“A”类企业和国家商检总局确定的“出口绿色通道企业”。

公司的企业技术中心 2010 年 11 月被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成为我国印染行业第二家、安徽

省纺织行业第一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公司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平台，以“东华、中天纺织染整研究院”和省级“安徽生

态纺织印染工程研究中心”为依托，实施的企业科技研发、创新、产品转型升级成绩显著，到 2012 年底共取得各项专利 19 项，

获国家及省部级新产品 14 项。

公司的产品销售主要客商是“WALMART”、“TARGET”、“UNIQLO”、“H&M”、 “PERRY ELLYS”、 “GAP”等

国际知名公司，所有产品均通过 Oeko-Tex 100（国际生态纺织品认证）认证。

长期以来，公司始终致力于企业技术发展和品牌建设，秉承“质量取胜”的竞争策略，着力打造精品形象，取得了显著成效。

企业自主品牌“天染坊”“中天”全棉、麻、棉麻混纺服装和家纺面料，远销美国、日本、欧洲及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与世界著名高档服装零售商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获得美国 Wal-Mart 公司、GAP 公司、KMART 公司、日本的优衣裤、欧

洲 C&A 公司和 LINDX 公司供等著名供应商的产品认证证书，为产品的市场进入和销售，拓开了畅通的道路。

    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纺织品市场销售的特点，我们首先充分发挥企业在“麻、棉等多纤维差别化印染及特殊多功能

性整理面料”的研发上的技术优势，注重突出我公司生产的功能性面料在国内、外休闲服装面料的优势，实施内、外销双轨并举

的营销战略。

外销市场：注重品牌效应，改善产品市场结构，与国际市场主流大客户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目前已和全球第一大公司

“WALMART”、全球第二大公司“TARGET”、全球最大服装连锁“UNIQLO”、“H&M”、 “PERRY ELLYS”、 “GAP”

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2012 年公司成为 UNIQLO 公司在中国的功能性服装面料生产加工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为实现企业与全社会的共同之梦，我们竭诚欢迎国内外新老客户与我们合作，共谋发展，互利双赢。

传真：0553-5854022

网址：www.suntex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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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4 年 7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安全系统相关产品研发、制造与销

售的企业，是国内具备整车制动系统匹配开发能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配套服务的国内主机厂有奇瑞汽车、长

安汽车，长城汽车、力帆汽车等，以及通用汽车，乌克兰汽车集团，美国卡莱等国际客户。

公司拥有各种乘用车与商用车前盘式制动器，后鼓式制动器，后综合驻车制动器（IPB），后盘带鼓制动器（DIH）

以及制动主缸、真空助力器和电子油门踏板的自主研发与制造能力；公司成立伊始，一直致力于高端电子控制产品自

主研发，现在已具备电子驻车制动器（EPB）、液压与气压汽车防抱死系统（ABS）和整车稳定控制系统（ESP）的

独立开发与制造能力。公司现已申请 119 项各类专利，其中 79 项已经授权，40 项处于实审阶段。公司设有产品开

发试验中心，拥有完备的实验测试设备，能自主完成从产品设计至生产全过程精密测量与各种综合性能实验；公司拥

有先进机加生产线和柔性的总成装配线，装配线配备有智能的在线检测系统，能对产品关键性能进行 100% 在线检测，

为产品卓越的性能和品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公司现有 430 名正式员工，其中工程师以上各类技术管理类人才 120

人，占总人数的 28%。

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江边城市芜湖，交通十分便利，有迅捷的高速公路直通南京、合肥、上海等大城市。

牌汽车盘式制动器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 :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路 19 号

邮编：241009

电话 :  0553-5681383   0553-5681290

传真 :  0553-5658228

网址 :  www.btl-auto.com

邮箱 :  Marketing@btl-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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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万春东路

邮编：241000

电话：0553-8299250

牌储水式电热水器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基本情况：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是广东美的集团在安徽芜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7 日成立，注册资

金 6000 万元人民币，是广东美的集团在华东地区投资最大的小家电工业园，规划占地面积近千亩，总投资近百亿人民币。目前已开发用地 442 亩、

投资逾 15 亿元人民币；主要生产电热水器、燃热水器等小家电产品，是目前全球最具规模的，集研、产、销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整体厨卫产品制

造基地之一。

近几年生产经营：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2008 年在芜湖注册成立，到 2010 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并且规模化运营，当年实现销售收

入 15705 万元；2011 年公司产能逐步释放，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49651 万元，高效节能储水式电热水器销售收入 23034 万元；2012 年全年实现

销售收入 166534 万元，高效节能储水式电热水器销售收入 121740 万元。

市场开拓：在国内市场，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目前在全国 26 个省及直辖市设立了 30 个产品管理中心，建立了一个以 170 余家

省一级经销商为支撑、以及近 2000 个零售终端为骨架、近 2000 个特约顾客服务中心为后盾的市场销售网络；在海外市场，我公司产品远销欧洲、

美洲、非洲、东南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

品牌建设 & 企业文化：美的集团是全球排名前五的白色家电制造商，其品牌价值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08 年美的入选世界品牌价值实

验室编制的《中国购买者满意度第一品牌》，排名十六。在 2010 年 2 月在“全球最有价值 500 品牌排行榜”中，美的集团作为唯一的中国家电

企业入选。在“2010 年度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中，美的以品牌价值 497.68 亿元名列全国第六位。2011 年度 12 月在 “亚洲新兴品牌 25 强”

评选活动中，美的品牌名列第六。公司秉承“开放、和谐、务实、创新”的企业文化理念，以顾客为导向，不断地为顾客提供创新、精益求精的

产品和服务。 

技术创新 & 产品质量 & 人才队伍建设：自 08 年起，公司累计开发新技术 30 余项，研发新产品 130 余款，形成科研成果 31 项，全部实现

了产业化生产，并获得多项国家级荣誉表彰：工业设计创新奖、最佳外观设计奖、技术最佳产品奖等。公司始终遵循“以满足顾客要求为己任”

的企业精神，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质量、环境、HSF 管理体系。在人才建设方面，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人才梯队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公司

现有员工 2396 名，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 981 人，占全部员工总数的 40.9%。

传真：0553-8299199

网址：www.midea.com.cn

邮箱：sj@mide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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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电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座落在无为县定兴工业区，创建于 1995 年，是一家从事电线电缆生产销售的现代化民营企业。公司占地 14 万平

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253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52 人。企业总资产 11.5 亿元，注册资金 30118 万元。年生产能力 40

亿人民币。

公司主要经营电线、电缆、电加热器材、电缆桥架、母线槽加工制造等。主要产品有：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硅橡胶电缆、防火电缆、

补偿电缆、耐高温电缆等十六大类，千余种规格。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国防、通讯、制药等诸多领域。

2012 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98946 万元，利润 8496 万元，上缴税金 2466 万元。公司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重合同守信用”、

“AAA 级信用”企业、“安徽省民营百名排序百强企业”、 连续多年被无为县人民政府评为明星企业和优秀企业，多次获纳税大户奖、纳税增幅奖。

公司注册的“ 鹏翔 ”牌商标在经营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鹏翔”电缆产品以其优异的产品质量和卓越的产品特性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哈

萨克斯坦、伊朗、赞比亚、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公司已建立一支专业的自行设计、制造和检测的工程技术队伍，并且有行之有效、成熟可靠的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

体系和高素质的爱岗敬业的企业员工，使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企业秉承“品牌、优质、多样、规模”的发展理念，实

现“大名牌、新产品、广市场”的战略目标，不断追求卓越管理、不断技术创新、不断开拓市场，经过不断努力，公司业绩和规模得到长足发展，

正以稳健的步伐走向辉煌。

牌高性能中压风能特种电缆

安徽华电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芜湖市无为县定兴工业区

邮编：238339

电话：0553-6869951

鹏

翔

传真：0553-6869951

网址：www.ahhdxl.com.cn

邮箱：H68697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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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源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 1986 年，前身是安徽华星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坐落在我国四大电缆生产基地之一——

高沟镇，与全国最大的电解铜产地——铜陵，隔江相望。注册资本22158万元。是省内特种电缆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公司下属企业“湖北恒立电气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已投入运营，二期工程正处于设备安装调试中。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为先，创新铸就成功之道”的发展方针，着力实施人才工程，引进先进的生产、检验设备， 

夯实科技创新之路。主要开发的产品有：耐高温氟塑料电缆、耐热硅橡胶防腐电缆、耐高温防火电缆、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

算机电缆、变频电缆、自控温加热电缆、射频电缆、补偿电缆、矿用电缆、橡套电缆、低烟无卤环保电缆、电源插头线、各类线

束等十九类一万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国防、通讯、制药、能源、建筑等领域。

自公司投产以来，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强化企业管理，打造品牌效应。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

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体系认证、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测量管理体系认证、CCC 认证、PCCC

电能产品认证等多个权威机构的认证。先后荣获“安徽省明星企业”、“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安徽省特种电缆高新技术企

业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安徽省百家效益企业”、“安徽省质量无投诉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安徽省卓越绩效奖”“中

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第二届中小企业客户成长之星”等荣誉称号。

我们始终以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完善的服务回报广大客户！期待与您精诚合作，和谐共赢！

地址：安徽省无为新沟工业区 

邮编：238339

电话：0553-2317988  6868098               

包公牌聚乙烯绝缘计算机与仪表屏蔽电缆

安徽德源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传真：0553-2317898  6868366 

网址：www.ahdyjt.com

邮箱：ahdy@ahdy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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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芜湖盛力制动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设立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 3200 万元，现有员工 511 人，

公司资产总额 2 亿元，公司位于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地 150 亩，具有年产 500 万套汽车工程机械制动元器件的产生规模。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2000、QS9000：1998 和 TS16949：2009 质量体系认证。公司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第四批知识产权试点企业”、“振

兴装备制造业中小企业明星企业”、“安徽省诚信企业”、“安徽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安徽省劳动保障诚信示范单位”、“安徽省创新型企业”、

“省 AAA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汽车及工程机械气制动元器件、真空助力器和液压制动湿式元器件十几个系列 400 多种产品，主要为国内汽车、工程机械

承担一级配套和二级维修，部分产品随整机出口。公司以“全灵精新、服务一流、顾客满意、安湖追求”为宗旨，把顾客的满意放在第一位，创

顾客心目中的“安湖”品牌。2011 年，在首届中国工程机械配套件行业高峰论坛暨最具影响力品牌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工程机械制动系统

最具影响力品牌”。2012 年 11 月，安湖品牌制动元件被中国工程机械配套件行业评为用户满意品牌，2012 年，“安湖”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现拥有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48 件。

申报产品弹簧储能制动气室属汽车制动系统关键部件，结构新颖，制动性能安全可靠，主要用于重型卡车、牵引车、半挂车及搅拌车等重型车辆，

为 2011 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2011 年芜湖市优秀产品，目前主要为安徽江淮、中国重汽、陕汽集团、北汽福田等国内知名厂家配套，国内市

场占有率 39%，在全国行业内排名第一，安徽省第一。

申报产品近三年产值呈基本上升态势，产量在全国同行业名列前茅。2010 年，该产品产量为 47.13 万只，实现产值 9425 万元。2011 年，该

产品产量为 41.70 万只，实现产值 8341 万元。2012 年受大环境影响，该产品产量为 35.40 万只，实现产值 6316 万元。

安湖牌蓄能弹簧制动气室总成

芜湖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山路 17 号

邮编：241002

电话：0553-3026107    3026108

传真：0553-3026111

网址：www.slzd.com

邮箱：wuhu@slz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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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巢湖海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姚沟工业区，是铁道部定点电线电缆专业生产企业，及建设部、国家电力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燃气集团公司炼化设备一级网络供应厂家。公司始建于 1989 年，于 2005 年成立集团公司，现占

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总资产达 3 亿多元，集团现有海兴电缆、鸿泰电工、攀晟、国泰和上海威远五家子公司。

公司主要产品有铁路机车车辆用电缆、地铁隧道专用电缆、耐高温防火电缆、船用电缆。以及子公司生产的尼龙波纹管和各

种规格的镀锡铜丝等产品。其中铁路机车车辆用电缆取得了 CCC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在参照欧洲标准基础上，公司自主研

发的“DT 系列薄壁机车车辆用电缆”被评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属国家先进产品。公司部分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庞巴迪等国

外知名厂商及全国各铁路机车车辆生产厂商的车辆制造、地铁工程等项目上，并于 2005 年初先后获得德国 DIN 5510 认证、法国

NF F 63-808 认证及英国 BS 6853 毒性检测。其现已出口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以及欧美市场。

在管理上建立了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于 1998 年率先获得 ISO 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公司设有设备齐全的中

心试验室，可进行物理机械性能、电气绝缘性能、热、氧老化、单根 / 成束阻燃及耐火、橡胶硫化、成品曲绕以及烟气、卤素的

检验测定和导体、橡胶、塑料、化工材料的理化测定，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在技术研发方面与国家权威机构——上海电线电缆

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确保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及时开发。

“育诚信人才、造优质产品、走创新之路、塑海兴品牌”是海兴人实现顾客满意的目标和质量方针，我公司董事长携全体员

工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用户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用最优质的产品、最新的技术和最佳的服务为您服务、与您合作、

共享未来！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姚沟工业区

邮编：238335

电话：0553-6762333

中车同创牌交流额定电压 3KV
及以下轨道交通车辆用电缆

安徽省巢湖海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传真：0553-6761866

网址：www.hx-cable.com

邮箱：hx-cabl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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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天电缆有限公司座落于长江之畔的“国家火炬计划无为特种电缆产业基地”北临合肥，南依长江，东与开

放江城芜湖隔江相望。风景优美，交通便捷。公司占地面积 7.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公司始建于 1996 年，

是中国机械工业部定点电线电缆的生产企业。公司现有员工 200 余人，中高级技术人员 12 人，专业技术人员 53 人。

我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先后从法国、芬兰等国引进了世界上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确保企业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

主导产品有：中 / 低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煤矿用电缆、高低温补偿电缆、耐高温硅橡胶电缆、而高温氟塑料电缆、

计算机电缆、橡套电缆、船用电缆、变频器专用电缆、丁晴电缆、移动类扁电缆等十多个系列，产品类型有阻燃、耐

火、低烟无（低）卤、防水防蚁等特种电缆及各种规格的电热电器元件及电缆桥架、母线槽等几十个品种、上万种规

格。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交通、通讯、煤矿、国防等领域，深受用户好评。

公司是省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曾连续多年被评为“AAA”级信誉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司通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0012

计量体系认证及”3C”认证等。

皖江湖牌计算机与仪表屏蔽电缆

安徽华天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无为县姚沟工业区

邮编：238335

电话：0553—6763818 

传真：0553—6761678

网址：www.htcable.com 

邮箱：htcable20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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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是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于 2007 年 3

月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拥有员工约 1200 人，是信义玻

璃集团在华东最大的玻璃生产加工企业。公司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生产配套能力强大，低辐射

LOW-E 镀膜玻璃年设计产能 1600 万 m2、LOW-E 中空玻璃年设计产能 210 万 m2、建筑用浮法

玻璃日熔量 2700 吨。

公司顺应“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发展潮流，主推高效节能 LOW-E 建筑玻璃产品。

低辐射 LOW-E 镀膜玻璃，主要是利用膜层中的银层对红外线具有较强的反射的原理来达到保温目的，

LOW-E 镀膜安全中空玻璃还具有隔音、调光、防结露的功效。公司市场以华东、西南区域为主，辐射

全国，与恒大、苏宁、保利、绿城、世贸等代表性地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与沈阳远大、

江河幕墙、武汉凌云等国内、国际领先的幕墙公司业务合作关系深入发展；公司参与建设了世博会中国馆、

常州现代传媒中心（333m）、安徽饭店（240m）、芜湖行政中心等一批代表性、标志性的地标综合体，

极大提升提升了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公司作为可异地加工低辐射 LOW-E 镀膜玻璃、建筑浮法玻璃供应商，

与区域内的大多数中小玻璃加工企业建立了加盟合作关系，全面推广低辐射 LOW-E 镀膜玻璃使用。随着公

司的市场的扩大，信义玻璃已成为国内第一大可异地加工的低辐射 LOW-E 玻璃供应商。

公司的经营向来注重可持续发展。公司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库存控制、市场风险控制效果良好；自 2009

年投产以来，公司产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利润、顾客投诉率等经营指标不断创造历史新高，多年来健康

快速的发展成果，已成就了公司在行业内部的领先地位。

公司秉承“追求最佳成本、先进技术、优秀管理、优质服务、持续改进和诚心诚意满足顾客对质量日益增高的期望”

的质量方针，注重产品质量的控制、持续改进与提升，通过控制产品质量，改进过程控制，质量管理工作收益明显，

总体质量成本连年降低。公司于投产初期建立了完善有效的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并在 2010 年 3 月份顺利

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公司主营产品于投产前通过了建筑用钢化安全玻璃、夹层安全玻璃、

中空安全玻璃的 3C 认证，2011 年有 6 款有代表性的主推产品通过了节能认证工作。

品牌是“舟”、质量是“水”，重视质量就是重视顾客需求，注重质量就是注重社会责任、注重质量就是注重企

业发展的生命线。如今，公司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在稳步提升，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在持续扩大，在客户群中积累

了良好的口碑。我们相信坐落在皖江之畔的信义玻璃必将以优秀的产品、优质的服务让信义品牌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

地标建筑上，走进千家万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信义人都将坚持质量强企的梦想，踏踏实实做好品牌建设工作，

护驾信义玻璃品牌之“舟”远航，为实现质量强省梦，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

地址：芜湖市经济开发区 信义路 2 号 

邮编：241000

电话：0553-5895180

信义玻璃牌建筑玻璃

信义节能玻璃 ( 芜湖 ) 有限公司

传真：0553-5906888

网址：www.xinyiglass.com

邮箱：xyghr@xinyi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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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卓汽车内饰（安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9 日， 由澳大利亚富卓汽车内饰有限公司、芜湖奇瑞科技

有限公司、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300 万元，面积 32,271m2，地处银

湖北路和泰山路交叉口东北侧，交通便捷。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汽车座椅、汽车地图袋、汽车用地毯等汽车内饰件，

为奇瑞、江淮等汽车公司部分车型设计并制造全套的汽车座椅系统，同时积极寻求与中国新兴汽车生产企业建立合作

机会。

牌汽车座椅及头枕

富卓汽车内饰（安徽）有限公司

地 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

邮 编：241009

电话：0553-5733888

传真：0553-5962173

网址：www.futurisgroup.com

邮箱：gli@futuri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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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注册资金 3800 万，投资超过 28655.4 万元，注册地点：

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公司法人代表：范礼。

公司主营：汽车进、排气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并从事发动机的改进业务，对汽车动力系统核心技术的研发

领先于国内同行。

公司坐落于鸠江经济开发区新建杰锋工业园内，占地 85 亩面积 56000 平方米，其中有五座厂房 , 一个省级企业

技术研发中心；术中心具有国内先进的的试验、检测设备，包括高性能的 NVH 数采及分析设备、消声室、发动机台架、

液压疲劳试验台、高温燃气发生器和材料理化试验设备等，此外，技术中心有专用试制中心，机加工中心用于样件试

制。实验室已获福田公司认可，可完成排气系统产品认可验证试验。技术中心具备多种 CAE 分析能力，包括声学分析、

流体理学分析、结构动力学分析及疲劳分析等分析能力。

公司现有员工 540 余人，其中工程师人 105，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 12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 165 人。具有

排气系统的声学、流体及结构方面的 CAE 分析及试验能力。三位公司领导人范礼、李后良、姜倩均取得机械工程博

士和双硕士学历，在美国汽车公司工作多年，具有丰富发动机及排气系统开发，设计，制造经验，

公司 2013 年预计销售额达 4 亿，缴税约 1000 万，作为芜湖市首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 2006 年－

2013 年以来。在研项目 2 次获得国家科技部专项资金资助，3 次获得国家发改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央预算内项

目资金资助，获得省、市级荣誉多项；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鸠兹大道北飞越东路 18 号

邮编：241000

电话：0553-5932127

传真：0553-5932133

网址：www.japhl.com.cn/

邮箱：zhanghuaping@japhl.com

杰锋 牌汽车消声器总成

杰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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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环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坐落于长江之畔的我国四大电缆产业基地之一的安徽省特种电缆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芜湖市无为县高沟镇新沟

工业区。公司始建于 1980 年，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一同发展和进步，是国家规模以上专业从事电线电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已形成控制电缆、电力电缆、特种电缆、船用矿用电缆、风能电缆等多个系列，涵盖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产品，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安徽省名牌产品等多个技术领先、性能优异、极具市场竞争力的畅销产品。并拥有 21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产品。凭借现代化的生产工艺、良好的品牌信誉以及周到的售后服务，环宇集团既跻身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船舶等行业的合格供应商行列，

也成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风电领域中的活跃供应商，已与大连华锐、广东明阳、新疆金风科技等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建立起长期的战略性合作

伙伴关系。

公司管理严谨，运控体系完善。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3A”测量体系、

军工质量管理体系、“3C”产品、中船社工厂等多项认证认可。公司“鸿翔”注册商标为安徽省著名商标，“鸿翔”牌控制电缆为安徽省名牌产品，

风力发电用阻燃软电缆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并被科技部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开发产品。公司先后获得过安徽省质量管理奖，安徽省卓越绩

效奖，并连续多年被评为安徽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2012 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司电缆研发中心为芜湖市

企业技术中心。

2013 年，公司新厂区已开始投入使用，该工程总投资 8000 万元，占地面积 11420m2，拥有综合办公楼 12980m2，现代化生产车间

31400m2，科技研发检测楼 840m2，该工程全部建成后，可年产 10KV 中高压电缆 8000 公里，风能电缆 5000 公里，橡套电缆 3000 公里，并使

得公司的年生产能力由目前的 10 亿元扩大到 30 亿元，同时产品质量保障能力和科技研发硬件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可大大提升公司的企

业形象和品牌形象。

“科技进步，人才为本，产品优质，服务周到”是环宇集团的宗旨。环宇人在巫和宽董事长带领下，坚持走自主创新，科技兴企之路，努力拼搏，

锐意进取。真诚与各界朋友们一起携手并进，和谐共赢，共创环宇美好新明天！

鸿翔牌计算机与仪表电缆

安徽环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新沟工业区

邮编：238339

电话：销售部  0553-6862701   公司办  0553-6157999    

传真：销售部  0553-2318701   公司办  0553-6157999

网址：www.huanyu-cable.com

邮箱：sales@huanyu-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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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电工机械有限公司（原芜湖电工专用设备厂、芜湖电工机械厂）始建于 1958 年。属国有改制企业。原系国家机械工业部电工总
局定点的中型企业。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高速冲槽机系列产品的龙头企业和冲槽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起草和制定单位。已累计开发出 JD91 系列高速冲
槽机、JD91K1 系列数控高速冲槽机、CCS2(SF) 系列伺服驱动高速冲槽机、J98K 系列数控高速冲槽卷绕机、CCS1W 系列数控外定位冲
槽机、MG1 系列砂带去毛刺机等多类品种产品。又是电缆机械制造行业的知名企业。

我单位自 1972 年起生产黄山牌冲槽机，己有 41 年的生产历史。因产品性能好、质量好、精度高、适应市场需要，受到好评。在行
业中有较高知名度。自主研发的高速冲槽机系列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8 年 9 月，我单位生产的高速冲槽机，获机械电子工业部
第十二批推荐替代进口产品。高速冲槽机产品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80% 上下。高速冲槽机产品经公司出口至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英国、巴西、墨西哥、南非、伊朗、印度、韩国、朝鲜、越南、土耳其、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服务于 ABB、西门子、三菱等
世界知名企业。

多年来，企业坚持改革、创新、发展。1988 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 1987 年度省级先进企业称号。2008 年 12 月被授予安徽省“高
新技术企业”。2011 年 10 月省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公司一贯注重商标品牌建设、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取得可喜成效。1981 年至今，
高速冲槽机产品，被省经济委、省人民政府、省科学技术厅评为安徽省优质产品、安徽省优秀新产品、安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安徽省重
点新产品、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等 19 项省级奖项。2009-2013 年 6 月，高速冲槽机产品，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30 项实用新型专利，3 项
发明专利。2012 年，黄山牌冲槽机被认定为安徽省著名商标，芜湖市名牌产品。

根据芜湖市工业整体布局和规划，2009 年公司搬迁至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新厂址。新厂投资 1.1 亿元 , 占地 100 亩，厂房 4 万多平
方米，新增三千多万元数控加工设备。企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公司拥有完善的计算机管理、科技研发、质量保证和销售服务体系，具有
年产 3000 吨电工专用设备的能力。2010 年至 2012 年实现销售 1.9353 亿元，上缴国税地税 1379 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地址：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凤栖路 10 号

邮编：241080

电话：0553-3915666

牌冲槽机

                    芜湖电工机械有限公司 

传真：0553-5726346

网址：www.awhdg.com

邮箱：whdg@awhd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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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虹都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级开发区——无为高沟经济开发区，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公司占地面积

218000 平方米，公司注册资金 2.618 亿元，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生产、研发、营销、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集团公司。

安徽虹都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拥有优秀的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和专业设计研发人员，拥有企业技术中心，并引进精良先

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产品质量、关键技术和主要生产、检测设备具有国内领先水平，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体系健全、完善，

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科学、规范 .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国家强制性认证等国家权威性认证 . 同时被认定为中国石化物资

资源市场成员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一级供应网络成员、中国水利电力供应网络单位 .

本公司开发生产的产品主要有船用电缆、计算机电缆、防火电缆、耐高温补偿电缆、控制电缆、电力电缆、交联聚乙

烯电力电缆、信号电缆、伴热电缆、橡套电缆、架空绝缘电缆、硅橡胶电缆、射频电缆等 350 多种型号，7000 多种规格。

产品广泛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煤矿、军用等众多行业，深受客户好评。

公司始终坚持“科技求发展、人才促管理”的发展方针和“科技创新、以质取胜，”的质量方针，秉承“诚实守信、

互惠互利”的经营理念。将继续以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完善的服务回报广大新老客户，愿与社会各界朋友携手合作，

共创辉煌。

我公司生产的“虹都”牌交联聚乙烯绝缘控制电缆，系工业生产许可证获证许可产品，产品质量优异稳定，该类产品

自我公司生产投放市场以来，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产品销量位列全市前茅，随着国内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此类的需

求量势必是与日俱增，公司将经过不懈努力，将“交联聚乙烯绝缘控制电缆”做大做强，打造“虹都”电缆品牌。

虹都 牌交联聚乙烯绝缘控制电缆

地址：安徽省无为高沟工业园

邮编：238371

电话：0553-6766888

传真：0553-6025655

网址：www.hongducable.com

邮箱：HDDL88888@163.com

安徽虹都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109

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5 年，座落繁昌经济开发区，是国内较早集热固性粉末涂料与环氧树脂系列产品开

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精细化工企业。公司为中国环氧树脂协会会员单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安徽省粉末涂料实验室，为首批获准的安徽省产学研联合示范企业，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 环境体系

和 OHSAI18000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单位，安徽省 AA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芜湖市工业五十强”。公司研发中心聘请

多位国内行业知名专家教授从事技术攻关，先后申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4 项，被认定为省高新技术产品 13 项，

安徽省重点新产品 1 项。“银鹏”牌环氧树脂 2012 年获得“芜湖名牌产品”称号，2008 年获得“安徽省质量奖”，产品定位于中、

高档客户群体，一直成美的、格力、奥克斯、海尔、美菱、奇瑞汽车、江淮汽车、合力叉车、正泰电器等国内知名企业和名牌产

品的指定供应商。同时，出口到美国、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中东等国家。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经济开发区

电话：0553-7353798

传真：0553-7718500

邮编：241200

网址：www.anhuimeijia.com

邮箱：whmjxjf@163.com

银鹏牌双酚 A 型环氧树脂

固态环氧树脂产品

液态环氧树脂产品

固态环氧树脂产品

液态环氧树脂产品

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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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恒均粉末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芜湖市繁昌县新港镇克里村境内，占地面积 230 亩，拥有 12000 平方米的标准化生

产厂房。是一家专业生产粉末冶金制品，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科技股份制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注册成立，主要生产铁基、不锈钢基粉末冶金制品，其产品有各种规格的机油泵内外转子，齿轮，

汽车减震器零件， 电子真空泵不锈钢粉末冶金制品 ，柴油机气门导管、座圈，各种结构件等，产品生产按照 ISO/TS16949 质量

体系标准执行，销往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并且间接配套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公司设备齐全，拥有国内外先进生产、检测设备（市级企业研发中心）180 余台套（其中有国内先进的网带烧结炉二台、不

锈钢高温烧结炉一台、机械式粉末自动成型机、无心磨床、双端面磨、数控车床等若干）。现有职工 118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68 人，员工队伍稳定整体素质好，内部管理规范。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以市场为导向，以优质的产品、一流的服务、快捷的供货、低廉的价格为经营宗旨，贯彻实施“诚信守

法，严谨务实，开拓创新，努力提供优质的产品，确保顾客持续满意”的质量方针，严格按行业相关标准组织生产。

JS 牌粉末冶金皮带张紧轮轮体

地址：芜湖市繁昌县新港镇克里村

邮编：241202

电话：0553-7334777  7917777

安徽恒均粉末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0553-7333111

网址：www.ahhyfmyj.com

邮箱：anhui_hy@126.com



111

安徽华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 年，座落于无为县高沟镇，是集电线电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省级民营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占地面积 20.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2640 平方米；厂房面积 23000 平方米。公司注册资本 3.06 亿元，总资产 44302 万元。

现有员工 163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57 人 , 专业技术开发人员 20 人。现有 35kV 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铜拉丝以及普通电缆、

特种电缆生产线共 35 条。现有主要生产设备 302 台（套），拥有试验检测设备 136 台（套）。可年产各类电缆 30 万公里。拥有

专利 42 项。参与行业标准编制 1 项。

公司主导产品有：铜材、中低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铝合金电缆、矿用电缆、军用电缆、橡套电缆、风力电缆、

太阳能光伏电缆、铁路机车车辆用电缆、汽车用低压电线，以及阻燃、耐火、低烟无卤、防水防鼠蚁等特种功能电缆系列产品。

公司质量体系完善，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GJB 

9001B-2009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以及 CCC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煤矿安全标志认证、军工保密资格认证等。

企业先后被授予“全国质量诚信 AAA 级品牌企业”、“爱心企业”、“高沟镇纳税 20 强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AAA 级信用企业”、“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实现销售收入 34828 万元、49646 万元、64815 万元。实现利税分别为 119 万元、656 万元、

677 万元。

近年来，电气火灾事故逐年上升，促进人们对电线电缆的安全可靠性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耐寒抗冲击高强度环保型陶瓷化

硅胶防火电缆是我公司近年来开发的新产品。其安全性能良好，具有适应各类环境的综合性能和优异的防火性能，能在火场救援

情况下抗高温、水淋、冲击而不发生线路故障，确保供电线路安全正常运行，为救援现场提供逃生照明和动力支持。电缆采用超

柔性陶瓷化硅胶作为绝缘、护层材料，能在 -60℃、+180℃的环境中长期使用，且具有抗雷爆、耐酸、碱、盐，无污染，与周边

环境亲和力强的特点。由于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该产品投放市场后已获得广泛的应用。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龙庵工业区

邮编：238371

电话：0553-6864198

丰神牌陶瓷化硅胶防火电缆

         安徽华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传真：0553-6867855

网址：www.hualian-group.com

邮箱：admin@hualia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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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南翔羽绒有限公司位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芜湖市南陵县，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主要从事羽绒、羽毛、羽绒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及畜禽养殖。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为皖南地区最大的羽绒、羽毛及制品生产加工企业之一。公司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理事单位、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会员单位、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安徽省农发行“AA+”级信用企业、“安徽省循环经

济示范单位”。

公司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专兼职研发人员 35 名，现有各类专利 19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注册的“古麒”和“祥冬”

商标使用时间长久，2012 年“古麒”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2011“祥冬”牌羽绒服荣获“芜湖市名牌产品”称号，研

发的“一种芳香保健羽绒羽毛”荣获“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公司长期与浙江理工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省内外高校在企业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及企业精细化管理方面开

展全面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了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发展动力与创新源泉。

公司在“绿色、环保、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下，坚持走产业化扩张、集约化管理、信息化改造与服务全面升级之路，

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 + 市场”的经营模式，服务“三农”。

公司以“诚信为本、信誉至上、开拓创新”的企业宗旨和“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品牌为支撑，以一流品质为生命，以周到

服务为基石”的经营理念，通过延伸羽绒产业链，做到养殖基地发展、羽绒和羽毛加工、羽绒制品生产、食品加工“四轮”驱动，

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                       

牌羽绒羽毛被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夫子岭路 6 号

电话：0553-6821660

传真：0553-6811396

芜湖南翔羽绒有限公司

邮编：241300

网址：www.whnxyr.com

邮箱：whnxyr@whnxy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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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华鑫精密铸件有限公司是由马能明等人共同出资于 2005 年 6 月新设成立，属民营股份合作制公司，法人

代表马能明，注册资本 1200 万元，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各类型金属铸件，铸件产品精加工和同类新产品的研发。

公司引进先进的树脂砂、消失模铸造生产技术，新建的专一化生产制造、销售各类中高档汽车、机床、机电配件等精

密铸件产品项目，建设征地 4.4 万平米，预算总投资 6000 万元（分二期建设），计划建设本地区最大规模的年生产

能力达 4 万吨各类汽车零部件、机床、机电配件的规模化企业，公司项目建设属安徽省“861 重点计划项目”，省重

点“百千工程”，2006 年 -2007 年度芜湖市重点建设项目。公司项目一期汽车零部件、机电配件建设投资 3600 万

元于 2006 年 8 月底完工投入生产 , 装备生产能力达各类汽车、机电精密配铸件 1.2 万吨。二期年产 2 万吨大型核心

部件及机械加工中心项目于 2009 年 10 月兴建，于 2011 年 1 月投产。

公司现有员工 186 名，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28 人。近几年在政府各级领导和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下，经过自身

的努力经营，已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生产的各类汽车、机电、机床铸件，主要销售区域为上海、江浙、省内制造

厂家，并与如上海凯泉集团、芜湖市恒升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等大型单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公司管理通过了 ISO9001

体系认证，拥有十多项自有发明和实用专利，创建市级技术中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个产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产品，一些金融单位认定 2A 级信用单位，中国铸造协会会员及理事单位，市重点扶持企业之一，芜湖市工业企业小

巨人培育单位，安徽省重点调度“专、精、特、新”企业，县区域内唯一一家省重点装备制造业企业。

地址：安徽省芜湖孙村经济开发区

邮编：241206

电话：0553-7255722

华 Xin 铸 Zao 牌大型机床精密结构件

芜湖市华鑫精密铸件有限公司

传真：0553-7259000

网址：www.hx-99.com

邮箱：7579425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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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佳先传动轴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汽车传动轴的企业，其前身是台州佳先工业有限公司，已有二十多年的专业

球笼和传动轴制造历史。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科学管理经验，在公司 600 多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年产销量超过

360 万只球笼和 60 万根传动轴总成。公司研发开发了 1500 多种球笼和 1300 多种传动轴总成型号，产品覆盖阿尔法、奥斯

汀、奥迪、宝马、克莱斯勒、奇瑞、雪铁龙、标致、大发、福特、菲亚特、通用、本田、现代、五十铃、起亚、拉达、奔驰、

三菱、马自达、尼桑、欧宝、大宇、雷诺、罗孚、萨博、富士、铃木、斯柯达、丰田、富豪、大众等车系，产品远销美洲、

欧洲、澳洲、非洲、东南亚等 50 几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秉承“品质佳越、成本领先”的经营理念，真诚希望与您携手共谋发展。

牌球笼式等速万向节及其总成

芜湖佳先传动轴有限公司

地址： 安徽芜湖新芜经济开发区（东区）

西次五路 1288 号

邮编：241100

电话：0553-8791955

传真：0553-8791955

网址：www.cnjx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