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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重要的钢材生产基地，前身是成立于
1953年的马鞍山铁厂，1958年马鞍山钢铁公司成立，1964年，全面开展以"三清、四无、五不漏、一条线、规格化"
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生产活动，被誉为"江南一枝花"，1993年马钢进行股份制改制，1994年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
“十五”、“十一五”期间，马钢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和工艺装备更新升级，至2009年底，拥有了国内领先、世
界一流的冷热轧薄板、镀锌板、彩涂板、无取向电工钢、H型钢、高速线材、高速棒材和车轮轮箍等生产线，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板、型、线、轮”产品结构。

马钢生产的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航空、铁路、海洋、汽车、家电、造船、建筑、机械制
造等领域及国家重点工程。如中国“神州五号”、“神州六号”载人飞船、“上海世博馆”、青藏铁路、城市地铁，
城际干线、海洋石油平台、“西气东输”、汽车、家用电器、水利、建筑材料等，马钢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的钢材产
品达到钢材产品总量的85%，主要生产线全部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汽车用结构钢板生产线通过了ISO/
TS16949体系认证、车轮生产线还通过了北美AAR认证、德国铁路协会产品认证。现已成为具备1600万吨配套生产
能力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通过技术装备更新升级和科技创新，马钢市场竞争能力、科技开发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不断增强，钢铁主业更
加突出，非钢产业更具活力，环境友好，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九华西路 8 号

邮编：243000

电话：0555-2876070

马钢牌热镀锌钢板与钢带

马 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传真： 0555-2876070

网址：www.ma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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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产品生产线及简介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 100 户“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主要生产经营农用化学品和生物技术产品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018）。

公司坚持走“国际化、品牌化、创新”三大战略，已成为品种系列化、技术专业化、市场国际化的现代农化大公司。华星化

工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以科技创新求发展，不断开拓进取。目前，公司产品涉及杀虫剂、杀菌剂、

除草剂三大系列 40 多个原药 100 多个农药制剂产品。均属高效、低毒、低残留、对环境友好的优秀产品。其中，沙蚕毒系列、

拟除虫菊酯类系列杀虫剂以及草甘膦、醚菌酯、氟虫腈、吡虫啉、精恶唑禾草灵、精喹禾灵、烟嘧磺隆、硝草酮等原药产品的生

产和出口基地。

 2010 年 7 月成立安徽华星化工集团，集团下辖安徽星诺化工有限公司、安徽华建化工有限公司、安徽华星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安徽年年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美国艾格瑞国际公司、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子公司及十多家协作企业。集团拥

有基础化工、精细化工、化工中间体、房地产、农资连锁经营等产业。组建集团公司，旨在通过集团运作模式，实现资源整合重组，

提升综合实力。随着国际服务平台市场拓展，将与国内、国际农药公司在各领域开展合作。

公司 2013 年申报安徽名牌的产品吡虫啉，又名咪蚜胺、蚜虱净、一遍净等，为公司拳头产品。属硝基亚甲基类内吸传导性

广谱杀虫剂，兼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多重功效，属低毒杀虫剂。纯品吡虫啉为无色透明晶体，有微弱的气味。吡虫啉具有杀虫

谱广，击倒速度快，灭杀能力强，药性持久，抑制害虫抗体形成，低毒，低残留等特点。广泛用于防治主要农作物如水稻、小麦、

棉花上的刺吸式口器害虫。吡虫啉对灭杀象甲、叶蝉、飞虱、蚜虫等害虫有特效。对鞘翅目、双翅目和鳞翅目也有效。

地址：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

邮编：238251

电话：0555-5962858

华星 牌吡虫啉原药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0555-5962858

网址：www.huaxingchem.com

邮箱：xlr@huaxing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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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华菱汽车），系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于2003年5月
注册成立，总资产40亿元，员工2000人，首批“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第四批国家科技部科技创新型试点
企业，是国家倡导发展自主品牌、坚持自主创新的典范。

公司设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人员500人；与国际一流研发机构有密切的技术合
作关系，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具有
很强的产品开发能力。

公司新型主导产品---天然气汽车，形成了四大产品平台，而且每个产品平台都包括天然气车产品，华菱天然
气重卡包括压缩式天然气车（CNG）和液化天然气车（LNG） 车型包括牵引车、自卸车、载货车、散装水泥车、混
凝土搅拌车、矿用自卸车等。该产品通过了CCC认证、俄罗斯GOST产品认证，树立中国高端重型汽车的品牌形象，
深受海内外客户的青睐。华菱的自主创新带动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引领了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

公司装备水平随公司战略要求而进行不断更新和改造，持续满足生产要求，目前，公司拥有冲压、焊接、涂
装、总装四大工艺生产线，生产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AVL台架、GROB机加工生产线、HELLER机加工生产
线、ZEISS三坐标测量仪、喷涂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更是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其技术、装备在国际同行业中具有领先
地位。

华菱汽车创造了行业内增长速度最快、盈利水平最高的经营模式，成为国家重点支持企业，被评为“中国制
造·行业内最具成长力的自主品牌企业”，是国家倡导发展自主品牌、坚持自主创新的典范。华菱汽车为首批“国家
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安徽省质量奖、安徽省首个“市长质量奖”
等称号，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华菱汽车将以“创新民族自主品牌，振兴民族重卡工业”为己任，坚持走精品之路，通
过持续创造卓越绩效，率先实现民族重卡工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的跨越，为实现“让中国的
民族高端重卡品牌走向世界”的伟大愿景而努力奋斗！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编：243061

电话：0555-8323600、8323551

星凯马牌天然气汽车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传真：0555-8323600、8323551

网址：www.camc.cc

邮箱：3453991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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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中亚机床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于二○○一年二月，注册资金 5200 万元，是一家卓越的、专注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高精密度数控剪折机床，并在剪折机床领域里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创新型装备制造企业。

中亚机床现占地面积 130 多亩，已有生产厂房面积约 35000 平方米，目前正扩建生产厂房 15000 平方米，截止 2012 年末

企业总资产达 1.7 亿元，公司生产折弯机及剪板机共计 1730 台套，产值 2.2 亿元，销售收入 2.02 亿元，其中出口 690 万美元，

利税 2800 万元，产品覆盖中国、欧美及亚非拉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目前有员工 320 余人，大专以上学历 147 人，其中各

类工程师技术人员 52 人，是一支具有高素质、富有激情的团队。

企业已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完善的技术研发团队，专职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达 52 人，成立了 4 个研发小组，主要针对

企业所生产的剪板机与折弯机进行技术开发、技术改进、工艺改进等工作。目前企业已获得 8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外有 15 项专利

报请国家专利局批准授予，其中发明专利 3 项。

此次所申报的液压剪板机是中亚机床主营产品之一，该产品选用高品质板材及液压设备，采用先进的加工设备，对机床每个

零部件进行金雕细琢，保证了每台机床的品质及性能。产品具有加工精度高、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结构简单、操作简便等特点。

销往国内及国外的产品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地址：马鞍山市博望区平桥开发区

邮编：243131

电话：0555—6760568

牌液压剪板机

马鞍山市中亚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传真：0555—6766678

网址：www.zymt.cn

邮箱：zyyj@zym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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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03月，公司位于马鞍山市博望区工业园，现占地面积130余亩，注册

资金3380万元,主要生产折、剪机床，年生产能力5000台（套），资产规模突破2.4亿元。

在国家、省、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怀培育下，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企、省级名牌产品、省企业技

术中心等荣誉，博望区首家申请省科技进步奖网评通过企业， 2010至2012年折、剪机床销售量、销售收入和入库税

金名列中国折、剪机床行业第三位。

未来，东海公司将继续以国家“十二五”规划为指引，博望区发展战略为导向，逐步形成包括智能制造装备

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航空装备业等为目标的多元化发展蓝图。 

地址：马鞍山市博望区工业园

邮编：243000

电话：0555-6768989

裕祥牌 QC12Y-6×2500 液压摆式剪板机

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传真：0555-6767598

网址：www.donghaimt.com

邮箱：1123316278@qq.com

R

裕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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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柏利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大功率 LED 照明灯具、商业照明灯具、节能照明灯具、

照明智能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的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创新型绿色环保照明企业。

企业自成立以来不断以创新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公司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大功率插拔管工矿节能灯” 标志着超大功率

节能照明的新起点，产品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空白，最大功率达到 400W，大力推动了节能照明行业的进程。

企业具有良好的软硬件条件。软件技术方面：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完善的技术研发团队，专职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达 18 人，

产学研方面：上马了“柏利照明与上海复旦大学光电研究所研发中心”产学研平台项目。创新为柏利增加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其附加值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收获的同时企业不断加大了创新资金的投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硬件设备方面：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及检测设备以及完备的检测手段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在行业中享有良好的信誉。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在做好每个产品的同时，更做好了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公司在行业内率先提出并做到 LED 照

明产品 5 年质保、节能照明产品 2 年质保的售后保障措施，赢得良好的市场信誉。

地址：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五亩山路 888 号

邮编：243000

电话：0555-8323800  8323777  8323678

牌超大功率插拔管工矿节能灯

安徽柏利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传真：0555-8323900

网址：www.chinabaili.net

邮箱：baili869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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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厂貌简要介绍：

安徽省亚威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现注册资金

为 3188 万，紧邻南京机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公司在全

国各大中城市都设有销售处且产品出口畅销到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公司专业生产折弯机、剪板机、卷板机、冲床等板金设备及锻压设

备的现代化企业，在同行业中处领先水平。公司已经通过 ISO9001 质

量体系认证和欧盟出口 CE 认证等，同时建立了完善的市场服务系统

和各项制度成熟。运用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方法，以精湛的设计，合理

的价格、良好的信誉、稳定的质量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肯定。

安徽省亚威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系专业生产折弯机、剪板机、卷板机、冲床等板

金设备及锻压设备的现代化企业，产品畅销全国以及世界各地，在同行业中处领先

水平，以下是折弯机产品简介：

一、折弯机的用途

本机器对折弯金属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工作精度，采用不同开口形

状的上下模具，可折弯成各种表状工件，滑块行程一次即可对板料进行一次折弯成

形，经过多次折弯即可获得较复杂形状的工件，当配备相应的装备后，还能作冲孔

用。

二、产品外形结构

1、机器采用钢板焊接结构，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液压传动保证工作时不

致因板料厚度变化或下模“V”形槽选择不当而引起严惩超载事故，此外本机器具有

工作平稳，操作方便、噪音小、安全可靠等特点。

2、采用德国技术进行内应力消除,机床框架整机加工，大大提高机床的折弯精

度。

3、整体框架采用打砂方式除锈，并喷有防锈漆。

三、液压系统

1、液压系统可实现滑块快速下降，慢速下降，工作速度折弯，快速回程及向

上，向下过程中滑块急停滞不前等动作。

2、油泵采用齿轮泵；可承受高压，噪音低。

3、密封圈选用进口公司，密封性能好，工作可靠寿命长。

4、机床可在额定期负荷 下边疆工作，液压系统无泄漏且持续稳定，精度高。

四、工作滑块结构

1、本机器采用液压电气控制，滑块行程可任意调节，并具有点动，半自动，

自动等动作规范，采用点动规范可方便地进行试模和调整。

2、上动式折弯机设计，双油缸同时工作，操作平衡、方便、安全。

地址：马鞍山市博望区平桥工业园

邮编：243131

电话：0555-6762898

牌折弯机

安徽省亚威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传真：0555-6768819

网址：www.ahyawei.com

邮箱：2448410967@qq.com

3、在下死点有保压延时功能，确保工件精度。

4、在国家相关标准条件下，折弯角度精度可达 0.5＇。（引用标准JB/

T22572-1999）

5、有慢速下降控制的功能，操作者能更好地控制工件。

五、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元件和材料符合国家标准，安全可靠、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

附带可移动的脚踏开关操作。

电控元件选用优质名牌产品

机床采用交流380V三相四线制供电电源，控制回路为交流220V电压。

电机主电路具有短路、过载、缺相保护。

操作按钮安装于机床的按钮台上，电气开关，指示灯、安装于专用电气控制箱

内。

油泵停止按钮亦作为机床的总按钮，油泵停止工作时，整套机床停止工作，

机床设有相应的点动控制按钮及急停按钮。

六、滑块同步控制

折弯机滑块用液压的同步，采用机械液压同步机构，本机床最大的优点是机械

液压可同步调节，并且稳定可靠，具有本机器所需的同步精度，一般不需经常维修

能保持长期使用。

七、使用环境

1、工作电压：380V，50HZ，电压波动量±10％

2、环境温度：0℃～＋40℃；相对湿度：20-80％；少灰尘，无有害及腐蚀性

气体；远离强震源及电磁干扰。

八、机床表面处理:底层除锈处理，面漆采用聚氨酯高档漆，如无特殊要求颜

色为亚威标准色。

★折弯机简要介绍：

本机器对折弯金属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工作精度，采

用不同开口形状的上下模具，可折弯成各种表状工件，滑块行程一次

即可对板料进行一次折弯成形，经过多次折弯即可获得较复杂形状的

工件，当配备相应的装备后，还能作冲孔用。



88

地址：安徽省当涂经济开发区

邮编：243104

电话：0555-6612168  6615698

聚成牌液压多功能快速压力机

传真：0555-6611238

网址：www.slmt.cn

邮箱：info@slmt.cn

安徽省三力机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著名的钢城马鞍山市境内，是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层城区。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八年八月，

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全国锻压机械标准技术委员会剪折分会委员单位、安徽省锻压机床及刃模具专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安徽省名牌产品生产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大盛”牌、 “聚成“牌系列多功能快速压力机、折弯机、

剪板机、联合冲剪机、开槽机、角剪机、卷板机、型材弯曲机、冲床、鳄鱼剪、弯管机、打包机、各种规格剪板机刀具、折弯机

模具及配件等产品。专业为汽车、船舶、电梯、铁路、军工、航空、冶金、电力、石化、轻工、矿山、装潢、建筑等行业提供所

需的金属板材、型材、管材加工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东南亚、中东、欧盟、南非、南美等地区。

诚信赢得客户，品质造就信赖。“大盛”牌商标连续三届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标，“大盛”牌系列折弯机、剪板机连续四届

被评为安徽省名牌产品，多功能快速压力机被评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马鞍山市名牌产品，多功能不规则板材成型数控折弯机

被评为省高新科技产品、省级新产品、省科技研究成果奖，“剪板机”荣获马鞍山市地方名特优产品工业设计作品二等奖，公司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专利四十多项（其中十项发明专利）。连续四届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安徽省“守合同、重信用”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

力铸至臻品质、力树至诚商誉、力谋至谐发展。“三力产品、精益求精”，三力人将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真诚与各界朋友携手共进，

共同发展。

安徽省三力机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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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

邮编：243100

电话：0555-6813699

前亮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安徽盛达前亮铝业有限公司

传真：0555-6813677

网址：www.shengda-alu.com

邮箱：liudafeng@shengda-alu.com

安徽盛达前亮铝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著名的铝合金型材生产企业。公司目前占地面积 70000 平方米，厂房面积

55000 平方米，拥有铝熔炼炉 4 座，铝型材挤压生产线 10 条，其中 3600 吨铝型材挤压机目前为安徽省内最大挤压机，

公司拥有齐全的铝合金型材的表面处理技术，阳极氧化，电泳涂装，静电粉末喷涂，氟碳漆喷涂，无铬钝化工艺，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

公司目前拥有铝合金工业用型材，铝合金建筑型材，铝合金板材大类产品，其中拥有高科技术产品 4 大系列项，

专利产品 78 项。产品广泛用于民用建筑，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电子电器，新能源，机械设备制造等各种行业。产

品销售至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中东、非洲、欧美等地区。 

公司先后获得了安徽省高科技企业，安徽省创新型先进企业，安徽省著名商标等荣誉，并通过了 AAA 标准化良

好行为，测量体系认证，ISO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18000 职业健康管理体

系认证，安全生产标准化审核和国家清洁生产审核。

公司始终坚持“专业，品质，诚信”的原则，精益求精，精心打造拥有安徽省著名商标的“前亮”牌系列产品，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努力将公司打造成国内一流的铝合金型材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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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马鞍山市雨山经济开发区雨田路 1269 号

邮编： 243000

电话： 0555-2109949

牌高温炉辊

传真： 0555-2625157

网址： www.tianyigf.com

电子邮件：web@tianyigf.com

安徽天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表面技术处理、生产连铸高温炉辊、层流冷却系统、连退炉辊、沉没辊、稳定辊、

工艺辊的专业企业。公司占地面积42000m2 ,金属加工机械200多台（套），拥有员工200 余名。公司拥有表面技术中心、

热处理中心、机械制造中心、研发中心并有完整的物理、化学检测设备，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是集开发、生产与服

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自主进出口。    安徽天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发展中始终坚持技术创新的策略，

通过在研发上的投入，保证其在当今各种新技术不断出现的竞争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公司拥有一批技术精湛的员工，

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目前，公司表面工程应用的工艺技术、装备条件和综合实力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在喷涂、喷焊、堆焊

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化的生产工艺，并拥有超音速喷涂连铸高温炉辊制造技术。

高温炉辊由炉辊基体和炉辊表面的金属—陶瓷氧化物涂层构成，该炉辊基体材质为耐热铸钢；该炉辊表面喷

涂的金属—陶瓷氧化物涂层；涂层中陶瓷的化学成分为 Al2O3, 含量为 10~30%wt；涂层中高温合金的含量为

70~90%wt，该高温炉辊产品，具有以下优点：(1) 具有优良的抗积瘤性能；(2) 具有良好的高温耐摩擦磨损性能；(3)

具有较高的硬度；(4) 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5) 具有良好的抗剥落性能。

安徽天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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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当涂

工业园工业干道 6 号

邮编：243100

电话：0555-6757033

传真：0555-6758292

网址：www.bei-guang.com

邮箱：beiguanggs@126.com

北光牌卷取机

马鞍山北光冶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北光冶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马鞍山当涂经济开发区工业干道 6 号，紧邻 205 国道，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

是一家从事冶金机械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等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运用于冷轧带钢生产线上。

公司自筹资金 8000 万元建立的生产制造基地，注册资本 1500 万，为全资私营有限公司。企业设有设计研发中心，设计研

发中心设有一个办公室，一个资料检索管理中心，两个研发设计室。我公司现有科技人员 34 名，高级工程师 9 名，工程师 14 名，

助理工程师 7 名。厂区占地总面积 32000m2，1500 平方米办公楼，现有占地面积 9000 平米的两座生产加工车间，为了扩大生产

能力，公司投资 2000 万 , 于 07 年 11 月份动工新建一座占地面积 3000 平米的重型加工车间，目前已经投入生产。公司先后通过

ISO 质量体系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马鞍山市“专、精、特、新”企业。北光公司为国内各大钢铁公司 , 武钢、鞍钢、宝钢、

马钢、首钢、太钢等企业设计制造的开卷机、卷取机。同时与日本、德国、法国的公司合作开发制造开卷机、卷取机及冶金机械设备。

2007 年的订货合同产值已达 8000 万元。

公司专注于冶金机械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生产和销售，不断扩大规模，设计研发已实现数字化，计算机网络化，从原

始资料的积累，到工程设计的研发，施工图的设计图纸，资料的打印与管理完全实现计算机管理与应用。

卷取机由悬臂卷筒、传动系统、齿轮箱、稀油 / 干油润滑装置、横移液压缸及底座、液压配管部分组成。卷筒、传动系统和

稀油润滑装置均装在齿轮箱上。在产品卷取过程中，产品主要在卷筒上成型，卷筒一般由电机拖动，以帮助带钢顺利成卷。卷筒

由三块扇形板、芯轴、三块斜楔、棱锥体、拉杆、旋转液压缸及旋转接头等组成。卷筒由旋转液压缸驱动实现胀缩径，并通过交

流变频电机传动；齿轮箱为两级减速，通过浮动液压缸驱动，齿轮箱可在滚轮上进行横向调节移动，使带钢自动齐边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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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业干道中段

邮编：243100
电话：0555-6758393
传真：0555-6758114
网址：www.masjwei.com
邮箱：Quality@masjwei.com

牌回转支承

马鞍山经纬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马鞍山经纬回转支承有限公司每年生产各类回转支承产品达 2 万套以上，是一家集产品开发、标准设计、精密制造、批量生

产于一体的专业化回转支承制造企业，成立于 2007 年 5 月，位于当涂县经济开发区 , 占地面积约 30 亩，注册资金 500 万元，固

定资产达 4047 万元，专业生产线 6 条，各类智能化装备率达 80%，现有员工 150 多人，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并被美国 PG 公司

指定为“杰出供应商”。 

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丰富的支承制造经验，先进的工艺水平，完善的计量检测手段，生产的 L 型单排球式、单排四点

接触球式、双列球式、单排交叉滚柱式、三排滚柱式、蜗轮式回转支承及回转驱动装置七大系列、千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

冶矿机械、船舶港口机械、建筑机械、环保机械、轻工机械、工程车辆、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行业。产品销往安徽、江苏、北京、

天津、上海、重庆、四川、广东等全国 20 多个省市和自治区，出口西班牙、德国、美国、南非以及东南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收入达 5000 万元以上。

公司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模式 , 技术创新模式通过“外引内联”  与安徽工业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建有“经

纬 - 安工大环面蜗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蜗轮蜗杆式回转支承重点实验室”，先后开发出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回转驱动装置”

和“双模数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副”等多项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并获取 9 项国家发明专利。

公司自 2007 年通过《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来，先后获取马鞍山市“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人才工作示范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 - 三级达标企业”以及“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全省文

明诚信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 “AAA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等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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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含山县含城环峰西路

邮编：238100

电话：0555—4317968

含眉牌绿茶

安徽含眉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安徽含眉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1 年 2 月，属股份合作制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216 万元，公司办公地

址位于含山县环峰西路 167 号。种植生产加工基地分别位于含山县清溪镇长山大垅和环峰镇横龙埠。公司主营业务：

茶叶、绞股蓝种植生产加工和销售。公司主导产品：名优绿茶；龙须绞股蓝保健茶。公司拥有国家商标局获准注册商

标 4 件，分别为“含眉”、“昭关翠须”、“青银须”和“苍山农家”，其中“含眉”和“昭关翠须”商标被安徽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安徽省著名商标”。含眉牌绿茶具有外形眉状匀齐；汤色碧绿清澈；香气高长持久；滋味甘

醇爽口；回味甘甜等独特的品质特点。

含 眉

传真：0555—4314873

网址：www.hsstcy.com

邮箱：2454410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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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铜及铜合金带材

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 48 号

邮编：241008

电话：0553-5311822

传真：0553-5312225

网址：www.zyxcl.cn

邮箱：Wu-xb@163.com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芜湖金属带箔有限公司改制成立的公司，创建于 2005 年 4 月，并于 2007 年投资组建了安徽
永杰铜业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高精度紫铜板带、白铜带及光伏焊带的生产企业，现生产能力为 3 万吨 / 年。

   公司位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紧邻 205 国道、朱家桥外贸码头、芜湖铁路西站，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
公司定位于有色金属行业内高精度紫铜带材产品及其它新型材料的专业制造商，从事高精度紫铜带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电力线缆、变压器、铜包铝、光伏材料、引线框架材料、热换器、电子冲压、太阳能组件等行业，
拥有 C1100 、T2 、TP2 、TU2 等各类牌号，厚度范围为 10mm 到 450mm，件重为 5000KG/ 件，包括高中低档不同规格、不同牌号、
不同状态的上百种规格的紫铜带材产品。公司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质量符合欧盟环保质量检测标准。
2010 年公司将产品进一步深加工，已成功研发出太阳能光伏焊带产品，其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目前公司已成功获得 2 项发明
专利和 24 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5 项发明专利正在审批中。

从 2005 年成立至今，公司已发展成为芜湖市重点税源企业，先后被评为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芜湖市国税局“A 级纳税
信用单位”，在芜湖市缴纳两税企业排名中名列前茅，公司于 2009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生产中采用国内最先进节能的潜流式电炉铸坯方式的熔炼工艺、光亮退火及特殊的表面钝化工艺等，具有国内行业领
先水平。针对紫铜带材消费群体多品种、多规格、小批量的特性需求，公司建立了一支专业的销售队伍，在紫铜带材主要消费地
的江、浙、沪、粤、鲁、川、京、津等地配备了专业的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人员，可以快速准确地将客户的需求直接回馈到公司
生产、研发环节，并通过持续、及时、周到的服务，巩固了核心客户市场。目前，公司在紫铜带材主要消费地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地区形成了较为有利的竞争地位，并逐渐向环渤海等地区深度拓展。

公司依靠机制、管理和技术实现快速发展，并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发展；追求卓越、创造无限”的经营理念和“用
心做好每个细节、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服务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为动力，不断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持续提
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