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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丹凤集团桐城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是丹凤集团的母公司，总部位于桐城高速出口—桐城经济开发区，交通便捷。前身为桐城振兴塑料厂、
桐城窗纱厂，创办于 1981 年 4 月。下辖数家机械、建材、特种材料等小企业。公司在桐城市内的金神镇、范岗镇、经济开发区建有生产基地（工
区），占地面积近千亩。公司总资产逾 6 亿多元，资产负债率为 34.2%，员工 800 余人，其中大专以上科技人员 300 多人。

公司先后荣获“全国诚信守法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明星企业”、“省科技进步示范企业”、“AAA 资信企业”、“省 A
类纳税企业”、“安庆市 20 强企业”、“桐城市十强企业”等荣誉称号，“丹凤”商标连续多届被认定为“安徽省著名商标”。集团公司技术中
心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主要产品有中、无碱玻璃纤维纱、印制线路板用玻璃纤维布（即 7628、2116、1080 电子布）等。丹凤系列产品均通过 ISO9001 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曾获“省优”、“部优”、“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第一名”、“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安徽省名牌产品”等称号，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深受广大客商好评。

公司电子布、电子纱项目均为省“861”项目。公司的经营理念为突出主业，瞄准行业制高点；目标确定，决不放弃；矢志不渝，做强做大。
项目实施中，既量力而行，又尽力为之，最大限度地减少经营风险。2012 年，公司电子布年产能 1.2 亿米，占全国销售市场 30% 以上，实现销
售收入 8 亿多元，上交国家税收 3500 多万元，已挤身大陆同行内资前三强位置。

目前，公司的主产业链为：玻璃纤维→电子级玻璃纤维纱→电子级覆铜箔板用无碱无卤玻璃纤维布（电子布）→高导热导电性覆铜箔板→高
散热性印刷线路板（CCL）→……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电、计算机、通讯、电力、交通、航海、新能源、环保、体育器材、建材、冶金、化工、现
代农业、航天航空、军工等各个领域。

“丹凤”企业精神为：团结、勤奋、务实、创新；
质量方针为：坚持质量至上，永不满足现状，打造一流品质，修炼百年丹凤。
公司到“十二 . 五”末，力争在桐城经济开发区的总投资达到 15 亿元，共建成 2 座电子级池窑生产线（6 万吨 / 年）；2 亿米 / 年高中档电子

布。到时产值将达到 20 亿元，利税 5 亿元，员工达到 2000 人。着力打造国内电子纱、电子布的“航空母舰”。

丹凤牌印制版用 E 玻璃纤维布

地址：安徽省桐城市经济开发区丹凤科技园

邮编：231400

电话：0556-6567348

传真：0556-6537349

网址：www.anhuidanfeng.com

邮箱：anhuidanfeng@163.com

安徽丹凤集团桐城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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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飞凯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7 年 5 月，注

册资本 2000 万元，由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额投

资 9996 万元兴建，是一家由安徽安庆籍留美博士张金山先生

创办的研究、生产、销售高科技制造中使用的材料和特种化

学品的专业公司。飞凯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紫

外固化光纤光缆涂覆材料及配套产品的高科技型企业，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公司截至

2012 年底总资产 1534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1%，银行信

用等级 AA 级。

安庆飞凯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 公司位于安徽省安庆

市大观经济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占地近 100 亩 , 拥

有多幢现代化厂房及库房，以及实验楼、倒班楼、办公楼

等。在其方圆 500 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中国 80% 以上的光

纤光缆生产能力。公司建立了科学的管理机制，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公司始终秉承为高科技制造提供高性能材料和优质服务的宗旨，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客户服务，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增强创

新意识，继续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努力打造“飞凯”这一民族品牌。

公司光纤涂覆树脂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公司已获得 2 项发明专利，另有 1 项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已建成年产 3600 吨紫

外固化光纤涂覆高性能材料生产线并正式投产，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2 亿元以上。

KG 系列光纤涂覆树脂产品包括“光纤内层涂覆树脂”、 “光纤外层涂覆树脂”、“并带光纤涂覆树脂”等，产品性能和质量的稳定性都

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外的竞争对手，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在对客户的服务和产品价格上又有着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优势，

可根据不同客户要求制定各种特殊性能的产品，并且拥有非常丰富的生产和质量控制经验

随着公司产品逐步推广，由于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同等性能的产品，与国外产品项目相比我们有着极大的成本优势和服务优势。目前公司产

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 50%，处于行业垄断地位，且随着国内外光纤需求的快速增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预计国内市场占有率还将进一

步增加。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产品品牌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客户服务机制，持续推进公司的品牌建设工作 , 努力打造“飞凯”

民族高科技制造业品牌，为国内高科技制造业争光。

牌光纤内层涂覆树脂

地址：安庆市大观区经济开发区香樟路 9 号

邮编：246005

电话：0556-5349088   13955639978

传真：0556-5349097

网址：www.phichem.com.cn

邮箱：tan.peng@phichem.com.cn 

安庆飞凯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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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望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原望江县棉纺厂破产资产重组的民营企业，该厂始建于 1987 年 4 月。公司属地是全国优质棉基地县，适应棉

花种植，棉花低糖低脂、品质优良、资源丰富。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距沪蓉高速仅 30 公里，安合高速、安庆机场 60 公里，过境望江纵贯中国南

北的香港至东营高速公路正在筹划之中，华阳港是长江航线上最大的支农港口之一，可停泊 5000 吨级江海轮，具有宽松的经营环境。纺织是望江

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县委、县政府着力打造纺织强县，十分重视望宇股份的发展，为公司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公司组建于 2004 年 5 月，同年 5 月恢复生产。经过 9 年的资金投入、技术改造，现拥有总资产 15700 万元，占地面积 180 多亩其中建筑面

积 22800 平方米。现有生产规模 5 万纱锭，384 头气流纺，拥有专业技术工人 650 百余人。生产精梳、普梳、20 多个品种，年产纯棉纱可达 8000 吨，

年加工皮棉 9000 吨，销售收入最高可达 2.9 亿元，年上交税费 835 余万元，2007 年 9 月以来连续被评为安庆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9 年被

评为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2007 年以来连续被安庆市委、市政府授予市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和纳税 50 强企业，连续 6 年被评为望江

县纳税 10 强之首。解决了 800 农民工就业，为员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带动了一方经济。产品质量经省技术监督局抽样检测，一等一

级品率达 99%，部分产品达优等品，“莎莲”牌纯棉纱享誉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市畅销率较高。

2011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来安徽调研期间，亲切接见了公司领导，在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后称赞该公司

做得很好，特别是在棉花、纺织业困难时期能够坚持不懈的抓好生产管理，不断创造经济效益，为纺织业做了榜样。望宇股份秉承“诚信立业、

以人为本、贡献社会”的企业理念，高起点构建现代化企业制度和运营机制，公司管理团队及骨干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拥有大批的熟练操

作工人。为了做大做强，不断延伸产业链，继续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公司在县经济开发区购置工业用地 132 亩，土地已办理，投资 1.5

亿元实施退城进园“扩建 10 万锭”生产项目，该项目正在进行中，预计 2013 年初投产。公司设备和技术工艺先进、产品测试和检测手段齐全，

开发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

牌棉纱

地址：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望江大道 78 号

邮编：246200

电话：0556-7171621

安徽望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0556-7171621

网址：www.wvgf.com

邮箱：5769238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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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貌照

安徽天元电缆有限公司是安徽天元集团旗下的一家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于 2008 年 6 月由原潜山电缆厂改制而成，

注册资本壹亿元，占地 100 亩，是专业生产“皖天”牌稀土铝绞线、钢芯铝绞线、高低压系列绝缘电力电缆、控制

电缆、高低压绝缘架空电缆、农埋电缆、阻燃电缆、耐火电缆、布电线的民营企业，现有生产线 12 条，生产的品种

300 余个，规格 1000 余种，年生产能力达 10 亿元。公司拥有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 22 人。有近四十年（含

原潜山电线厂）电力电缆的生产历史，是安徽省电线电缆商会理事单位、安庆市电线电缆生产的龙头企业、国家电网、

安徽省电网的合格供应商。

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有效推动推动企业管理升级和管理行为规范化，公司

建立并有效运行了 ISO1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等较为完整的一体化经营管理体系。并引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突出以顾客满意度为关注焦点的管理思想，

制定了 “以科技为先导，以行业一流的产品，顾客满意的服务，持续提升的电线电缆质量水准，不断满足和超越顾

客的要求”的质量方针，本着“诚信守法、以德兴企”的经营理念，竭诚与广大客户友好合作，所有产品均受到广

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皖天牌额定电压 1/3kv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地址：潜山县综合经济开发区

邮编：246300

电话：0556-8977927

安徽天元电缆有限公司

传真：0556-8966666

网址：www.ahtydl.cn/

邮箱：ahtyd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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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星家具有限公司位于太湖美丽的花亭湖畔，毗邻中华五千年文博园，公司始建于 1992 年，是一家以生产床垫、沙发为主要产品的优

秀民营企业，工业园区内厂房面积 8000 平方米，拥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标准化的生产厂房，精益求精的制作工艺及高素质的优秀管理队伍，近

年斥资一千余万元引进国内最先进的床垫生产线两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本着“心诚 -- 优质 -- 价优”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

和满意的服务，赢得了社会的信赖，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新星柔情品牌已经深入人心，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认可，取得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同。

在省内、外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床垫生产基地之一。

安徽新星家具有限公司坚持以提供“健康睡眠，乐享人生”为研究和开发的方向，把产品质量与人体功能学的原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已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特性。加大研发的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近年来公司开发了 8 大系列 100 多个品种的床垫产品。主要产品销售额保持 10%

以上的年增长率。

安徽新星家具有限公司通过了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质量体系完善，拥有先进的检验、检测设备，产品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合格，

优于行业同类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公司生产的“新星柔情”牌“弹簧软床垫”采用袋装及连锁睡姿弹簧系统，使用整条钢线而成，平均承托身体重量，

保持脊骨健康。高密度海绵，增加床边硬度，提供更多睡眠空间。配合独特的绗缝，令床垫豪华美观，有着较好的市场发展空间。产品已覆盖安徽、

河南、江苏、湖北、江西五省，在合肥、蚌埠、黄山、宣城、安庆等地市设立 8 个办事处，加盟代理商 426 家。

牌弹簧床垫

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经济开发区

邮编：246400

电话：4001182966   13966413648

安徽新星家具有限公司

传真：0556-4289111

网址：www.ahrouqing.com

邮箱： 8262072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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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500 万元集织布，染整和成品缝制为一体的综合型纺织企业主要产品：拉舍

尔印花毛毯、地毯和各种面料年产量近 3000 吨现有职工 235 人（生产工人 210 人，技术人员 25 人）。2006- 开始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并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验证；2008- 成为美国华特迪斯尼认证的毛毯产品制造商；2011-“华

宝家纺”被认定为 “安庆市知名商标”；2012- 开始导入 GB/T19580-2004<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 管理模式，开展

全面、全员的质量管理  &  荣获安庆市名牌产品称号；2013- 成为全球大型连锁零售企业美国沃尔玛供货生产企业。

华宝家纺 牌拉舍尔毛毯

地址：中国安徽省安庆市环城西路 4 号

邮编：246000 

电话：0556-5566323    5588323   5589323

安庆市华兴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传真：0556-5582323

网址：www.hx-blanket.cn

邮箱：aq-huax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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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明威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是成立于 2010 年初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坐落在美丽的大别山腹地岳西县经济开发区，占地 50 亩，总投资 1.5 亿

元。主要经营各种照明（灯具）器材研发、制造、销售及国际贸易、照明工程施工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2012 年 8 月，我司被列入财政部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基金扶持项目；9 月“明威”牌宽电压可调式灯具获得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同时

取得了电路板等共 11 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2013 年 3 月明威七星系列节能灯具被评为安庆市“知名品牌”， 2014 年元月，我公司产品获安徽

省著名品牌称号；目前我公司的 LED 新产品正在研制生产中。

我司明威牌灯具及产品在 2012 年元月初已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 认证，ISO9001 质量认证，是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会员，中国机电商

会会员，中国贸促会安徽省商会理事单位。

我司坚持“诚”“信”为主，立足长远，开拓创新，随时准备为实现您的目标竭尽全力，真诚期待着您的光临和合作！

明威照明牌七星系列节能灯

地址：安徽省岳西县经济开发区（莲云）

邮编：246600

电话：0556-2249000

安徽明威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传真：0556-2249666

网址：www.ahmw.cn

邮箱：ahmw16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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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力车辆制动系统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刹车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位于安徽省汽车零部件（安庆）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是中国摩擦材料协会理事单位，年生产刹车片能力达 300 多万套。

公司引进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刹车片成套生产设备和先进的制造工艺，汇聚了众多的行业专家（中国摩擦密封协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汤希庆
为我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著名学府合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为我司战略合作伙伴；华东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肇恒志老师合作开发高铁刹车片项目）。 
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在全国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

公司已成功通过了 ISO9001：2008、 TS16949 认证及环境 ISO14001 认证管理体系，并运用 QS9000、TS16949 体系进行管理，形成一系
列完整的公司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体系。优秀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先进的营销模式以及完美的售后服务，决定了中力公司的产品具有
强劲的市场开拓力和市场影响力。

在拓展国内刹车片主机和维修市场的同时，成功开拓了南美、北美、中东、澳洲等国际市场，产品深受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信任和满意。 
中力公司将本着“品质、人才、服务”的现代管理理念，愿与新老客户合作联盟、互惠多赢、共同发展、共创辉煌。我们的目标是：把中力公司
打造成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行业品牌。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日益繁荣，汽配领域需求随之增大。中力公司作为汽车刹车片专业制造商，不断顺应市场发展之需要，引用国内外先进
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科学的管理和高科技的研发团队，研究出具有自主配方的新型无石棉 ( 无石棉少金属）刹车片，必将成为现代汽车装配
之首选。

中力公司生产的新型无石棉刹车片，品质力求更高标准，新型独特配方体现在耐磨、制动效果、无噪音、软硬度、环保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公司将不断加大投入使产品不断完善，使之成为客户放心使用的新一代产品。

   

中力安牌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地址：安庆市开发区罗冲工业园南环路

邮编：246001

电话：0556-5028888  5695301  1385566999

传真：0556-5176308

网址：www.aqzlql.com

邮箱：aqzlql@163.com

安徽省中力车辆制动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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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七里河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地址怀宁县工业园经二路，注册资金 2510 万元，是安徽省级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安

徽省级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全国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主营粮食收购、大米加工、销售，集粮食种植、收购、烘干、储存、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综合性按农业产业化模式发展的企业。现有员工 59 人，其中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19 人，占职工总人数的 32%，普通员工高中以上学历占

70%。公司占地 39666 平方米，现有标准化厂房 11000 平方米，原粮储备仓库 2.5 万吨，标准化农田（基地）1.2 万亩 , 谷物烘干设备日处理 500 吨，

大米生产线 2 条，日生产成品大米 300 吨，日处理稻谷 500 吨。2012 年加工“高河”牌大米 9.98 万吨，销售收入达 2.6 亿元。实现利税 1438 万元。

公司主要产品为“高河”牌大米，产品经国家、省、市、县技术监督局等相关部门定期抽检，连续多年被评为质量合格产品，现畅销江西、

湖北及广东，深受客户的好评。2012 年“高河”牌大米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标和安庆市名牌产品。“高河”牌大米，为顾客生产了安全、健康、

绿色产品，让消费者满意，使政府放心。企业在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的同时，不断引进科学、标准、规范的经营管理体系、HACCP 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国家测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取得了“GB/T19001-2008/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公司在创效的同时，注重承担一定的社

会责任，2012 年至 2015 年被安庆市和怀宁县政府定为粮油应急加工企业。

公司坚持绿色科技创品牌，以质量保品牌、以品牌争市场、以品牌求发展的路线，在不断的宣传和培育中“高河”牌大米的影响力、知名度

和信誉度与日俱增，产品销售网络不断扩大。公司始终坚持诚信为本 , 合法经营 , 以质量求生存 , 以效益求发展 , 走 " 公司 + 基地 + 农户 " 农业产

业化道路 , 秉着公司与农户互利互惠的原则，竭诚服务“三农”，实现“双赢”战略目标。

高河 牌大米

地址：安徽省怀宁县工业园经二路

邮编：246121

电话：0556-5159899   5159797

安徽省七里河米业有限公司

传真：0556-5159816

网址：www.ahqlhmy.com

邮箱：1808583335 ＠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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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未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2 月，位于岳西县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1200 万元，现有员工 85 人，占地面积 1.08

万 m2，建筑面积 9000 m2，拥有现代化全自动油脂加工生产线，主要生产、检测设备 50 多台套，年加工能力 1500 吨，总资产

4942 万元。公司主导产品为“美食家”牌野山茶籽油，兼营多经种植、家禽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建立了油茶综

合技术研发中心，是集有机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严格按现代企业机制持续、健康、有效运行，通过了 ISO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QS 生产许可认证及有机食品认

证，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申请国家专利技术四项，现拥有国家专利技术三项。

公司坚持以“做专业、创品牌、树形象”为企业理念，以产学研为技术平台，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建立有机

油茶基地 5 万亩，致力于大别山油茶产业发展 . 公司引进国内领先 加工技术及一流加工、检测装备，采用低温压榨工艺加工“美

食加”、“原纯”、“天然”三大系列、十几个品种的优质有机野山茶籽油，产品质量优于国家质量标准，被评为省著名商标。

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设立营销中心，精心打造了“美食加”品牌专卖店，在市场享有极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公司先

后参加了义乌林业博览会及森林博览会，北京、上海、合肥农业交流会，成都商标节，重庆、日本美食博览会，法国农业交流会

等国际、国内展会，并获林业博览会金奖和创意奖。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放心粮油示

范加工企业、省级诚信企业、省著名商标、AA 信用企业、市农业产业化品牌工作先进单位、市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市级扶

贫龙头企业、市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

美食加牌茶籽油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经济开发区莲塘路 2 号

电话：0556-5695899    

传真：0556-5695189

销售热线：400-1800-717

邮编：246600 

网址：www.msj100.com

邮箱：1711220831@qq.com

安徽未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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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清怡针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庆大桥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1992 年，注册资本 1.06 亿元，占地总面积 18 万平方米，是集轧花、纺纱、
织布和服装生产一条龙的中大型生产企业。现有员工 1200 余人，其中回民职工 448 人，管理人员 132 人，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418 人，其中
高级技术人员 48 人。

公司下辖安庆清怡精密纺有限责任公司、清怡良种轧花有限责任公司、东至怡和织布有限责任公司、中运棉花贸易公司四个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子公司。安庆清怡精密纺有限责任公司 16 万锭精密纺国产设备生产线，已列入安徽省“861”行动计划，年生产加工精梳混纺纱 16000 多吨，
纺纱分厂 5 万锭，年生产 10 s -45s 棉纱 5000 多吨；望江清怡良种轧花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条全省最先进、节能、环保的 400 型打包机及其配
套设备生产线，年可加工皮棉 2 万余吨；织布分厂织机 600 多台，东至怡和织布有限责任公司 300 台剑杆织机，年可生产 10 s -45s 纯棉坯布
1000 多万米，是国内少数民族和宗教用布最大供应基地之一；服装分厂工业缝纫机 200 台，主要生产民族服饰和各类购物袋。纺纱总设备生产线
25 万锭，总资产达 8 亿多元，年销售收入 4 亿多元，实现利税 4000 余万元。

公司注册的“清怡针纺”商标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公司享有专用权，受法律保护，公司严格按“关于
企业注册商标使用管理和保护制度”执行。

安庆市清怡针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民委、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安徽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安徽省民营纺织企业前三强，先后被授予省市先进企业、明星企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守信企业、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工人先锋号、
模范纳税人及省工商联优秀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公司坚持“诚信为本、创新为魂”的核心价值理念，精心打造“清怡”品牌。“十二五”期间，将再投资新建 30 万锭紧密纺、赛络纺世界最
先进设备生产线，总生产能力将达到 50 万锭，企业生产总值达到 10 亿元以上，为实现上市夯实坚实基础，为打造安庆纺织工业板块，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公司生产出的 10 s -60s 纯棉纱品，广泛用于纺织厂和针织厂的纯棉产品的制造和加工。因市场用途广、品种规格全、价格合理、质量优良、
企业信誉度高，深受消费者喜爱。产品畅销江浙、江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全国十几个省区，远销澳大利亚、利比亚、欧美及中东一些
国家和地区，公司拥有自主进出口权。   

清怡针纺牌棉纱

地址：安庆市大桥经济开发区

邮编：246006

电话：0556-5391018

安庆市清怡针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0556-5390689   5391199

网址：www.qingyitextile.icoc.cc

邮箱：qingyi.12345678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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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长城集团是以输送机械设计、研发、制造、安装、调试、服务为主，兼营工程技术咨询、物流配送等多行业的现代化企

业集团。集团下辖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系列输送机械，是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认证企业，ISO9001-2008 国际质量体

系认证企业，国家水电物资设备合格供应商，安徽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质量管理奖企业、 计量信得过企业、AAA 级信用企业。 

公司现有总资产 2 亿多元，注册资金 2.01 亿元，占地面积 100 余亩。公司主要生产 DT、DTII、 DTII（A）型 B500-

2800mm 带式输送机、大倾角皮带机、DX 型钢绳芯强力输送机、管状皮带机、移动式皮带机、TGD 钢绳胶带提升机、螺旋输送机、

链式输送机、刮板输送机、熟料链斗输送机、重型框链除渣机、皮带机头部伸缩装置、煤矿井上、井下固定式、伸缩式皮带机等

输送设备及各种零部件。

皮带机头部伸缩装置由我公司精心组织技术力量根据电力行业的特殊要求和工况已经研制成功并交付使用，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 , 并一举填补安徽市场空白。

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确保从设计、开发、制造、安装、调试和服务等质量体系

的有效运行。

公司产品广泛用于煤炭、冶金、矿山、电力、港口、建材、化工、建筑、热力、粮油等行业，多次成功为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用

精益求精的技术，创尽善尽美的产品，做诚实守信的企业”是公司不变的理念，我们真诚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将更

加努力，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AHCCJT 牌带式输送机

地址：安徽省桐城经济开发区文昌工业园

邮编：231400

电话：0556-6123888  6180098  6180099  6180100

传真：0556-6120333

网址：www.ahccm.com

邮箱：ahccjt@163.com

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9

安徽省华之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富民路（县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2009 年 2 月，注册资本

550 万元。是我县唯一一家专门从事农产品开发、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企业。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劳动密

集型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以粮食精加工、高山蔬菜种植为基地，采取“公司 + 农户 + 基地”的生产模式，大力发展有机无公害农业，

订单农业 , 在公司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 , 带领我县广大农民朋友共同致富。

我公司现有厂房占地面积 10 余亩，房屋建筑面积 4347.2 平方米，在公司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 , 还带动绿润种养

专业合作社发展生态养鸡和种植红心猕猴桃，发展了茶叶种植，大胆创新，开拓市场，年创收近 800 万元。带动周边 3000 户农

户年均增收 1600 元。全县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加了 15000 亩，为岳西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公司 2010 年被岳西县农业产业化委员会授予为“县级龙头企业”。 2011 年被安庆市农业产业化委员会授予为“市级龙头

企业”，被安庆市人民银行授予为“金融守信企业”，2012 年被安徽省粮食局授予为“安徽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被安徽省

企业家联合会 , 安徽省信用协会评为“安徽省诚信企业 ”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宗旨。奉行“团结、拼搏、诚信、创新”的方针。一贯坚持“以技术为核心、视质量为生命、

奉用户为上帝”的经营理念，不断开拓创新，以科学的管理手段，雄厚的技术力量，精良的加工设备，竭诚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

放心、绿色无公害的有机大米。

牌大米

地址：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富民路（县经济开发区）

邮编：246600

电话：0556-5769956     0556-5769958

传真：0556-5769959

网址：http://ahhuazhihui.net

邮箱：1093554625@qq.com

安徽省华之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