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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凯特泵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0 年，原名皖南耐酸泵厂，2000 年 5 月改制成立安徽皖南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后更名为安徽凯特泵业有限公司，是安徽省

唯一一家专业生产各种高温酸泵的厂家，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公司有十多年的泵类生产历史。经过近年的技术改造和不断发展，企业已发展成为

拥有国内先进工艺和装备，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中型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178 人，其中，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23 人。

公司现拥有总资产 4617 万元，具有年产各类泵 2 万多台的生产能力。公司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精良的加工设备和计算机检验测

试系统，有效地保证了所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性能优良。 

公司曾先后荣获安徽省 2008-2009 年度“A 级纳税信用单位”, 泾县 2010 ～ 2011 年度“工业企业纳税十强“, 公司现已申报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

其中 2 项发明专利和 9 项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获证。2011 年，主导产品高温酸泵获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和宣城市名牌产品称号，产品获泾县第四届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12 年 4 项产品获得了安徽省新产品认定，3 项产品获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 , 高温冶金废酸循环利用卧式耐腐泵、高温冶金废酸循环利用防腐液下泵、高牌号硅钢专

用恒温涂层泵以及高温冶金废酸循环利用高效节能自吸泵等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宣城市企业技术中心，公司坚持推进全

面质量管理工作，在同行中率先通过了 IS0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2 年公司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注册商标“凯西特”。“凯西特”牌产品主要有：KNP 系列高温酸泵、CHK 系列化工离心泵、HZA/HAZO 系列石油化工流程泵、UEN（KT）非标系列热碱泵、

NFM 系列耐腐耐磨砂浆泵、KTF 系列氟塑料化工泵、KTC 系列磁力驱动泵、KTYU 系列不锈钢液下泵、KTYF 系列塑料液下泵。其中 KNP 系列高温酸泵 2011 年获安

徽省高新技术产品。KNP 系列高温酸泵最主要的产品之一，适合输送钢铁冷轧板酸洗线、脱硫环保以及废酸回收再利用等项目上使用，效果较好，输送的介质为高温

浓盐酸、硫酸、氢氟酸、硫酸铵等，介质温度较达到 80℃ ~100℃。公司生产该系列产品已有 10 多年的历史，不同流量扬程规格齐全，能输送多种介质，效率高，维

修维护方便，在钢铁、石化、化工等工矿企业的销售情况一直很好。2010 ～ 2012 年，公司累计完成产量 6164 台，实现销售收入 9451.9 万元。

多年来，公司先后为宝钢集团公司、鞍钢、本钢、首钢、马钢、酒钢等众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质量可靠的特种泵类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冶金、石化、汽车、

制药、造纸等行业，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质优价良的产品，赢得了用户的信赖。

公司坚持“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和“守信、保质、互利”的经营宗旨，旨在与国内外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 , 并提供最满意的优

质产品和最可信赖的技术服务。

地址：安徽省泾县经济开发区

邮编：242500               

电话：0563-5123659 

凯西特牌塑料离心泵

安徽凯特泵业有限公司

传真：0563-5122899   

网址：www.ktepump.com         

邮箱：web@ktepu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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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泰昂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电源系统和新能源

电力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为变电站、电厂、

铁路等电力用户提供专业化和智能化的产品解决方案。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占地面积 90 亩，现有员

工 235 人，其中专科以上学历占 49%。总资产规模 8500 万元，

2012 年实现销售收入 1.5 亿，纳税额近 587 万，其中智能一体

化电源产品在销售量、销售收入指标排在全国同行业前三名。安

徽泰昂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和生产制造基地，总部深圳泰昂能源位于深圳市南

山区深圳软件园，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

公司现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 70 余台套，生产、检测配置齐全，体系健全，已建成 GQH 系列电源系统

产品及 SMC 非金属三箱类产品共计 7 条生产线 , 其中，GQH 系列年生产能力 10000 台，SMC 系列年生产能力

10000 台，公司二期项目年产 5000 套 GQH-SPC 智能电源系统生产线正在建设中，总体规划建筑面积 10400 平

方米， GQH-SPC 产品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是公司 GQH 系列智能电源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本产品实现了传统

配电到模块化配电的一次新飞跃，是从普通智能配电到精细化智能配电的一次新飞跃，是从普通生产模式到流水

化生产模式的一次新飞跃。

公司自成立起即确定创新求发展的经营理念， 2005 年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配有较为完整的检测室和

EMC 实验室； 2006 年前瞻性地提出变电站交直流电源一体化理念，并成功实现了产品应用，综合技术水平和设

计理念国内领先，引领了我国站用电源一体化的发展。2008 年设立企业技术中心，并于 2012 年获得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现拥有专利 8 项，省级科研成果 1 项，高新技术产品 2 项。

公司母公司于 2010 年 2 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注册了 TIEON 商标，并于 2011 年 9 月许可授权安

徽泰昂使用。公司重视品牌建设，以精品创品牌，以服务扩市场，几年来通过稳定的产品质量，优异的产品性能，

领先的研发能力和良好的服务，向电网和非电网用户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广大用户的需求，树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TIEON“品牌已成为用户心目中的名牌，在国内重点工程上享有良好的声誉，被用户评为智

能电源系统专家。

牌 GQH-T 智能站用电源交直流一体化系统

安
徽
泰
昂
电
力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地址：安徽省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区锦屏路一号

邮编：245300

电话：0563-8177687

传真：0563-8156558

网址：www.taiang.com.cn

邮箱：wangxy@tai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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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宏宇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占地 9 万㎡，位于中国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家专业生产各种铝合金型材料（阳

极氧化、电泳涂漆、氟碳漆喷涂、粉末喷涂、木纹、隔热等）和门窗系列产品的供应商，铝合金型材产品广泛用于建筑材料、装饰材和工业产品，

门窗产品主要用于各大商住楼和自由私宅，也可为客户专门设计、定制各种型材和门窗，公司生产设备先进齐全，现有员工 400 余人，其中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 50 余人。本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ISO14001 认证，获得过国家 17 项国家专利、安徽省著名商标等荣誉。

尤其是建筑用隔热铝合金型材、交通用工业铝合金型材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节能铝合金型材，国内市场供不应求。本公司产品贯彻“高起点、

少投入、多产出、高效益、质量好”的经营方针，依托公司“宏腾”品牌优势、科技优势，加之公司具有丰富的铝合金型材生产技术经验，有着

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具备年产 5 万吨节能铝合金型材生产线，并在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上比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公司扩大节能、

环保铝合金型材产量，产品以低成本、高质量参与市场竞争，替代进口，扩大出口，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公司把新产品研发作为抢占市场的“一大法宝”，积极研发新产品，到目前，共有 5 个品种 60 多个系列 1000 多种型号的铝材投放市场，加

之公司不断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降低生产成本。采取订单式生产，降低了公司库存，使公司的效益的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研制开发节能环保隔热

系列新产品 20 多个，单项完成销售收入 1.2 亿元。面对房地产市场危机的的影响，公司及时采取了对铝型材产品进行结构调整，拓宽了销售市场，

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变“危”为“机”，企业生产经营实现了逆势增长。

目前公司具有完善的战略规划和管理系统，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公司彰显出生产规模化、发展专业化、管理规范化、研发系列化、

服务优质化、员工知识化的特点，并通过管理求新、技术创新、设备更新，赢得了科技优势、质量优势和市场优势，同时培养了一批高、精端的

科技管理人才及销售人才队伍。公司长期保持与国内、外先进企业及科研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开发和制造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由于本公司产品具有品种齐全、质量优良、服务优质、环保节能等特色，产品不断地远销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客户青睐与好评。

公司将不断超越自我，正朝着成为的“工业铝材”核心力量的宏伟愿景跨越发展，引领“工业铝材”的发展之重任。

地址：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外环西路 122 号

邮编：242300

电话：0563-4187933

宏腾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安徽宏宇铝业有限公司

传真：0563-4186528

网址：www.ahhyly.com

邮箱：hyly8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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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城市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办公楼

宣城市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厂貌

宣城市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坐落于安徽省宣城市古镇梅渚 , 梅渚镇交通发达，紧邻 104、308 国道和 239 省道，距离南京、
杭州仅 1 小时车程，距离上海不超过 3 小时车程，周边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丰富。公司专业从事电梯及其他机械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目前占地 20 余万平方米，在职员工 350 余人，其中经营管理人员 60 人，品质管理人员 25 人，生产人员 265 人，持有中级职称 18 人，初级职
称 38 人，质量工程师 2 人。

2006 年，公司在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技术指导和支持下，组织技术力量，率先成功研发矿粉混凝土配重块。该产品资源综合利用生产工
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产品通过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并于 2011 年获得安徽省名牌产品荣誉称号。公司于 2009 年被评为省“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长期致力于技术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改进新工艺，现共有各项专利 20 项，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的技
术合作，双方共同研发的“新型电梯补偿缆”技术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通过转让拥有全球范围独占许可。提升企业技术水平，节约企业成本，
提升公司效益。

为谋求更合理的市场布局，力争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配套产品和服务，公司先后投资参股建成安华机电、贵州大龙、徐州常润、广州华菱等分
公司，根据客户企业所在地就近安排生产与发货，加强快速反应能力，大大节约客户、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

经过近 8 年努力，公司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每年以不低于 10% 的速度增长，为企业员工、当地经济做出一定贡献。公司先后连续获得“技
术创新奖”“财政贡献奖”“新成长型 20 强”等诸多荣誉，获得政府、行业、客户的诸多好评。公司被郎溪县确定为上市培育企业，正在积极
筹划上市事宜。

“愉悦客户、追求品质、求新求创、发展共赢”是我公司一直以来的经营理念，“愉悦客户、追求品质”是企业发展的根源，“求新求创”
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发展共赢”是我们企业欲达到的最佳目标。相信在宣城华菱全体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及相关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宣城华菱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自 2009 年来，公司基于扎根郎溪的投资格局，连续投资了二期电梯机电配件加工中心和三期电梯精加工成套部件加工中心，围绕电梯配件
为主题，全力打造“华菱“品牌，成为电梯配件行业知名企业。公司已被宣城市市政府、上市办列入上市重点培育企业，三期项目启动后，公司
将全面启动上市进程，力争成为郎溪县第一家上市公司。

华菱牌电梯补偿缆

宣城市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郎梅路

邮编：242115

电话：0563-7799998　　

传真：0563-7799996

网址：www.xchualing.com

邮箱：xchual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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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绩溪家德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于 1987 年 4 月，专业致力生产 50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铁塔。公司座落在绩溪县生态工业

园区内（原先老厂址在绩溪县华阳镇华阳南路 100 号，根据绩溪县新城城市规划同时积极响应绩溪县人民政府政府号召，2010 年在绩溪县生态工

业园区扩建了新厂区，公司整体搬迁至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区徽山大道 6 号生产经营），占地面积 40669m2，厂房面积 18500m2。公司职工总人数：

102 人，高级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18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20 人 ; 高、中专以上的 34 人，共中管理人员 33 人，；技术骨干、专业技术人

员 18 人。

为确保产品质量优质可靠，公司于 2009 年就采用先进的北京道亨公司线路计算软件，大大优化了铁塔设计放样。办公、生产、仓储和检验

设施设备齐全。现拥有 5 条型钢数控联合生产线，2 条板材自动多头切割生产线，2 条板材坐标数控制孔加工线，2 条钢管自动焊接生产线及 30

多台金加工设备。同时建有理化检验室和探伤检验室，拥有超声波探伤仪、X 射线探伤仪、焊缝检验尺和万能试验机等检验设备 30 多台套，并建

有完整的设备台帐，能按时、按计划对设备进行验证维修，计量器具每年定期按时检验，且所有的检验试验设备都在规定的检定有效期内。

公司通过了 ISO9000：1996 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持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输电

线路铁塔 500KV、输变电钢管结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220KV 及以下多棱形钢管杆、建筑业企业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

证。2001 年获全国铁塔质量过硬放心品牌称号，产品被国家经贸委列入“全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所需设备和生产企业推荐目录”，2010 年获

宣城市名牌产品称号、2012 年获宣城市知名商标、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证书、绩溪县县长质量奖。7 月份获悉本公司已通过安徽省科技厅的认定，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处于公示阶段。

产品主要销往江苏、上海、江西、安徽省各省市、县电力系统、通信系统、水利水电系统、市政路政系统，主要顾客群有国家电网公司、安

徽省电力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上海电力公司、江西省电力公司、安徽省各市、县电力公司等。

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 , 与诸多高校建立共研机构 , 2012 年共发明 7 个实用新型专利 ,3 个发明专利 , 强化诚信自律，践行质量承诺，树立对社

会负责的良好形象是公司的宗旨。以质量强企为基础，不断提升品牌内涵价值，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地址：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区徽山大道 6 号

邮编：245300

电话：0563-8162065    8161065 

家德钢构牌输电线路铁塔

安徽省绩溪家德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0563-8162065  8161065  

网址：www.anhuijiade.com

邮箱：hlswm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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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市裕华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 月，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薄膜电容器

制造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40000m2，厂房面积 2 万平方米。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工业电力电子、新能源、智能电网、军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公司座落在名满天下的黄山之麓、

风景秀丽的古邑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装备水平先进，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进口全自动卷绕机、高精密度分切机等成套薄膜电容器关键

设备。主导产品 CBB 系列电容器先后通过 ISO9000、CQC、德国 VDE/TUV、美国 UL、加拿大 CSA 等国际权威认证。有

害物质的限用达到 RoHS、REACH、PFOS、PAHs 等技术要求，为产品出口欧美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争创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是公司努力追求的目标；致力于智能电网、新能源等新领域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前进中的裕华电器愿与各界朋友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明天。

RUVA 牌电容器

宁国市裕华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宁阳西路 319 号

邮编：242300

电话：0563-4186118  13856344463

传真：0563-4181298

网址：www.ngyh.com

邮箱：czy@ngy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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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405）投资的全资子公司，落户于安徽省郎溪县经济开

发区金牛东路。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一亿元，员工 500 余人，占地 13.3 万平方米，投资建设规模为厂

房 56000 平方米，研发楼、行政楼、宿舍楼、食堂等配套设施，室内 / 室外通信电源、开关整流器、ups 不间断电源、EPS 电源产品项目生产线，

主要有新型通信电源、阵列式 UPS 电源系统、嵌入式电源、通信网络监控系统、新型模块电源、空气净化机，高压变频器、工业电源、空气净化

机通风系统等技术项目。

其中在通信电源产品方面，致力于在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上的企业自主创新，根据行业特点，通过积极的探索与市场调研，首先做到自动

化生产线等高端新兴装备的领先，达到产品领先，技术领先，生产规模与技术创新同步增长，从而加快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目前通信用整流器效率水平平均为 90%-92%，动力源公司对整流器效率提升的研究与开发一直在进行。为了实现基站通信电源的绿色、高效，

北京动力源公司集多年研发、生产电力电子产品的经验，研制开发了效率可达 97%、功率因数高于 0.99、电网谐波分量小于 5%、符合电磁兼容

性标准的高效率、高可靠性整流模块（型号：DZY-48/50HI），并且实现了高效整流模块与我公司普通整流模块的完全兼容，可以与普通整流模

块混插、混用；并且配套开发了定向休眠控制系统，实现了只用两个高效模块的成本，就可以使整个电源系统工作在高效状态，使原来的电源系

统变成高效通信电源系统。

我公司的高效通信电源系统和高效整流模块已经通过了泰尔认证，并在全国各地不同应用环境下、不同运营商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际使用。

动力源公司的高效模块从 2008 年底正式推出，到 2009 年初正式向市场推广使用至今，已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多个省份使用了约

5000 多台。实践证明动力源公司的高效整流模块技术、与普通整流模块混用技术和定向休眠技术成熟稳定，具有良好的绿色、节能效果，是理想

的高效通信电源系统。

地址：安徽省郎溪县经济开发区金牛东路 2 号

邮编：242100

电话：0563-7370790

牌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

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63-7370768

网址：www.ahdly.com

邮箱：mouqiangqiang@d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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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市沙埠粮油加工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一家粮油加工老企业，1995 年改制为现在的民营企业。是

集粮油生产、开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省重点培育的“专、精、特、新”企业。工厂占地面积

3 万 m2，生产厂房 4000m2，仓储面积 8000m2，综合性办公楼宇 1500m2，储油罐 8 座，储油量 5000 多吨，运输车辆 16 辆，

总资产规模 8000 万元。企业现有员工 126 人，生产人员 73 人，研究开发人员 5 人，大专学历以上１0 人。

企业获得：“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质量信得过企业”和“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等荣誉称号。2009 年企业通过了 ISO9001:2008 认证和 ISO22000:2005 /HACCP 认证。厂长陈流洋 2004 年获“宣城市首

届青年创业奖”、2006 年获“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称号。

近几年来，工厂取得长足的发展，生产经营和效益节节攀升。年经营菜籽总量 4 万吨，年产菜籽油能力 1.5 万吨，产值达 1.5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同行业前列。 

福庆全 牌菜籽油

宁国市沙埠粮油加工厂

地址：宁国市梅林镇沙埠村

邮编：242321

电话：0563-4460059 

传真：0563-4460737

网址：www.fqsyy.net

邮箱：cly@fqsy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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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普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安徽省宁国华普建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是集科研、

设计、生产、销售、施工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企业注册资本 4900 万元。现有员工 168 名，科技人员 55 人，大学以上学历占员

工总数的 32%。公司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外环西路 102 号。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民用建筑中的板材系列产品、屋面防水材料、装饰

墙体材料、墙体保温材料、生态园林装饰、透水砖等混凝土系列产品的生产和新能源集成应用、新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公司

于 2012 年 6 月被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评为：“安徽省循环经济示范单位”和“安徽省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龙头骨干企业”；

2012 年 7 月被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通过了“安徽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2013 年通过了“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

业检验室验收”。并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的双认证。信誉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质量是企业信誉的根本。2012 年被安徽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评为“工程建设领域从业服务信用等级 AA 级”和工商银行 AA 级客

户。目前，公司没有在政府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黑名单”或不良的信用评价记录中出现，具有良好的信用度。在以后的发展中，

公司继续狠抓产品质量，每一种产品在出厂前都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标准、规范。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和谐共赢、创

新发展、服务建设、的企业理念以成为节能、低碳、环保建筑房屋的引领者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公司在快速、

健康发展和加快“华普”品牌建设的同时，时刻不忘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2007 年我公司董事长被聘担任津河中学金辉爱心助

学会理事。2011 年被红太阳爱心协会誉为“爱心企业”。2011 年在霞西镇慈善分会成立之际捐赠 3 万元。2012 年我公司捐资 3

万 5 千元用于安徽省政协组织的捐赠贫困学校项目。2012 年 11 月被宁国市慈善协会授予“爱心企业”称号，在今后发展历程中

仍将坚持这份社会责任，将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外环西路 102 号

邮编：242300 

传真：0563-4181008

电话：0563-4180003、418749

网址：www.ahhpjc.com

邮箱：hpjc@ahhpjc.com.cn

牌纤维水泥平板

安徽华普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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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企业相关图片

申报产品图片

申报企业相关图片

申报产品图片

企业厂貌图片

集 20 年交流电动机电容器生产经验，宁国市大荣电器有限公司以稳健的步伐，扎实的作风，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宁国市大荣电器有限公司地处徽商荟萃、徽文化淳厚的皖南山区宁国市，交通便利，皖赣铁路横穿境内，东傍杭州、上海，

北望南京、合肥，南下 120 公里便是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黄山。青山出好茶，真心出精品。宁国市大荣电器有限公司的经

营理念是：做好每一台电容器，用精品回报用户，为用户降低成本。公司全系列电容器产品均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

CQC 认证及德国莱茵 TÜV 集团的 TÜV 认证，部分产品通过了德国电器工程师协会的 VDE 认证以及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

司的 UL 认证。公司拥有电容器生产工艺及电容器零配件相关工艺的 6 项国家专利。

牌电容器

宁国市大荣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

邮编：242300

电话：0563-4187265 

申报企业相关图片

申报产品图片

传真：0563-4187265

网址：www.ngdrong.com.cn

邮箱：ngdr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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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亿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集科研、生产、种植经营于一体，生产销售中、高档山茶油的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坐落在省级经济开发区郎溪十字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 30 亩，建有标准厂房

7000 余平方米，固定资产 1154 万元，拥有先进的成套烘干、压榨、精炼、冷冻、罐装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年产

4000 吨山茶油，公司现有员工 100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5 人。2012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640 万元，利税 299.2 万元。 

该企业立足科研开发，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开发生产的“丽仁”牌高档山茶油通过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食品安全认证 ISO22000:2005（HACCP），2011 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合肥举办的全国

农产品交易会上均获得优胜企业奖。“丽仁”牌山茶油畅销苏、浙、皖、沪、鲁等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为进行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发挥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公司投资兴建了 3000 亩油茶林示范基地，并于 2011 年 6 月牵头组建

了郎溪县亿宏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吸收 106 户农民和林业经营大户入社。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

1508 元。计划三年内将再发展合作社成员 500 户，新增油茶种植面积 10000 亩，形成油茶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

油茶产业链，2013 年为了加大油茶产业发展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协调会员关系，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管理，加强交

流合作，促进油茶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公司又牵头组织成立了郎溪县亿宏油茶协会。

地址：安徽省郎溪县十字经济开发区

邮编：242131

电话：0563-5232859     4000563808

丽仁 牌山茶油

安徽亿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63-5232858

网址：www.ahyhswkj.com

邮箱：ahyhk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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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市宣铝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04 日，位于宣城市宣州经济开发区麒麟大道与竹塘路交叉口处，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经

营范围为新型铝材生产、销售。

宣城市宣铝铝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58 亩，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 . 现有熔铸车间二台熔炼炉、挤压车间五条挤压生产线、喷涂车间安装一条

国内先进的卧式喷涂生产线、模具车间、化验室配备最先进检测设备和检测仪器。公司现有员工 133 人，技术管理人员 12 人，高级技术人员 3 人，

各岗位员工都能熟练掌握生产工艺要求。

2011 年 10 月通过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审查并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2012 年 10 月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成功注册

“宣铝铝业”商标和商标图案。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目前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工艺装备，完善的检测设备和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拥有各种主要生产设备 20 余台 , 具有年生产 50

万顿的铝合金建筑型材产能力。

公司销售收入从 2010 年的 0.98 亿元到 2011 年实现生产销售 1.6 亿元，2012 年缴纳税金 419 万元。 公司十分注重环保要求，在生产期间

落实了相关环保治理措施，近三年来无环保责任事故发生；公司还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生产过程中未发生安全事故。

公司在不断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提供产品科技含量的同时，积极开拓省内外市场。目

前已形成了年生产 5 万吨铝合金型材的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各重点工程、民用等建筑方面。

为了能持续增加顾客满意和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总经理运用“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原则，

规定了由销售部组织各相关部门，确定顾客的明示要求以及产品规定的用途或已知的预期用途所

必需要求，销售部根据顾客要求，对顾客的合同要求进行评审，以满足顾客的正常需求。

公司目前拥有技术人员为 15 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 3 人。公司积极发挥技术优势、创新优势，

进行了新产品节能型铝合金建筑型材的研发和生产，增加新产品的工艺装备，建立技术检测中心。

公司作为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基本单元，不仅要追求利润也必须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

发展，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公司不仅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协办各种大型活动，同时也包

括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并自觉的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等。

宣城市宣铝铝业有限公司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放眼全球。全体员工团结一心，信心百倍，

力争把企业做大做强。积极提高企业知名度，提高员工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任人唯贤的管理思想，招贤纳士，广集人才，积极倡导献计献策有奖机制，让宣铝铝业公司发展

壮大！

宣铝铝业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宣城市宣铝铝业有限公司

传真：0563-2062018

网址：www.xcxlly.com

邮箱：xuanlvlvye@163.com

地址：宣州经济开发区麒麟大道与竹塘路交叉口处

邮编：242000

电话：139661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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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宣城市康平油脂有限公司位于“江南诗山”——敬亭山，“玉带蜿蜒”的水阳江畔，坐落在宣城市养贤工业园，水陆交通方便。

我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占地面积 19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500 万元，建成预榨、浸出、精炼、锅炉四大车间和仓库、办公、住宿、食堂等四大服务区，建筑面积 8600 平方米；

拥有一条年加工油料 30000 吨的油脂生产线和一条小磨生产线，申请了“敬亭山”牌植物油注册商标。菜油和菜粕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远销江苏、浙江、山东、四川、福建、河北

和安徽等地。我公司现有职工 60 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2 名。公司成立以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各有关部门鼎力支持，康平人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现已将企业打造成

安徽省放心粮油示范单位、安徽省食品卫生 A 级单位、宣城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宣城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我公司产品也被授予安徽省消费者满意品牌，我公司法人代表也当

选为宣州区人大代表。我公司综合实力在粮油加工行业处于宣城市领先行列。

2009 年公司成立之初，我公司 2009 年仅生产 6 个月，营业收入就达 4800 万元，实现利税 175 万元。宣城市康平油脂有限公司因此被宣州区政府命名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被安徽省粮食行业协会吸收为会员单位，被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纳入国内油料收购自主经营补贴企业。

2012 年，我公司投资购置机械化设备、厂房扩建，进行了企业升级改造。2013 年，我公司将传承传统工艺，投资 6600 万元，新建一座中国最大木榨油生产基地，新上 20 台

套木榨机，年木榨菜籽油、芝麻油、山茶油等植物油 4000 吨；新上精炼设备和小包装生产流水线设备，对康平植物油厂进行升级改造，使小包装达 3 万吨；我们将通过传统木榨

工艺，提高康平油脂食用植物油“生态健康”品质；通过“中国最大木榨油生产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本公司注册的“敬亭山”牌植物

油商标四张国家级名片，加大对外宣传，扩大康平油脂对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倡导“健康食用油”理念，吸引外地特别是苏浙沪地区大都市群体来康平公司敬亭油坊参观旅游，

购买“敬亭山”牌食用油，抢占食用油市场份额。

我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注重质量管理和品牌创立。一是招贤纳才，外聘机械、财务、生产、销售、管理、策划等专业人员 10 多人，全面提升企业生产管理各领域能力。二是加强培训，

输送 1 人参加北京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研修班学习，4 人参加电大工商管理学习，外请专家教授来公司培训 3 次，购置企业管理和技术改造学习资料让企业职工学习。三是加大科

技投入，先后投资 60 多万元，对企业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不但提高了产品品质还节约了生产成本。四是标准化管理，现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努力实现企业“标

准化管理、产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五是策划包装产品，借助“江南诗山”——敬亭山名气，推出“宣城原生态，康平油脂香；品味总不厌，只有敬亭山”精品包装油，正积

极打造“中国最大木榨油生产基地”，倡导“健康食用油”理念，扩大市场占有率 。

我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着手发展订单农业，与宣城市农民签订油菜籽种植合同面积 1.5 万亩，引进油菜籽新品种，

以高于保护价收购农民菜籽，仅此一项带动 4620 户农民增收 500 万多元。我公司还将五年内在宣城市及周边地区建立 20 万亩油菜籽生产基地、10 万亩芝麻生产基地、10 万亩山

茶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预计用工和原公司用工将在 140 人以上，可带动 20 多万户农民增收致富。另外，我公司还面向附近农民和宣州下岗工人招工 130 多名，解决农村劳动

力转移问题。

三年多来，宣城市康平油脂公司正以“康平速度”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康平油脂正以“质量上乘”赢得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青睐，康平人正以“诚实守信”广交了天下朋友，康平油脂公司正以“共同致富”理念在农业产业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敬亭山”牌菜籽油是“中国百佳粮油企业”宣城市康平油脂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其原料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最健康油”——“双低”油菜籽，全部施用有机肥料，

实行标准化、无公害化、绿色环保生产，经质监部门抽查，产品合格率 100%，企业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始终秉承“质量至上，信誉第一”原则，积极打造“宣

城原生态，康平油脂香；品味总不厌，只有敬亭山。”精品，被中国第二届粮油榜组委会授予“中国十佳食用油品牌”，被安徽省授予“安徽省放心粮油”。

地址：宣州区养贤工业园

邮编：242000

电话：0563-3660581

牌菜籽油

安徽康平油脂有限公司

传真：0563-3660583

网址：www.ahkpyz.com

邮箱：www.ahkpy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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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市明福线缆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 1989 年 11 月，公司注册资本 2118 万元，主要生产经营电线、电缆、碳素螺纹管系列产品，我公司

系社会福利企业，公司坐落在宁国市宁阳中路 160 号，新厂区在河沥园区滨口路 59 号（已投产），占地面积 36400m2 。固定资产 2200 万元，流动资产 4400 万元，现有职工

118 余人，其中管理人员 18 人，工程技术人员 6 人，残疾职工 28 人。拥有国内先进的电线电缆、碳素螺纹管生产及检测设备 60 余台套。先后获得国家强制认证 <ccc> 证书，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书，并先后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和 GB/T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二 O 一二年获得“宣

城市名牌产品”和“宣城市知名商标”荣誉称号。

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明福”牌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民用电线以及CFRP碳素螺纹管系列产品。二O一二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000余万元，创利税近300万元，

并享受福利企业优惠政策退税 160 余万元。公司的经营宗旨是“质量是生命，信誉是根本，用户是上帝”，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优良产品，全方位的服务。在国家电网、农网、

城市电网改造中，获得用户普遍好评，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为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公司注重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品牌建设，多年来，公司加大品牌宣传投入，积极参加国内产品展销会，使“明福”品牌在国内市场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公司提供优

质售后服务，每年对用户进行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宣传、推广“明福”品牌产品。用户通过使用“明福”电线电缆产品，认同其质量、价值达到了自己的期望值，客户群逐年扩大，

用户满意度综合指数为 98%。特别是近二年“明福”牌 10KV 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已覆盖安徽省所有的供电公司。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各生产过程严格按照 ISO9001：2008 标

准要求实施控制，严把产品质量关。今后，公司将加大产品品牌的宣传力度，增加媒体投入费用，使更多客户了解本公司的产品，确立“以适应和满足用户要求“为企业发展的

基本原则，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并以全新的市场理念推进技术进步，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在研发费用上，目前公司技术研发设备仪器原值已达到 129 万元，新进了投

影仪及其它试验机等研发设备，不断引进先进仪器，为研发创造良好的硬件设施。同时不断吸引和培养从事产品开发、工艺设计等创新型人才，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品牌来自

质量，质量来自科学管理。我公司切实加强质量管理、现场管理、人事管理，使企业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产品检验分析过程，采用国家标准甚至国际先进标准，完全满足广

大客户的要求。

10kv 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主要用于城乡电网输送电能，我公司生产的 10kv 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以其优越的性能被国网、省网公司普遍推广使用。该电缆采用目前最先进

的绝缘材料交联聚乙烯绝缘，添加碳黑，90℃温水浸泡，使其具有良好的抗老化经、耐腐蚀、抗辐射等优点，使用寿命高达 30 年之上。同时交联聚乙烯材料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电缆在使用运行中，减少了输电线路的路损，从而为国家减少了大量的能源，目前架空绝缘电缆在全国推广使用。

我公司主要生产电线、电缆、CFRP 碳素螺纹管系列产品，随着国家对城乡电网改造不断的加大投入，给电缆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近年我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和

省电力公司招投标活动中多次中标，产品覆盖安徽所有县市供电公司，取得了较好的业绩。CFRP 碳素螺纹管在安徽的生产企业较少，目前我公司的碳素管产品在安徽是最大的

生产销售商，预计我公司在二 O 一三年可实现销售近亿元。利税 400 万以上。我公司投资扩建的生产车间近 5000 平米，仓储近 4000 平米的电缆一期技改扩建项目已投入运营

生产。计划二 O 一五年投资一个多亿，建设一条高压电缆生产项目，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年产值可达 2 亿元，创利税 3000 万元，从而为宁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再做

更大的贡献。

明福牌 10kv 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宁国市明福线缆有限公司

传真：0563-4183885

网址：www.ahmingfu.com

邮箱：1518994780@qq.com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宁阳中路 160 号

邮编：242300

电话：0563-4180976  403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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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旌德县辉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位于旌德县三溪镇霍家桥工业区，注册资金 560 万元，是

一家专业从事粮油收购、加工和销售的民营企业，属“安徽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放心粮油进农村进社

区示范工程示范加工企业”。公司现占地 8100m2，拥有标准厂房 1200 m2，粮油生产线 2 条，年产大米 20000 吨，

食用油 200 吨，种类包括大米、食用油 2 大系列 30 多个品种。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公司拥有总资产 2112 万元，

净资产 1105 万元，在职员工 28 人。近 3 年累计销售大米 35816 吨，实现销售收入 13932 万元，产品销售网络覆盖

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区。

地址：宣城市旌德县三溪镇霍家桥工业区

邮编：242600

电话：0563-8701968

牌大米

安徽省旌德县辉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0563-8608999

网址：www.hhly999.com/Index.html

邮箱：hhly9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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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泾县汪同和宣纸厂座落于泾县城北的古坝官坑，境内群山环抱，竹树参天，清泉奔泻，云雾缭绕，交通便捷，信息畅通。“汪

同和”宣纸始于明未清初，建有老“汪同和”宣纸纸庄（槽），是泾县宣纸业世代沿袭，祖传技艺的一个老字号杰出品牌 , 现为中国书画

家专用宣纸研发基地。本厂现有厂房面积 1200 平米，员工 89 人，技术与管理人员 8 人，具备年产二尺～丈六宣纸 200 吨的能力。2010

年 4 月，企业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主导产品全部采用国家标准，并获安徽省产品采用国家标准证书。

“汪同和”牌宣纸质量稳定，质地优良，产品有净皮、棉料、黄料、加工熟宣四大类，200 多个品种远销日本、东南亚及国内各大中

城市，倍受各界书画爱好者青睐。规格全、品种多。纸质绵韧、搓折无损，洁白如玉，纹理纯净、墨韵万变、色彩鲜艳、亘古不变；不

腐不蛀，不脆不老，纸寿千年。冠四宝之首，乃用于名贵书画，藏经藏书永久性高级档案，国书之珍品，历代皇宫贡品，东方艺术瑰宝，

世界尊为纸中之王。我厂一贯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多年来，我厂致力于开发生产纯天然传统工艺的宣纸，得到中外书画

界一致赞誉和典藏用纸单位的高度关注。目前，本厂已按卓越绩效模式进行质量管理，力争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主导产品于 1917 年在巴

黎国际优质博览会上荣获金奖，20 世纪初在上海国际纸张比赛会上再次获国际金质奖，企业于 1998 年被评为“安徽省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1999 年净皮产品被中国文房四宝协会评为著名品牌，2002 年被评为“质量信得过企业”， 2003 年又获宣纸原产地域产品，2004

年获国家首批使用纸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专用标志，2005 年荣获全国乡镇企业创品牌重点企业称号，2006 年获“国之宝”称号，2007 年，

企业被文化部中国艺术科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管理学会文化创新专家委员会、国家书画真伪科技鉴定艺术专家委员会授予“中国书画家

专用宣纸研发基地”称号，2009 年，产品荣获全国第三届文化纪念品博览会金奖，2010 年，在全国第 25 届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上，又

获 “中国十大名纸”的殊荣。本厂是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

为团体协会会员。2011 年，被授予“宣城市名牌产品”称号，

2013 年又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称号。

汪同和牌宣纸

址址：安徽省泾县泾川镇古坝

邮编：242530

电话：0563-5500608    

传真：0563-5500688

网址：www.wangtonghe.com.cn

邮箱：anhui@wangtonghe.com

安徽省泾县汪同和宣纸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