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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跨宇钢结构网架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加工、生产和销售种类轻钢型、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新型围护系统，钢结构设计、施工安

装的公司。拥有钢结构专业承包壹级和焊接壹级资质，属中国结构协会理事单位，是国家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司位于

县经济开发区，占地80亩，注册资本2500万元，固定资产1.2亿元，员工360人，其中注册建造师30人，有职称人员120人。具有国内先进的钢

结构、网架、管桁架、彩钢瓦、夹芯板和H、C、Z型钢生产线，各类机械设备160台套。年生产钢结构件6万吨，新型板材10万m2和施工安装项

目20万m2。公司下设杭州萧山、合肥、广州等分支机构。并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ISO14001环境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认证和

GB50430标准认证。2012年销售收入2.39亿元，利税2000多万元。

“跨宇牌钢结构件”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和六安市知名商标。主导产品产量、市场占有率、服务满意度在安徽名列前茅。公司本着诚信、

稳健、创新、高效的企业精神，以情做人、以诚做事、以信经商的经营理念，以质量第一、满足顾客、污染预防、保障安全、遵纪守法、持续改

进的企业方针，回报社会，参与国家和地方的建设，为社会多做贡献。产品合格率100%，优良率达75%以上。创业十多年来，始终以其稳健、

务实的风格，不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还以高市场占有率、高价值品牌奠定了企业在行业中的领军地位，更以高技术领先性、高品质

质量捍卫了其不可动摇的龙头位置。

近年来企业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共获得16项专利，这些专利的取得已成为企业的技术壁垒，且已成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产

品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近三年来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010年度为15%；2011年度为19%；2012年为22%，企业的知名度和诚信度逐年上升，

始终排在同行业的前列。未发生一起安全、质量事故、纠纷投诉等，已逐渐形成行业名牌产品，并发挥著名牌效应。赢得广大业主和专家的一致

好评。    在生产经营中积极推行精益求精管理、5S、价值工程等管理方法，指导生产运营，效果良好。在公司内部开展QC小组活动，各QC小组

已攻克上百项难题，开展质量大讨论，鼓励员工积极参加中级质量工程师考试，取得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公司积极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善举不断。支持为民致富，依法纳税，共纳税3000多万元。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工作，几年来共投入

巨额资金建设环保治理系统，每年环保部门的抽检均为合格，没有发生环保纠纷和投诉情况。同时还注重承担公益性事业，近年来为家乡扶贫、

修路、架桥、学校建设、汶川地震等捐资捐物达150万元，解决300多农民工就业难问题，为他们脱贫致富走上小康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自

身发展途中，也为社会和中国钢结构产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地址：舒城县城关镇工业园区

邮编：231300

电话：0564 － 8628600

跨宇牌钢结构件

安徽跨宇钢结构网架工程有限公司

传真：0564-2780608

网址：www.kuayu.com

邮箱：593426459@qq.com



66

地址：安徽省霍山县经济开发区

邮编：237200

电话：0564-5411098  5418571

传真：0564-5411098  5418377

网址：www.shilinlighting.com

邮箱：shilin@shilingroup.com

牌 LED 节能灯

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7 年，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占地 50 万平方米，是集设计、开发、制造、

营销、进出口为一体的照明企业。公司年产各种白炽灯、卤素灯、直管荧光灯、电子节能灯、T8/T5 灯具、LED 照明

灯等电光源产品 4 亿余只，同时拥有全套自动化 T8 直管荧光灯、T5 直管荧光灯、节能灯毛管生产线设备的设计和制

造能力。公司是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和“十二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

试点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产品检测试验中心，在高效、节能的绿色照明技术方面取得

了 100 多项科技成果，拥有全系列照明产品、电光源生产线设备的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 60 余项，具有较

强的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被列入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计划。公司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主

品牌“SHILIN”、“世林”获“安徽省著名商标”称号，主导产品荣获“安徽出口名牌”、“安徽省名牌产品”、“安

徽省高新技术产品”等称号，并通过 CQC、CE、CSA、UL、ROHS 等国内、国际质量、安全及环保认证。产品畅销

全国，并出口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世林公司于 2009 年开始实施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公司依托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与

南京总参 63 所电光源研究所开展技术合作。现已成功开发出 LED 节能灯、LED 灯泡、LED 吸顶灯、LED 反射灯、

LED 灯管及 LED 格栅灯等十多个种类一百多种规格的 LED 系列产品，并获得 1 项发明专利，13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4 项外观专利。公司拥有 LED 自动贴片机和全自动组装生产线，年产各种 LED 系列照明灯 500 万只。产品均选用高

品质电子器件，采用独特的工艺生产技术，具有高光效、低耗能、零污染、寿命长达 25000 小时，可普遍适用于家庭、

商业、办公、展厅、工业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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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佳宝服饰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5.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地理位

置优越，是省会城市与六安的一个桥头堡，佳宝集团是安徽民营企业，企业员工近500人，厂区科学规划、布局合

理、生产车间和办公大楼凸显人性化和现代化、功能齐全的生活配套设施，使这个花园式的工厂更加彰显出她的人

性化和国际化潜质。公司实施了从生产经营、品牌建设、技术创新、产品质量、营销体系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

战略性规划，企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升.公司正在走高质量、强服务、领潮流、重创新的强势发展之路。

我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性服装制造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专业的

技术团队，目前致力于高端女装、羽绒服、西服等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公司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诚信、专业、融合、创新”的经营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质量是核心

价值，管理是效益保障”的经营思想，使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高速发展，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增强。

地址： 六安市经济开发区 312 国道以北

            东五路以西

邮编： 237000

电话： 0564-3962666

传真： 0564-3963990

网址： www.jiabaofs.com

邮箱： lqlb1675@163.com

牌女单服装

安徽佳宝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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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舒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北路

邮编：231300

电话：0564-8746788

牌空气压缩机

安
徽
瑞
田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安徽瑞田机械有限公司前身是安徽皖龙压缩机厂，由浙商林勇于 1998 年在舒城投资创办，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空气压缩机。

公司位于舒城县经济开发区，占地 100 亩，注册资本 1200 万元，固定资产 1.2 亿元，员工 306 人，其中质量工程师 2 人，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 4 人，无损检测人员 2 人，特种设备焊接人员 40 人，其他有职称人员 110 人。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微型

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一般用喷油螺杆空气压缩机、直联便携式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生产线，生产  三大类五大系列的空气压

缩机，年设计生产能力 10 万台。

瑞田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正在推行卓越绩效管理体系，2012 年内销收入 6550 万元，出口 107 万美元，

利税 350 多万元。

公司本着财富来自社会、必将回报社会的企业价值观，多年来不仅积极依法纳税 1000 多万元，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回报社会善举不断，为企业所在地美好乡村建设、帮助贫困学生上学、慰问老党员等筹集善款，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基地，扶贫、

修路、架桥、学校建设、汶川地震等捐资捐物达 128 万元，培训 100 多农民工，解决他们就业难的问题，为他们脱贫致富奔

小康提供帮助。

空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是气源装置中的主体，它是将原动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气体压力能的装置，是压缩空气的气压发生装

置，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广泛应用于生产、建设企业，既可压缩空气作为动力驱动各种风动机械，也可用于制冷、聚合、气体输

送等。瑞田公司的质量目标是 : 做好的空气压缩机，让顾客放心使用，贯彻质量安全、顾客满意、节能环保、持续改进的企业

质量方针 , 经过十五年的市场洗礼， “皖龙”牌空气压缩机主导产品产量、市场占有率、服务满意度在安徽名列同行业第一。

“皖龙”从未发生一起质量安全事故、纠纷投诉等事件，“皖龙”已逐渐形成行业名牌产品。瑞田公司以其高品质质量捍卫了

其在省内不可动摇的龙头位置。

瑞田公司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共获得 10 项专利，这些专利的取得已成为企业的技术壁垒，企业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近三年来市场全国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2012 年，公司产品以其过硬的质量征服了在机械行业素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客商，

一举打开德国市场，并势如破竹，进入欧盟其他国家以及南美等地，“皖龙”已成为安徽空压机行业的一条腾飞的巨龙，直逼

我国空压机生产大省浙江。

瑞田公司在生产经营中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指导生产运营。公司定期和不定期开展质量安全培训和引进人才，鼓励员工积

极参加中级质量工程师考试，公司和员工在学习和培训中共同提高，取得良好的效果。

传真：0564-8746777

网址：www.ahruitian.com

邮箱：linyong@ahruit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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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滚动轴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原六安轴承厂改制成立，原六安轴承厂始建于1970年，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生产调心滚子轴

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的专业生产企业。是中国轴承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是安徽省轴承骨干企业，是六安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委员会授予“重点保护

企业”。

2009年6月公司整体搬迁至六安市金安经济开发区轴承工业园内，公司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注册资本1056万元，总资产12000万元，拥有

各类先进设备400余台套，检测设备50余台，中、高级以上技术人员120余人，是集轴承研发、生产、经贸于一体的民营工业制造企业。随着公

司搬迁到新厂区，公司大量投入新数控设备和工装，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公司生产经营步入又好又快发展轨道。

公司主导产品为调心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产品规格为内径30mm至外径500mm，调心滚子轴承结构为CA、MB、CC三种型式，CA

型通过2007年元月通过省经委组织的“省级新产品”技术监督、MB型产品在市场受到良好欢迎。公司年设计生产能力100余万套。调心滚子轴

承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冶金、石化等重型机械和造纸、轻纺、汽车、电机、减速机等主机配套。公司2000年已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

证，并于2009年通过了ISO9001：2008版的升级认证，其中13个品种荣获“部优”、“省优”称号。到新区后投入的2000万元数控设备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司产品质量随着工艺装备水平的提高发生了质的提高。在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上，紧随轴承行业发展的潮流，做到与时俱

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近年来，我公司的产品研发水平不断提高，三维设计广泛应用于新产品设计中；粗糙度轮廓仪、圆度仪等多种高精

密测量仪器广泛应用于产品检测和加工过程控制；万能测长仪、金相组织显微分析系统等构建了公司完备的理化计量手段；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

热处理可控气氛自动淬火线、调心滚子轴承内外圈磨削等轴承生产过程中。

公司始终坚持“顾客至上、满足用户需求，持续改进、追求卓越品质”的核心理念。多年来，我公司的“LZ”品牌历经市场锤炼，立足众

多品牌之林，目前，已成为轴承市场极具影响的品牌之一。追求卓越、超越自我，是“LZ”品牌孜孜不倦的目标，更是我公司赢得竞争优势的精

神动力；卓而不群、越而有序，是“LZ”品牌的最高境界。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目前，公司在国内建立

了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的营销网络体系，拥有进出口自主经营权。并于2009年在香港注册合资公司——珩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对外营

销的窗口，“LZ”品牌国际化战略初步打响，现产品已远销欧洲、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如今，公司正面临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发展遇，董事长张少武同志团结带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公司“提质、上量、促销、

增效”的经营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着力提升产品质量为突破口，以全力打造“LZ”品牌战略为抓手，以科技进步为引擎，

全面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至“十二五”末，力争实现年产轴承150万套、产值3亿元，跻身轴承行业“小巨人”行列。

地址：六安市金安经济开发区胜利路 1 号

邮编：237016

电话：0564-3698200

传真：0564-3698228

网址：www.labearing.com

邮箱：sps5510@163.com

牌调心滚子轴承

六安滚动轴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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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霍寿路 286 号

邮编：237400

电话：0564-6098807           

传真：0564-6098807

网址：www.greencn.cc

电子邮件：ahliaoyuan@vip.126.com

牌柳编制品

安徽省蓼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蓼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金 2800 万，位于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是一家集杞柳种

植，柳、藤、草、竹编织，工艺家具、工艺灯具制作及销售，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属“安徽省林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安徽省 2012 年度民营企业出口创汇

10 强企业”。下辖 4 家子公司，50 个生产点，北京、上海、广州、合肥 4 个办事处和美国、澳大利亚 2 个直销点。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公司拥有总资产 12014.38 万元，净资产 7334.08 万元，资产负

债率 38.96%，银行信用等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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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龙源米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大米生产为主的粮食加工企业，成立于2000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霍邱城西湖畔，是霍邱县政府重点调度的

规模工业企业。公司法人代表陈文彪，注册资金2000万元，现有资产总额86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6800万元。生产厂区占地面积3.33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1.11万平方米。现有职工135人，其中管理人员10人，工程技术人员8人。

公司生产的“虹露牌”系列大米，精选盛产于淮河岸边霍邱东西湖畔优质水稻为原料，通过国内一流的生产流水线加工而成。“虹露牌”系

列大米质地精良，米粒匀称剔透晶莹，蒸煮米饭胀性适中，清香松软可口，富含营养。因其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畅销江、浙、粤、闽、沪、藏

等12 个省市自治区。

公司在全省率先实行订单生产，实行公司+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促进了城西湖乃至全县优质粮油生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带

动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20多万亩的城西湖优质水稻已成为龙源米业的稳定原料基地。公司年加工生产优质大

米10万吨，产值3亿元左右，年创利税1000多万元。公司生产的“虹露牌”牌大米，2012年度被六安市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授予“六安市名牌

产品”。 2012年公司被省农业产业化工作指导委员会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 被省粮食局授予“安徽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

2013年上半年被中国产品质量安全评价中心评为“安徽省诚信经营示范单位”，被安徽省粮食行业协会授予“安徽省放心粮油进农村进社区示范

工程示范加工企业”称号。公司法人代表陈文彪还被六安市人民政府授予“六安市劳动模范”称号。

产品的品牌来自质量，产品质量来自科学管理。公司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产业链环节，并建立了一套科

学、成熟的管理体系，从而保障每一粒大米的健康、营养、安全。2011年11月，公司取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公司的生产过程中严格

按照ISO9001：2008标准进行实施控制。近年来，公司多次派人参加卓越绩效标准培训，正在筹划将卓越绩效的先进管理模式导入到公司的各项

质量管理工作中。

宏伟的前景充满挑战与风险，安徽龙源米业有限公司将始终坚持发扬“永不满足、锲而不舍”的企业精神，遵循“以人为本，科技创新、以

质求胜、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为本、锐意进取，精益求精、创一流品牌”的企业宗旨，朝着认定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勇往直

前，为了更早的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城西湖乡

邮编：237484

电话：0564-6261115

牌大米

安徽龙源米业有限公司

传真：0564-6261222

网址：www.ahlymy.com

邮箱：19064466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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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

邮编：237161

电话：0564-3834455

牌 Y2 系列（IP54）
三相异步电动机（0.55-355KW）

六安泰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六安泰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研发制造中小型电机的骨干企业，地处安徽六安市经济开发区，占地二十多

万平方米，紧邻 312 国道，距省会合肥 60 多公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公司主要生产 YX3/Y2-80-355 系列三相异步电机和派生系列 YL/YD/YVF/YEJ/Y2-355-450 系列低压大功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YVF2-355-450 系列低压大功率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机，以及 Y-H 系列船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共十

多个品牌，500 多种规格型号。公司生产的 LAT 牌电机全部采用国家标准，符合 IEC 国际标准，已通过“ISO9001：

2000 质量体系认证”和“CCC”认证。公司先后被评为“安徽省质量放心产品”、“六安市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和“六

安名牌产品”。

泰力公司在继承和发扬企业“重合同、守信誉、服务社会”的优良经营作风的基础上，又确立了“微利、开拓、

节支、环保”的经营方针。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论，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销售骨干力量和生

产专业人才。 

这次申请安徽名牌，主要产品是 0.55KW~355KW 电动机，电动机全部采用国家标准，符合 IEC 国家标准。公

司严格执行 GB18613-2012、GB18613-2006、GB12350-2009 等国家和行业的标准。电机效率领先国内标准，噪

声略低于国标，产品质量过硬。

LAT

传真：0564-3834455

网址：www.laddj.com

邮箱：wx16888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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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明诚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六安市裕安区江家店镇。南临312国道旁，西与霍邱县姚李镇毗邻，交通十分便

利，地理位置优越。

公司始建于1998年，2004年，经市工商局批准成立“六安明诚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占地面积72470平方米，

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总资产9800余万元。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现有员工14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人，具有中、高级职称有8人，拥有先进

的技术团队和生产技术工艺及设备。公司主要以生产水泥电杆为主，有五栋标准化钢结构厂房，拥有大型生产线6条，年产7米-21米等不同环形混

凝土电杆12万根，实现了规范化管理，其他还生产电杆附件及铁附件产品（如：拉线盘、底卡盘及标志桩等水泥制品），产品销往、宿州、亳州、

阜阳、蚌埠、滁州、六安、芜湖 、安庆、宣城、黄山等各供电公司及周边地区。一直以来，产品都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年销售量不断提升。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们运用国内先进的生产技术，采用国内领先的技术标准，不断研发新的生产工艺及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以生产高品

质、高质量产品立足于市场。我们始终将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的核心，凭借先进的质量管理，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我们积极巩固老客户、发展新客户，以销往省内为主，不断开拓省外市场，建立市场战

略，紧跟市场需求。

公司对产品精益求精，层层把关，不让一件不合格产品出厂，每年都会通过不断考察、探索、引进先进的技术，研发出新的生产技术投入产

品生产中。多年来，产品都被六安供电局供电材料检查评比中被评为“优等产品”，并推荐使用，产品从2003至2010年均通过国家电力工业部杭

州电力检测中心鉴定为“一等品”同时推荐入网使用。在不断创新的的前提下，我们生产出更优等的产品，占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并且我们还取

得多项国家专利。

公司于2011年参加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招投标工作，两年来，我们以高质量、高品质、良好的信誉获得省供电公司及专家评审组的认可，并

顺利中了各项大标，我们的产品现在遍布全省各地区。

    公司多年来被省市级工商局授予“守合同重信誉先进单位”称号，从2003年以来多次被省地税局评为“纳税信誉”A级企业、多次被省、

市、区授予“明星企业”“先进企业”“质量信得过企业”等

光荣称号。公司从2001年以来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安徽分公司产品保险为客户解决了后顾之忧，产品在质量与服务上受到了

施工单位的赞许。

多年来，我们不仅把质量视为企业的核心，同时我们也将诚信作为企业的基础，以此让产品的知名度享誉各地，获得客户的认可。近年来，

我们着力打造企业品牌建设，以诚信为基础，产品质量为核心，培育消费者的信誉认知度，让产品有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我们在以诚信的基础上，极力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充分发挥优势的资源，打造我们特有的品牌，并于2012年获“市级名牌”。

公司始终把质量和信誉放在首位，以诚为基，以信为本，面向市

场，规范管理。

地址：六安市裕安区江家店镇华祖村

邮编：233412

电话：13956109365    

电话：0564-2149888   

传真：0564-2140038    

网址：www.layfjc.com      

邮箱：zdc9365@sohu.com

明诚牌环形混凝土电杆

六安明诚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明 诚

MI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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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城关镇梅河东路七星工业园区

邮编：231300

电话：0564-2785556    2785617

传真：0564-2785222

网址：www.ahfulai.com

邮箱：ahwl666@126.com

舒福来牌童车

安徽省舒城县福来童车有限公司
安徽省舒城县福来童车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童车生产、销售、研发、服务为一体的县级规模工业企业；公司成

立于 2006 年元月，现有员工 300 多名，经营范围为童车生产销售和自营出口业务，注册资本 1160 万元，占地总面

积 22100 平方米，总资产 9300 万元，年产总值达 1.2 亿元。公司位于舒城县城关镇七星工业园，距离省会合肥市

45 公里，毗邻京台高速和 206 国道，交通便捷，区位优越。公司拥有高素质的管理团队，专业化的研发机构，技术

力量雄厚，生产工艺先进，自主研发生产的“舒福来”系列童车荣获了六安市知名商标荣誉和名牌产品称号，产品畅

销国内大中城市，出口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产品均取得国家“CCC”认证，连续五年荣获了县委、县政府授予的“十佳企业”光荣称号，先后荣获了“先

进集体”、“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全市文明诚信民营企业”、“先进工业企业”、“小巨人企业”等荣誉称号。

为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产业链，2012 年 12 月实施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新建生产车间 4000 平方米，研发中心

2000 平方米，该项目的投资建设，为促进公司童车产业的发展，提高产能绩效和产品的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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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精密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在安徽省霍邱县户胡镇工业园区内，是生产叉车整车及零部件

的高新技术企业，厂区干净清洁，生产线安排合理紧凑，供油泵为我公司重要高科技产品，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

市场对叉车的需求，我公司年产19万套供油泵，远不够市场需要。历年来我公司产品得到了广大消费者青睐。并受

到高度的称赞。

地址：安徽省霍邱县户胡镇工业园区

邮编：237451

电话：0564—6711901

传真：0564—6711900

网址：www.anhuinbo.com

邮箱：anhuinbo@163.com

蓝博旺牌叉车液力传动系统用内啮合齿轮供油泵

安徽蓝博旺机械集团精密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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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 其前身是舒城县胜发羽毛球材料厂。文杰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周

瑜故里、全国最大鸭毛交易基地——六安市舒城县干汊河镇 , 是一家专业从事羽毛球和羽毛球切片生产的专业化企业。

公司占地面积 40000m2，其中生产车间 25000m2，公司总资产 8500 余万元，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现有 490 人，

其中质检技术管理人员 35 人，具有大专文化及中级职称以上人员 27 人，下设 12 个车间，7 个科室。2011 年通过

了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2 年全年生产“文杰”牌羽毛球 300 万打，毛片 5.2 亿片，实现销售收入

18200 万元，完成利税 560 余万元。2010、2011 年连续两年被舒城县委县政府授予“舒城县十佳工业企业”称号。

地址：舒城县干汊河镇洪宕村

邮编：231380

电话：0564-8919500

文杰牌羽毛球

安徽文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传真：0564-8919500

网址：www.wenjiesport.com

邮箱：wangjie891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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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光世门业有限公司隶属于安徽光世集团, 座落于素有合肥后花园之称的舒城县，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前沿阵地和合肥半小
时经济圈内城市之一。

公司创立于1995年，自创立以来就将革新理念灌注产品研发及制造中；致力于提供极具舒适性与使用价值的室内套装门系列产品。同时建立
灵活而严谨的人才引进和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品质操作标准，以促进企业管理运作体系不断完整。

安徽省光世门业是集研发 、生产 、销售高档实木门，实木复合门，室内钢木门的大型室内套装门生产企业。公司积聚了多年从事木门设计及
生产的技术人才，拥有占地80余亩的现代标准厂房。购置了国际一流的生产设备，引进了欧洲木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企业已通过ISO9001-
2008质量认证体系和自主进出口权利，本厂严格按照国家JG/T122-2000GB18584-2001标准来生产。所有质量跟踪检测和技术信息得到有力保
障，采用优质的原材料，精心打造光世系列室内套装门品牌。

光世门业以前卫的设计理念和对木饰工艺的深刻理解，致力于营造高贵、典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具有创新精神的光世人将永远以其卓越的产
品、精湛的技术为您提供尽善尽美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安徽光世门业有限公司位于206国道舒城县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45000平方米，是一家以室内中高档门业及家装生产为主的规模性民营企
业，生产实木门、实木复合门、钢木门、消声门、合页门、电动门等各类生活用门。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
发展，技术专业、高效服务。以“人才、规模、效益”为企业核心，实
行标准化、规模化动态管理，产品从设计、工业编程、工序加工、销售
网络实行计算机控制管理。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以团结、奋进、创新、发展的
光世精神，为消费者提供绿色环保的优质产品，回报社会。

地址：安徽省舒城县经济开发区

邮编：231300

电话：0564-8626790

传真：0564-8626025

网址：www.ahgsmy.com

邮箱：1667953151@qq.com

光世牌木质门

安徽光世门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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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六安市裕安区平桥工业园区，占地 53380 平方米。现有职工 516 人，公司注册

资本 1001 万元，主要从事粮食的收购、加工与销售，是集粮食购销加、贸工农为一体的上规模企业，目前已经形成

年加工产品 8 万吨生产能力，生产的“淠河”牌系列大米荣获省粮油行业协会授予“放心大米” 荣誉称号，并通过

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授予“绿色食品”称号。

公司生产的“淠河”牌系列大米，采用大别山淠史杭水利枢纽水源灌溉农田，以六安市裕安区农业生态园绿色

基地种植的优质稻谷为原料，引进先进的成套碾米设备，经去石，精碾，抛光、分级、色选等工艺精制而成。品种包

括金谷香米、月牙米、香粳米、珍珠米等系列大米。规格有 5kg、10kg、15kg、20kg、25kg 等包装，方便客户选购。

本产品米粒饱满，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成饭后，口感油润细腻，柔软可口，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

地址：六安市裕安区平桥工业园

邮编：237008

电话：0564-3398888

淠河牌大米

六安鑫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传真：0564-3373779

网址：www.laxyjt.com

邮箱：XYJT1286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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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寿县天一粮油有限公司是由省级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寿县南天门油脂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是一家专业

从事粮食（稻谷、小麦）收购、储备及加工企业。座落于寿县及六安、肥西交界处的寿县三觉镇瓦房公园园区，占地

面积40000平方米，资产总额3900万元，现有国家标准化仓库20000吨及现代化大米生产线一条、日产大米300吨、

主要产品：“天之兰”牌系列优质米。公司2009年6月筹建、同年11月正式投产。2010—2011年共实现销售收入

180000万元、实现利润560万元、上缴税费280万元。 公司创立至今安置下岗工人60余人，吸纳农村富余劳力80余

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地址：安徽省寿县三觉镇张墩村

邮编：232231

电话：0564-4881111    13956145672

传真：0564-4836777

邮箱：504227677@qq.com

牌大米

安徽省寿县天一粮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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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集亚圣木业有限公司位于素有“大别山门户”之称，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叶集试验区，是由一家民间生产木门

的小作坊，经十多年创业打拼，于 2008 年扩展而成的专业生产各种规格建筑模板的民营企业。公司占地 50000 平方

米，各类生产办公厂房 12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50 万元。该公司现有工人 530 余人，其中本、专科以上学历 15 人，

初中以上学历 247 人，有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 11 人，十五条机械生产线。

自办厂以来公司依靠严格的技术管理和过硬的品牌效应，现已发展成为拥有总资产 1.2 亿元，年产建筑模板 8

万立方米的大型企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申请注册的“金亚圣”牌商标，现已成为六安市著名

商标，六安市名牌产品。2013 年 7 月经省民政厅、省民间事务管理局批准，安徽省人造板协会设立在叶集亚圣木业

有限公司，由董事长孟凡彬亲任会长，给予亚圣木业在木材行业更大的支持。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不发展就意味着被淘汰，为此公司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基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为保证，

狠抓产品质量，视质量为企业的生命，不断进行自主创新。为了做好“金亚圣”商标这一品牌，企业先后完成多次

技改项目，自主完成 E2 级尿醛树脂胶和三聚氰胺改性树脂胶的开发、调制、配比、生产。公司生产的“金亚圣”

牌建筑模板在静曲强度及含水率等各方面均达到或优于 GB/T17656——2008 标准。公司于 2008 年 8 月一次性通过

ISO9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金亚圣”牌建筑模板畅销国内市场，“金亚圣”品牌也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

目前 , 公司生产规模、产品品种和质量、生产技术、经济实力等诸多方面均居同行业领先地位 , 并培养造就了一

支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队伍 , 拥有长期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 , 产品辐射周

边各大中城市 , 主要销往阜阳、天津、浙江、上海、湖北、山东、北京、新疆等地 , 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

今天，亚圣木业公司将本着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做板要结实的座右铭，愿与广大客户携手合作，共创美

好明天！

地址：六安市叶集试验区经济开发区（岗南路）

邮编：237431

电话：0564-6488227

传真：0564-6454388

网址：www.jingyasheng.com

邮箱：yejijys@126.com
 牌混凝土板用胶合板

叶集亚圣木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