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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优尼斯联创力合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E1-A18 
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 甲 1-26号 

电话：4006154999 

传真：024-25797442 

邮箱：13940446715@139.com 

沈阳优尼斯联创合力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位于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26 号，公司主营项目包括机床大

修、改造、自动化升级；机床搬迁、保养、设备整体维保机床置换、专用

机床设计与制造；二手机床的收购与销售；机床加工整体优化方案；沈阳

机床旗下所有整机与配件销售，我们只专注于提升您的机床品质。 

我公司主要服务的客户包括广东富华、大连重工、长春一汽、沈阳飞机、

黎明发动机、北方重工、苏家屯铁路局等。我公司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逐步稳定的发展着。公司快速响应用户需求，以过

强的维修技术和高精的整机调整精度的服务得到了行业的认可，我们的诚

信和优质服务得到了各行业客户的一致肯定和好评，我公司全体工作人员

期待为您方提供最为全面、完善的产品和服务。 

 

 
通用技术集团沈机集团、沈机股份                         E1-A26 
网址：http://www.smtcl.com/ 

企业简介：2019 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战略重组沈机集团、沈机股份，推

进公司步入全新的发展时代。沈机集团、沈机股份主营产品为金属切削机

床，市场覆盖全国并出口到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累计向 10 多万用户提

供机床产品和服务。沈机集团、沈机股份在机床领域有着浓厚的技术积累

和制造基础，为国家能源、船舶、核电和汽车等重要领域和重点行业提供

了机床技术装备支撑，产品和技术等代表了我国机床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沈机集团、沈机股份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前进

方向，在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程中，创造新作为，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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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华欣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E1-A28 
联系方式：024-87400888  QQ:800088778 

手机/微信同步：13700052438   13700032798   

15940500888   13700032032  

沈阳华欣数码快印有限公司，原沈阳华欣不干胶印刷厂， 成立于 1999 年

1 月，位于沈阳西郊，新民方向的大民屯镇，拥有山西太行不干胶印刷机

多台，数码印刷机多台，专业印制不干胶标签、易碎贴、服装标签、PVC

标牌等，还生产标立得牌 A4 模切背胶相纸，只要有打印机就能自己制作

标签。还面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地区承接二手不干胶小零活，并免费提供接

活样板、价格表等。68 元起印，QQ 订货，即可生产，不收订金，货到付

款，辽宁省内包邮，头天发货第二天上午到货，省外承担 10元运费。 

 
 
友嘉集团                                               E1-A36 
地址：浙江省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路 120 号 

邮编：311215 

电话：0571-8283-1393 

传真：0571-8283-5069 

网址：www.feeler.com.cn 

邮箱：feeler@public.xs.hz.zj.cn  

友嘉集团（FFG）创立于 1979 年，以诚信负责、永续经营的理念为创业宗

旨，以技术领先、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精神成立 3 个事业群：(1)工具

机事业群。(2)产业设备事业群。(3)绿能事业群。 

友嘉集团目前在工具机事业群部分，总共有 37 个工具机品牌，50 个生产

基地，并且分布在全球十大机械制造国和地区，包括有台湾、美国、中国、

德国、日本与意大利等，为全球最大立式加工机械制造商集团。  

 
 
昆山鑫凯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A61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京阪路 1605 号 

联系电话：0512-57682830 

联系人：侯工兵 

手机：13174101495 

http://www.feeler.com.cn/
mailto:feeler@public.xs.hz.z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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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Ksxkf.cn 

邮箱：hgbzb01@163.com 

昆山鑫凯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鑫凯锋以“开拓创新,持续

健康发展”为运营宗旨,秉承“以人为本,锐意进取”的企业精神, 致力于

数控机床的应用管理. 

自公司成立以来,不断寻求与全球知名企业战略合作.昆山鑫凯锋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龙门数控铣头,高速直角头,万能铣头,双向铣头,旋

转工作台,NC 分度盘等的生产和销售,欢迎来电咨询:13174101495.为给客

户提供更高的服务品质,除给客户提供高性价比数控机床外,鑫凯锋公司

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为客户提供国际贸易代理,生产工艺规划,工艺方案

制作,夹具设计制造,整体交钥匙工程,生产自动化,工艺效率改善提高等

综合性服务. 

在广大用户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下,通过鑫凯锋员工的不懈努力,鑫凯锋公

司取得了健康稳步的成长,发展成为真正与客户共赢多元化的服务价值型

企业.我们将继续秉承“致力于数控机床的应用管理，倾力于客户价值的

不断提升”的价值观,以“为制造企业提供进的自动化装备”为使命,做世

界一流的机床应用服务企业. 

 

 
东莞市米奇进出口有限公司                               E1-A177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五金城 C6-C7 号 

电话：0769-82280123   87280582 

传真：0769-87280583 

东莞市米奇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 30 年弹簧生产经验的弹簧厂家，

主营：模具弹簧|氮气弹簧|气弹簧|碟形弹簧|台湾钻夹头|定做非标弹簧|

压缩弹簧|拉簧等，质量保证，欢迎咨询 0769-82280123 

米奇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于一九九七年在广东成立深圳市华福米奇模具弹

簧有限公司、东莞市米奇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市昆山米奇弹簧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以工厂直销模式提供给客户，省去中间商，减少客户成本，并且

在各地开设多家直销店，分别是：深圳模具弹簧,深圳氮气弹簧,东莞氮气

弹簧,东莞模具弹簧,上海模具弹簧,上海氮气弹簧,昆山氮气弹簧,昆山模

具弹簧,天津氮气弹簧,天津模具弹簧等，旨为客户提供方便，哪里需要弹

簧，哪里就有米奇弹簧！！ 

http://www.ksxk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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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0 年代中以来，本厂一直从事模具弹簧、氮气弹簧生产制造工作。在

不断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培养一支高素质技术管理人员。“米の奇”，不断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力求使“米の奇”产品达到优质水平。 

我们秉承以诚为本，力求完善，互惠互利原则，以良好信誉，优质服务，

期望你的加入，共同发展。 

适用范围： 本模具弹簧适用于，五金冲压模、冲床模、塑料模、压铸模

或其他起到复位作用的都可在其中选择。 

特点：模具弹簧是专门针对模具特点制成，经严格品质管理，对弹簧进行

试压，对高应力，高速冲压和耐热性的效果，规格分为七大类：黄色、蓝

色、红色、绿色、茶色、紫色、银色，客户可根据不同力度在其中选择。 

材料：本模具弹簧有 SWOSC-VA 合金钢、50CRVA和 MICKEY 氮气弹簧，适合

不同层次客户要求。 

 
 
泰安明威机械有限公司                                   E1-B43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北集坡街道办事处 

电话：0538-8928888 

网址：www.runmingwei.com 

邮箱：tamwjx@163.com 

泰安明威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闻名中外的泰山脚下，位于泰安国家级高

新技术开发区，是一家致力于工位器具、仓储设备及工厂辅助装备的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企业。主要产品有工具柜、工具车、

刀具柜、刀具车、储物柜、工作桌、机床用网格踏板及各种物料整理架等。

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和先进的加工设备，始终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多年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先后引进德国通快极速光纤激光

切割机、意大利葛世精密数控折弯机、全自动数控转塔冲床、数控龙门铣

床及数控加工中心等先进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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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E1-B46 
联系方式：400-008-151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南浦路 152 号 

电话：0755-27255633 

传真：0755-27255933 

邮箱：szccmma022@szccm.com 

网址：www.szccm.com 

主要展品：加工中心等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集高端智能装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世纪机械旗下拥有

Taikan台群、Yuken 宇德两大品牌，数控机床产品品种齐全，涵括钻铣攻

牙机、高速加工中心机、高光机、玻璃机、扫光机、硬轨线轨加工中心机、

龙门加工中心机、高速雕铣机等系列精密加工设备。经过多年的发展，创

世纪已经成为国内高端智能装备龙头制造企业。 

 
 
沈阳爱科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1-B56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北街 55号(1-34-9) 

电话：024-25822047 

传真:  024-25822047 

邮箱：syaikesi@163.com 

网址：www.syaks.cn  

沈阳爱科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集机床销售、机床技术支持、技术输出、

机床配件为一体的工业服务商。 

公司主营业务：立式（卧式）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数控立式（卧式）

车床、数控镗铣床、车铣复合中心、机床配件、型材加工中心、检测仪器、

测量机、激光加工设备、线切割等。还提供灵活的金融租赁业务，车间精

益规划业务，产品升级改造业务以及以旧换新置换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业务。是一家具有完整的工业服务产业链、机床一站式服务的机床技术

服务公司。 

公司拥有一批多年从事过数控机床设计、制造、服务及工厂规划的专业技

术服务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雄厚的技术力量，高效的服务能力，优质的

服务质量,为本公司的持续发展赢得了宝贵资源。本公司以雄厚的技术力 

http://www.syak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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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各行各业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产品服务，被评为沈阳“技术型工业服

务商”优秀单位。公司以“做专业的机床技术服务供应商”为起点，延伸

加工设备上下游业务范畴，通过一站式服务成为用户信赖的合作伙伴”。 

公司深耕行业市场，经过多年的不断耕耘和开拓，为汽车行业、轴承行业、

工程机械行业、教育行业、石油行业、航天航空行业、机车车辆行业、自

动化行业的广大客户提供了优质产品和服务，积累了为客户提供成套的成

熟解决方案和服务经验。 

目前主要战略合作厂家品牌有沈阳机床、上海机床、德扬数控、广东仕兴

鸿、台湾百德、台湾大金；爱德华、海克斯康检测设备；京瓷、伊斯卡、

山特维克、浙江东航刀具；台湾亿川、无锡建华、呼和浩特众环卡具附件；

成量、哈量的量具；日本 NSK、台湾上银、日本 THK、台湾银泰、汉江、

南京工艺等机床配件附件。 

厦门大金机械有限公司  

大金集团（TAKAM）系美资企业，拥有全球三大生产研发基地，分别位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King Midas 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台湾美奇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厦门大金机械有限公司。厦门大金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位于中国经济特区厦门市，占地面积 30000平方米，从事数控高

科技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目前已形成了 TAKAM、MAPLE 等高端

数控机床品牌，广泛运用于航空、汽车、电子、精密模具与机械零件加工

等行业。 

我们的产品 

TAKAM 生产包括数控铣床、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数控龙门加工

中心、数控车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攻钻中心、数控雕铣机等产品，远

销德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泰国、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在国内覆

盖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南等省

份和地区。TAKAM 本着“追求品质、创造价值、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研发创新，致力于制造出满足全球客户生产需求的高

质量、高技术产品。 

Haimer (Shanghai) Trading Co.,Ltd. 

HAIMER是德国一家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位于巴伐尼亚州奥格斯堡附近的

伊根豪森。我们设计、生产和销售高精密的创新产品，服务包括汽车、航

空航天、能源、铁路、和一般机械加工业的金属切削。 

我们除了提供各种规格、接口和长度的刀柄产品，热缩机和动平衡机，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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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和整硬刀具，现在我们的产品还包括对刀仪。 

HAIMER翰默公司在全球拥有 800 多名员工，其中 500 名工作在位于伊根豪

森的工厂。这个工厂拥有最先进的高度自动化生产线。在位于比勒菲尔德

的我们的第二个翰默工厂有 50 位员工，翰默对刀仪在那里制造。经验丰

富的高素质员工保证了“HAIMER 翰默制造”的高品质。作为积极提倡学徒

制的公司，HAIMER 翰默有 50 名学徒及很高的雇佣率，因而能够确保未来

有足够的技术员工，并且对青年的职业教育做出贡献，以确保德国在未来

的制造业中的地位。 

作为刀具夹持领域欧洲市场的领导者，我们拥有每天提供 4000 只刀柄的

生产能力。保持我们产品的技术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每年投资

产值的 8~10% 用于研发工作。我们每天都希望做的更好，这一切都来源

于我们的经营理念：以质取胜。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由海克斯康集团（Hexagon AB)控股的

一家从事研发、生产及销售精密坐标测量机，影像测量机，三维扫描仪，

高度测量仪等专业计量设备与仪器的合资企业。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我国较早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产业化的

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很强的研发与生产能力，为中国市场提供了包括一维

高度尺、二维影像与三维坐标测量机等在内的多种产品，产品品质优良，

市场影响力深广。 

思瑞（Serein)现为海克斯康集团旗下品牌之一。思瑞立足于中国市场，

依托集团全球化的资源优势，国际化的管理体系，引进国际先进的产品设

计理念，制造工艺和质量控制流程，确保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和品质的可靠

性。公司总部及生产基地设在深圳，在全国设有广泛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

点，可以为客户提供先进可靠的放心产品和专业高效的贴心服务，让您在

瞬息万变的市场占得先机，崭新的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将以“技

术先进、品质优良、功能实用、价格适中”的市场定位与“服务大众，做

制造厂商平易而贴心的合作伙伴”的经营宗旨，为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的

朋友提供高优性价比的测量技术产品与优良服务。 

FARO International (Shanghai) Co., Ltd. 

FARO® 是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三维测量、成像和实现技术供应商。主要从事

计算机辅助测量设备和软件的开发和销售。公司开发和提供前沿的三维数

据获取、三维测量和分析解决方案，面向制造、建造、工程和公共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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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行业。 

我们创造独特的价值，为客户的卓越运营提供支持： 

开启更快、更准确、更具说服力和更易用的三维数字化 

加速执行进度 

减少实地三维数字化和测量的次数 

缩减影响利润的废料和返工成损失 

降低开发风险 

FARO 全球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玛丽湖。公司在埃克斯顿拥有技术中心及

约 90400平方英尺的生产基地，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 FARO Laser Tracker 

产品线的研发、制造和服务运营。公司欧洲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亚太

区总部位于新加坡。FARO 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德国、英国、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土耳其、荷兰、瑞士、印度、中国、马来

西亚、泰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均设有分支机构。 

 
 
柔性定位夹持工装-Flexibie Positioning                    E1-B62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鑫港五号路 9号 

联系电话：13522311611 

邮箱：13522311611@163.com 

柔性定位夹持工装-Flexibie Positioning 

柔性变化：与传统夹具相比，实用性更加广泛。 

节约时间：缩短不同工件的调试时间，省去了定制工装的开发、验证时间。 

高可靠性：机械结构，尺寸更精确，工件装夹更稳定。 

开放性强：模块自由组合，您可开发出更多的应用领域及工装过程。 

 
 
东莞市德克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E1-B66  
联系方式：15377719556 

联系人：张明 

传真：0769-82857170 

本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加工钛合金，高温合金材料铣刀的研发与制造商！为

客户提供竞争优势，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并促进客户的盈利能力！服务领

域：航天航空.军工装备.医疗器械等。 

mailto:135223116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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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1-B72 
Company Name: Beijing Jingdiao Group Co., Ltd. 

公司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永安路 10 号 

Company Adress: No.10, Yongan Road, Shilong Industrial Area, 

Mentougou Dist., Beijing 102308 ,China 

联系电话：010-60801188 

咨询热线：400-6789-532 

公司网站：www.jingdiao.com 

邮箱：market@jingdiao.com 

北京精雕成立于 1994 年，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数控机床的国家火炬

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可年产 12000 台中型精雕机，年产值超过 40 亿元。

核心产品包括：高速加工中心、数控系统、高速精密电主轴、高精度直驱

转台和 CAM 软件等。高速加工中心可稳定地实现 “0.1μ 进给、1μ 切削、 

nm 级表面效果”的精细加工。独有的“精雕在机测量和智能修正技术”荣

获“2018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荣誉。自主研发的“精雕虚拟加工

技术”让五轴加工更加安全。 

 
 
上海华稳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E1-B86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华店民营创业园兴华路中段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534-5431171 

邮箱：987893266@qq.com 

上海华稳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电力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电抗器及特种变压器等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厂家，拥有齐全的

生产加工设备，完善的试验检测手段。公司经过近 20年的努力和发展，

现有建筑面积 8600平方米。具有领先于国际水平的真空、正压浸漆设备、

铁芯卷绕设备、线圈缠绕设备全自动试验设备； 

主要产品有：电炉变压器：电弧炉变压器、精炼炉变压器、矿热炉变压器、

电渣炉变压器、中频炉变压器、工频炉变压器。整流变压器：电化学电解

用整流变压器、励磁用整流变压器、传动用整流变压器、铝箔化成用调压

整流变压器、静电除尘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磁性调压器、多晶还原炉变

压器、铸定炉变压器、单晶炉变压器、扩散炉专用变压器、盐浴炉变压器、 

http://www.jingdiao.com/
mailto:market@jingd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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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流变压器、隔离变压器、锡槽专用变压器、玻璃电熔炉变压器、风力

发电变压器、船用变压器、矿用变压器、斯考特变压器、移相滤波变压器

及各种电力变压器、电抗器等。机床控制变压器等低压产品。 

公司司秉承"诚信求生存平价求发展三年质保终身维护"的经营理念。树立

起客户对"华稳"品牌的信任。我们将热忱欢迎各位新老客户来函来电或来

人我们公司现场参观! 

 

 

大连市罗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1-B108   
联系人：郝言鑫 

手机号：18642866711 

固话：0411-84623377 

传真：0411-84633377 

邮箱：arwen.hao@dlrode.com 

网址：www.dlrode.com 

大连罗德是一家以提供先进技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理念的知识型公司。

公司提供专业的进口碟簧工程设计和交钥匙工程，罗德以一流的产品品

质，合理的价格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深得国内造船海工、机床风电、石化

电力、水利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各个行业高端用户的青睐，产品在机

械相关领域应用广泛，客户遍布全国各地。 我司是德国 Mubea 碟形弹簧

授权代理商，自 2005 年起合作至今，库存充分，型号齐全，价格合理。

此外，我司代理的丹麦霍尔姆密封，美国布劳宁接头，美国施泰力锯条及

斯必克液压工具以高端的品质赢得众多客户信赖。 

 
 
上海昱安科贸有限公司                                   E1-B127 
联系人：李元珺 

电话：0512-50357763 

传真：0512-50357765 

邮箱：info@sonnett.cn 

网址：www.sonnett.cn 

我司坐落于中国工业重镇上海，专业从事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进出口

业务，并为客户的加工需求提供最经济和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公司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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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进销体系，强大的服务网络，完备的技术和人员配置，已经和多家欧

美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作为多家欧洲，美国著名品牌的分销商，

我司不仅具备多年的行业经验，并且积累了一批一流的资深专家和高素质

的技术人才，提供相应的工程服务及技术咨询。 

 
 
江苏天昌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E1-B129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丹北镇后巷中心大街 

电话：0511-86317928 

联系人：陆川野 

手机：18912809500 

网址：http:/jiangsutianchang. 1688 .com/ 

邮箱：cookiechai@163.com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设计、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拥有自营

进出口权。公司具备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并通过 ISO9001 -2000标准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采用先进的纳米碳化钨一钴复合粉末的制备工

艺，拥有从粉末制作到硬质合金的完整生产线，广泛用于汽车制造、电子

信息、航空航天、医疗器材、模具生产等领域。适用范围有碳钢、合金钢、

铝材、石墨、各类铸铁、有色金属、不锈钢、钛金属等。公司秉承“质量

为本，以诚取信”的企业宗旨，期待与您真诚的合作。 

 

 

沈阳东联异型管有限公司                                 E1-B168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 123-8号 

电话：024-88082955 

网址：http://www.dlyxg.com/ 

沈阳东联异型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工厂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

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是辽宁省知名的工业钢管产品制造商。是一家集各种

方管、矩形管、无缝管以及异型管的生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结构、

集装箱、客车、农机、电梯、轿运车（各类改装车）、娱乐设施、地铁等

众多领域，产品远销国内外 300 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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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泓金属制品（大连）有限公司                           E1-B170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双 D 港生命三路 16 号 

电话：0411-87538508 

邮箱：YangJinXue@bhace.com 

百泓金属制品（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线棒（覆

塑管，精益管），白钢管，流利条，金属接头，脚轮，塑料配件以及相关

组装产品（工作台，周转车，货架等）的生产厂家。我司有线棒生产线，

高速精密冲床，型材机，注塑机等专业生产设备，确保每一个产品的每一

个环节有严格的质量保证。 

本公司成立以来，通过不断改善生产工艺流程，提高生产量，实现了高品

质，降低了生产成本，稳定了生产质量。在长期的生产，销售，经营的过

程中，我司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力争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们

遵循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原则，以品质齐全，开发能力强，交货期短，

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而得到用户的好评。公司愿与各界人士共同发展，为

精益生产的改善与作业效率的提高做出巨大的改善。 

Baihong Metal producs(Dalian)Co.,Ltd. Which was founded in 2009,is  

specialized in lean manufacturing（coated pipe,lean tube),steel 

pipe.roller track,metal joints,caster,plastic accessories and 

related assembled products(working stand,tote car,shelf and so 

on).Our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equipment,wire production 

line,high-speed pressing machine,plastic accessories and related 

assembled products(working stand,tote car,shelf and so on).Our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equipment,wire production line,high-speed 

pressing machine,profile machine,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etc,which ensure the strict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every 

step during the produc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ampany,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procession,we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realize the high quality,low cost and the stable 

product quality.In the long-term production,sales and the operating 

process,we accumulate rich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we always try 

our best to offer the best service to our clients.We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client first.Because of the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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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of products,strong development ability,short delivery 

time,reasonable price,humanized service,we win the high praise from 

our clients.We are willing to improve together with all th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to mak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of lea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fficiency. 

 

 
丽水恒远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E1-B171 
地址：浙江丽水市经济开发区叶岙路 11号  

电话：0578-2509566 

邮箱：vip@lshyzc.com 

丽水恒远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究、制造、销售关节轴承和直线

运动轴承等系列的企业。产品有向心、杆端、球形接头、油缸耳环、直线

导轨、滑块、直线轴承等，广泛适用于自动化设备、汽车、工程、纺织、

烟草、矿山冶金、机器人等各种工业机械制造诸多的领域。并可按客户要

求设计、定制各种非标、特种轴承产品 、欢迎垂询! 

 

 
青岛星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E1-B172 
Qingdao Xingcheng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 

前湾保税港区东京路 52 号（B）  邮编：26000 

电话： 0532-86108819  

Http：//www.xclaser.com 

E-mail：info@xclaser.com 

青岛星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激光加工解决方

案，产品涵盖激光标记，焊接，清洗，PCB/FPCB 切割，超快激光的脆性材

料切割等。专注于精密仪器仪表、集成电路、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精密

器械﹑通讯与测量、军工电子﹑半导体制造﹑塑胶模具﹑医疗器械、珠宝

首饰、包装﹑工艺礼品等行业的激光产品应用，公司的激光清洗技术广泛

应用汽车轮胎、飞机、舰船清洗行业。公司的飞秒美容仪、飞秒激光碎石

（肾结石）医疗器械，均处于国内领先。青岛星成激光在发掘激光行业无

限潜能的道路上一直奋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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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海格瑞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B176 
总部地址：沈阳市浑南区长青街 18-12-17门 

电话：024-31352588  18804068288  

传真：024-31352577 

邮箱：hicncg@126.com 

沈阳海格瑞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3 年，一直致力于数控机床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多年来通过人才培训，技术的提升和经验的累积，在

吸纳欧美先进的数控技术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现在已经发展成品齐全，技

术先进，品质过硬的数控机床专业生产厂家。 

公司先后同日本三菱，发那科，德国西门子，台湾新代等专业数控系统厂

家建立了广泛而又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主要生产立式加工中心及数控龙

门铣，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地区。我们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模具，

汽车零部件，矿山机械，农业机械，航空航天，轨道客车等多个行业。 

 

 

沈阳泰昌天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B178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鹏辉产业园 129-1 号 1门 

电话：024-25670296 25670096 

传真：024-25670496 

邮箱：txskdj@163.com 

泰昌天玺公司专业生产数控五轴磨刀机、整体合金标准及非标铣刀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目前五轴磨刀机有多款机型可供选择，可以满足不同生

产需要，更有全自动五轴修磨机供您选择，无论您是自用、扩产还是创业

都是您最佳选择，泰昌突破行业暴利，给您一个创业新选择。公司铣刀车

间有全自动五轴数控磨刀机、刀具微检测量仪、全自动可调式刀具钝化机、

全自动棒料研磨机、无心磨、切断机、加工中心等设备，公司备有专业的

技术团队，为用户提供刀具一站式服务平台。随着科技与时代的进步，我

们持续研发高品质、高效率及更稳定的新产品，并可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

订做各种航天、医疗、汽车、机械、模具、电子加工业用的非标刀具，以

及汽车行业刀具配套方案，另备有优秀的专业人员回答客户所遭遇的难

题。 

我们的质量方针是： 

客户在心 质量在手 持续改进 稳步发展 

mailto:sywktd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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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源于我们专注的研发、生产和检测设备 

一份对自身的要求，也是一份对客户的承诺,“您的后院就是我们的前庭”。

泰昌天玺公司为您提供的不仅是高品质的设备和刀具，还有您真正需要的

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真诚希望我们能成为贵公司可以依赖的合作伙

伴…… 

 
 
瑞升昌铝业                                             E1-B188 
联系方式： 

王全兴 13032447042 

魏再超 17604018685 

赵英 13811400414 

赵岩 17642026082 

叶世兴 17602415052 

吕长禹 13190092059 

张泽群 17602405083 

瑞升昌铝业是一家以铝加工、销售、配送为核心产业的现代化企业，致力

于为智能制造、机械加工等行业提供各种高品质铝合金板材、棒材及型材

的一体化服务商。 

公司创办于 2007 年，严格执行 6S管理体系，在 2016年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GJB9001B-2009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先进

的生产工艺及设备并设有多功能实验室，为客户提供了可靠的产品质量保

障，可生产 5 系、6 系拉丝铝板、铣面板等高精度板材，也与国内外知名

的铝加工企业合作常备 1 系、2系、3系、5 系、6 系、7系板材、棒材等

现货库存 10000余吨，已在北京、天津、上海、陕西、江苏、辽宁、河南 

山东、河北等地设有现货仓储中心及分公司，客户群体辐射全国，产品远

销欧美及东南亚等国家。 

我们秉承“瑞行有道，与物皆昌”的企业精神，践行“艰苦奋斗、自我批

评、开放进取、至诚守信、团队合作、彼此成就”的核心价值观，以员工

成长为驱动力、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使命。瑞升昌愿与您竭诚合作，共同

发展，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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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精威自动化设备厂                                 E1-B192 
地址：浙江温州乐清市乐成镇南岸村 

电话：0577-62512687 

浙江乐清市精威自动化设备厂地处温州乐清雁荡山南，依山傍水风景秀

丽。本企二十世纪末开始生产微型气动工具陆续生产智能攻丝机系列、悬

臂式钻攻两用机、倒角机系列等，通过不断创新和累积数十年机械制造技

术之精华，研发生产了高精密钻头研磨机系列和端铣刀研磨机系列。获得

数项国家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外的技术空白。我们凭着精湛的设计制造

能力和富有激情的开拓创新精神，让技术力量不断雄厚，让技术经验不断

丰富，让企业不断壮大，勇攀高峰，以质量求发展。本企不但强化技术开

发和生产制造，更重视产的质量及售后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了开拓

更大的市场，我们坚守“质量为上，诚信为本”的宗旨，愿与国内外新老

客户进行真诚合作共创双赢！ 

 
 
山东征宇机械有限公司                                   E1-B216    
地址:山东省平原县桃园工业园 3号 

联系电话：0534-4610989 

联系人：王连宝 

手机：13655341699 

网址：www.fangzhengtool.com 

邮箱：zhengyu10@sdzhengyu.com 

山东征宇机械有限公司坐落在平原桃园工业园区，山东平原是全国机床附

件加工企业最密集，品种最齐全，市场交易最活跃的生产加工销售基地，

形成了规模大，质量好的产业集群。 

山东征宇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专业生产系列弹簧夹头，CNC数控

刀柄，精密组合平口钳等机床附件的专业厂家，在全国机床附件行业中，

产品品种多，规格全，出口量大，本公司享有进出口自营权，并获得出口

产品质量许可证,IOS9001 质量体系认证。 

我公司资金实力雄厚，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先进的进口设备，如加工中

心，数控车床，高精度磨床，动平衡机等，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技术人员，

使公司的产品质量得以保证。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夹头系列，数控刀柄.

磨刀机，刀柄接杆，精密平口钳等多种产品，品质精良，规格齐全，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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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客户信赖，拥有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产品畅销美国，德国 ，法

国，英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本公司一贯奉行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信誉为本的宗旨，依靠雄厚的技术

力量，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加工检测设备，可以向用户提供符合国家

标准，国际标准，德国标准，日本标准等不同标准的机床附件，价格合理，

交货及时，服务周到。 

我公司全体员工真诚希望与海内外客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业务关

系，携手共赢！ 

 

 

沈阳博睿泰机械有限公司                                 E1-B233 
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12-4 号 

热线：400-615-6999 

电话：024-25383939 

传真：024-25340945 

网址：bright-mt.com 

沈阳博睿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机床服务公司。自 2010 年成立至

今，已服务于沈阳奇昊汽车、沈阳汽车紧固件、中国水利水电、中铁十 六

局、哈电集团、日牵（唐山）电机等知名企业，并参与 EPC 总包工程项目

近 50 个，其中多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基础建设项目，因

专业的团队服务和高效的工作而广受各方赞誉。 公司以共建机床服务体

系，持续提升制造企业竞争力为使命，以机加自动化组线、机加自动化专

机、国际机床服务、切削解决方案、机床维修大 修与改造升级、机床设

备整套供应等为核心业务，以“象珍惜自己的时间一样珍惜客户的时间”

为服务宗旨，不断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沈阳博睿泰始终致力于机床服 

务领域，凭借诚信和“工匠精神”为客户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从

未停止地进取与创新，愿在平等互利的合 作原则下，与价值共创者共享

利益并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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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天津）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E1-B235 
Gorbel(Tianjin)Crane Co.，Ltd. 
地址：中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三大街 58号 

电话：+86(22)59822288 

传真：+86(22)59822286 

网址：http://www.gorbel.com.cn 

Email:  info@gorbel.com.cn 

Gorbel公司创立于 1977 年，是北美高架物料输送行业的创新者和领跑者。

以准时交货、重视客户服务、提供最好的工业保修，在行业内享有盛誉。 

Gorbel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费舍斯，主要生产封闭型轨组合式起重

机、旋臂起重机、专利轨道起重机、可移动式门吊、智能辅助提升装置和

防坠落轨道系统等。 

2006年 5 月，高博（天津）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

这是美国 Gorbel 公司在中国的首个生产基地，主要向中国及亚洲市场供

应封闭型轨组合式起重机产品。 

作为组合式起重机行业的创新者与领跑者，高博（天津）起重设备有限公

司为客户提供多种高架物料输送方案，我们的客户涵盖工程机械、电子制

造、机床及金属加工、机加工、造纸印刷、能源行业、航空航天、汽车及

零部件、食品加工等各类行业。 

Since 1977,Gorbel has specialized in overhead material handing 

solutions, earning a reputation for providing our customers with 

the highest quality products and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We offer 

bridge cranes and monorails in capacities to 2 tons, jib in 

capacities to 5 tons in a variety of mounting styles, hoists, 

Intelligent Lifting Devices, and rigid rail worker fall arrest 

anchor systems. 

In May 2006, Gorbel (tianjin) Crane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TEDA, this is the Gorbel company's first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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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江洲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B236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九龙镇龙翔路 16 号 

电话：0523-86562799  13654973988  

邮编：310012 

传真：0523-86551641 

网址：www.jzsk.com.cn 

泰州市江洲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内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电火花

成型机床，数控铣床的专业生产大公司。具有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制造能

力。     

我公司生产的 DK77系列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自 DK7720-DK77120 共十

二种型号，主机结构合理，刚性好，精度高；高档次的机床采用精密滚动

直线导轨，其控制部分有工业单板机和电脑两种，软件先进。我公司生产

的电火花成型机自 ZNC250-ZNC600六种型号，主机采用台湾型设计，控制

部分采用台湾最先进的 32 位工业电脑，带有丰富的专家库系统。生产的

数控铣床主轴采用变频式无级变速，加工中心采用伺服主轴，控制系统选

用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或法拉科。同时我公司还生产砂线切割机，并不

断开发新产品满足用户需要。 

 

 
广东创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B246 
Guangdong Cane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传真：0769-86907766 

邮箱：canenmac@163.com 

网址：http://www.gdcanen.com/ 

广东创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制造为主的集团公司，旗下有分公

司深圳市创能机械有限公司、珠海市康信精密机械有限公和苏州市怡泰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集团员工总人数 610 人。自建厂房使用面积达 100,000

平方米，是一家具专业数控机床设计开发、生产、二十年沉淀 OEM、ODM

的生产厂家。公司多年来建立了良好的产业供应链，具备专业数控机床、

钣金研发团队，品质管理体系，完善的服务体系，客户群体。生产制造及

销售排名全国光机行业前列。 

 

 

http://www.gdcan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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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仟峰贸易有限公司                                   E1-B250 
联系人：赵秀芝 

电话：15898166261 

传真：0411-62775679 

邮箱：qianfeng99@163.com 

大连仟峰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品质进口液压（气动）密封件、进口

轴承销售和技术服务的专业化公司。 公司的从业人员在液压系统方面有

多年的行业经验，同时公司还聘请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可以到

现场为用户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我们提供包括：荷兰 ERIKS、德国佛瑞登伯格（Freadenberg）、麦克

（Merkel）、西姆瑞特（Simrit）、派克(Parker)、意大利 TECNOLAN、 日

本 NOK、美国 MPI 、欧美 CR 等在内的世界知名品牌的各种密封件产品；

同时还经营瑞典 SKF、德国 FAG、日本 NSK、NTN，美国 TIMKEN等世界各国

品牌轴承及煤矿机械各型号（掘进机）配件。 

 

 

沧州金聚升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E1-B250-1
联系人：李雪宁 

电话：15231671544 

传真：0317-6229928 

邮箱：jjsjcfj@126.com 

网址：http://www.jjsjcfj.net/index.php/cn/Index/index.html 

沧州金聚升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

大型私营企业，公司拥有精密数控专用设备，是塑料工程拖链厂家，有能

力生产各种风琴式导轨防护罩、直线导轨防尘罩、帆布风机软连接、油缸

保护套、塑料工程拖链、机床附件、机床防护罩、钢铝拖链等国内需用产

品。公司各方面实力雄厚，引起了国内同行和用户的高度的关注，沧州金

聚升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在同类产品制造业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有：帆布软连接、伸缩软连接、风机软连接、通风软连

接、硅胶布软连接、耐高温软连接、水泥软连接、水泥散装机伸缩布袋、

机床导轨防护罩、钢板防护罩、风琴防护罩、盔甲防护罩、卷帘防护罩、

铝型材防护帘、丝杠防护罩、圆型防护罩、螺旋钢带保护套、钢制拖链、

钢铝拖链、工程塑料拖链、尼龙拖链、JR-2 型矩形金属软管、DGT 导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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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套、机床排屑器、链板排屑机、磁性排屑机、刮板排屑机、螺旋排屑机、

机床工作灯、防水荧光工作灯、卤钨泡工作灯、白炽工作灯、塑料冷却管、

金属冷却管、机床垫铁、机床防爆管、软管接头、机床把手、手轮等机床

附件产品。在每一个产品的背后又有上百种型号供您选择！用户遍及全国

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并且继续快速的在机械行业内扩展。 

 
 
江苏利优机床有限公司                                   E1- B255    
泰州利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城北物流园北星北路 1号 

固话：0523-86593628 

传真：0523-86593638 

网址：http://www.liyouone.com 

主要展品：数控工具磨床、铣刀钻头复合研磨机、端铣刀研磨机、球头铣

刀研磨机、钻头研磨机、倒角机等。 

利优是一家技术领先的刀具自动化生产设备、刀具研磨设备及同类精密机

械设备的专业制造商，同时成立了多轴联动刀具自动化生产和研磨的软件

开发中心，并拥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利优软件让刀具生产和研磨更加简单、

便捷、高效。作为一家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公司打造了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运营平台。致力于以高附加值的产

品和服务，帮助客户实现提升机械加工效率并切实降低加工成本的目的。 

目前公司拥有数控工具磨床、铣刀钻头复合研磨机、端铣刀研磨机、球头

铣刀研磨机、钻头研磨机、倒角机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并拥

有配备先进加工设备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可年产上述设备上万台。凭借产

品操作便捷、研磨精度高、质量可靠性强、售后服务完善等优势，公司产

品得到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马来西亚、日本、约旦、以色列、

印尼、印度、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客户的广泛认可。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利优始终坚持以客户价值最大化

为经营导向，不懈追求“诚信、务实、创新、卓越”企业价值观，以持续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为手段，不断满足并超越客户期望。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理念，坚定不移的走国际化道路，为成为

全球专业的刀具生产、研磨设备供应商而持续奋斗。 

 

http://www.liyou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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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达利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1-C28 
固话：024-62327273 

浙江奥林发机床有限公司(原浙江省缙云县华东机床厂)创办于1988年,是

一家专业生产用于锯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塑料及其它非金属材料的卧

式、立式双立柱、龙门式金属带锯床的生产型企业,拥有占地面积 20000

多平方米，资产总值达 9000 多万元。我们有着二十几年丰富的生产带锯

床的经验及雄厚的技术设计能力,我们提供超过 40 多款的优质带锯床,月

产量达 600 多台。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的进行技术改革与创新。公司产品具

有结构合理、性能稳定、操作方便、维修简便等优点,且通过 ISO9001 国

际质量体系认证及安全认证，CE认证,连续多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

单位,产品质量实行三包,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国内外钢铁行

业、造船行业、模具行业等机械行业客户的支持和信赖。 

奥林发人恪守“质量第一，用户至上，尊章守序,注重保证”的质量方针,

带锯床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美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和

地区。以往的丰硕成果给我了我们更大的信心去开拓国内外市场,与更多

国家的采购商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及经济合作。进入新世纪奥林发人将以

崭新的姿态继续执着对产品、技术、质量和信誉的不断追求。奥林发人愿

与国内外更多的用户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沈阳博普科技有限公司                                   E1-C42 
Shenyang Lablap Technology Co.,Ltd.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嘉陵江街 60号 

邮编:110031 

电话:024-86239703  

传真:024-86239703 

网址:www.lablap.com 

邮箱:info@lablap.com 

沈阳博普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性企业，具有自主经营进出口权，专注于高端精密传动产品的系统集成和

推广应用，广泛服务于机床、汽车、航空航天、自动化等行业及领域。依

托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公司可为用户提供联轴器、胀紧套、

力矩限制器、张紧器、减振支撑等各类传动产品，可为用户提供方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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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和设计，产品检测和故障分析，现场安装指导等各类技术服务。 

LABLAP MOTION, established in 2015, is a professional provider of 

power transmission solutions, we provide the most suitable shaft 

couplings, torque limiters, mechanical/hydraulic locking 

assemblies, tensioners, rubber suspensions and other precision 

components,  the products are known for their high quality, high 

performance, and high durability. Our experience allow us be your 

perfect partner for your motion and plant needs. 

 

 

浙江伟业锯床有限公司                                   E1-C46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镇姓汪工业区 

电话：0578-3161777  3155777 

传真：0578-3262777 

邮箱：zjweiyejuchuang@163.com 

网址：www.zj-weiye.cn 

沈阳办事处地址： 

沈阳市于洪区永盛街洪发小学对面洪发机床市场 2区 11 号 

赵利建 13940243381 

浙江伟业锯床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0 年，拥有固定资产 1.8 亿，厂房总面

积 5.1 万平方米，公司专业生产、销售“伟业”牌各式金属带锯床。 

公司自创建以来，坚持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聘请国内外知名高工担任

技术顾问，一直注重科技创新，不断改进产品。公司视“质量为企业生命”，

全面开展质量管理工作，进行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和有效实施。

“伟业”产品以良好品质投放市场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 

伟业公司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建立了庞大的销售服务网络，在全国各省

市设有 70 多家销售服务中心，在提高质量的同时，搞好售后服务，每个

中心配有销售精英和专业售后服务人员，对产品实行三包服务，做到“及

时、快捷、有效”。 

伟业公司追求精益求精，以良好的品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脱颖而出，取

得了“出口产品质量许可证书”，畅销国外市场并通国际多家知名机构采

购商建立合作关系。产品在东南亚、南非市场占有率逐年跨越式提升，我

公司在境外建立了销售服务公司，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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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以把产品和服务做到优致，致力于为全球客户创造价值为使命，

不断提升品牌、产品及服务，以实现客户价值来赢得客户，成为解决锯切

难题和提供先进设备的标准金切专家。 

 
 
祐菱传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1-C63  
联系人：张鋆 

手机：13918648922 

邮箱：youlingbelt@yeah.net 

网址：www.youlingbelt.com.cn 

生产和销售的聚氨酯皮带和定时皮带轮。采用最高质量的原材料和包括各

种尺寸，使皮带质量更耐用目前出口到韩国，越南，日本，泰国和意大利，

并得到国内外客户的高度好评。优质的服务使我们共同成长。  

 
 
沈阳瑞驰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E1-C76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联东 U谷三期 18-45 

电话：024-24230353 

传真：024-31238880 

http://www.sy-rise.com 

沈阳瑞驰表面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公司成立伊始，即致力于表

面处理领域，经过多年发展，业务已涵盖金属表面处理、非金属表面处理

等领域。我们产品和应用方案正在汽车、家电等涂装应用领域发挥作用。 

一直以来，我们秉持：“关注客户诉求，关爱员工感受”企业发展理念，

努力营造“以人为本”的对内、对外的发展环境，将环保、节能、绿色、

高效的产品研发精神贯穿于企业产品设计与应用之中，通过针对客户特点

所量身定做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使得瑞驰公司的产品和应用得到客户的广

泛赞誉并被信赖。 

未来，我们清晰的看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我们也梦想着我们的

环境友好型产品能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期待与您的携手，共同营造

一片蓝色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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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天顺机械厂                                         E1-C86 
地址：辽宁省铁岭市经济开发区 

联系电话：024-72876798 

联系人：武婷婷 18698771711 

网址：http://www.tianshunshebei.com/ 

邮箱：info@tianke-energy.cn 

铁岭天顺机械厂成立于 2003 年 11月，位于辽宁省铁岭市经济开发区，占

地面积 32029.1 平方米，企业现拥有固定资产 5000 余万元，员工 100 余

人，其中高级管理人员 5 名，工艺及编程技术人员 30 名，各种技术工人

及管理人员 70 余人。 

公司主要销售翻新版数控加工中心，种类涉及 DMG 五轴立式数控加工中心

DMU 160FD、DMU 125P、DMC 80U 、DMU 80P、DMU 70VL、DMU 70V、DMU 50V

等，JOBS/ZIMMERMANN/Waldrich 五轴龙门式加工中心、Starrag Hekcert

五轴卧式加工中心、DMG NEF 车床、Gildemeister 车铣复合等设备。 

公司始终坚持“诚信为本，创新铸魂”的经营理念，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

良好的市场。秉承“视客户为上帝，视质量为生命”的宗旨，履行“质量

是根本，服务创一流”的承诺赢得了国内合作客户的一致好评。在目前军

民融合的大好形势下，为国防事业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辽宁省和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1-C98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洪汇路 206 号 

电话：024-25338889   13897996488   

传真：024-25354582 

服务热线：400-116-1066 

E-mail:tdmy118@163.com 

我公司是一家高新科技环保设备生产企业，公司专业为工业废气处理、粉

尘净化、污水处理提供技术研发，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一体化

服务。产品在粉尘处理、工业废气净化、污水处理设备行业当中得到广泛

利用，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机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成功消化吸收国内外

先进技术。目前产品已经凭借超强的处理净化性能和高效率的售后服务得

到用户的信赖和赞誉。 

公司主营产品：干式除尘设备、打磨台、布袋除尘器、UV光氧催化废气净 

http://www.tianshunsheb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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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活性炭废气净化设备等净化设备。针对喷漆、冶炼、制药、垃圾处

理、塑料、橡胶、化工、矿山、电厂、木工行业、建材、污水处理（分 

为：生产污水，医疗污水和生活污水，适用：工厂、医院、民用）等行业

产生的粉尘、工业废气、污水排放的治理。机械设备制造并以先进的技 

术、过硬的质量、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企业文化： 

品牌精神:  脚踏实地  行胜于言  敬业报国 

经营理念：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竞争理念：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 

团队理念：将公司打造成军队般的执行力、学校般的学习力、家族般的幸

福工作环境 

产品适用范围：木工、石材、喷漆、金属打磨、机械加工、制药、垃圾处

理、塑料、橡胶、化工等行业产生的粉尘以及多种高浓度恶臭气体和工业

废气的治理。 

公司始终坚持弘扬诚信经营“以人为本、奉献社会“为宗旨。为每位客户

量身定做适合您需求的产品。 

 

 

长春市云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1-C109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明溪路 1759号 

电话：0431-88878585 

公司网址：http://www.ccsyxkj.com/ 

长春市云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用军企研发的技术积累组建专业咨询团

队，积极为企业建立认证咨询平台，为企业顺利通过军工资质审查及 ISO

系列标准认证奠定良好基础。 

公司分两大业务版块 

一是咨询服务类： 

军工五证咨询、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AAA 诚信等级、服务认证、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二是项目研发与制造业务类： 

致力于精密、高精密各类光学仪器、非标设备；精密、超精密机械结构单

元及其相关产品的研究、设计、生产制造和市场开发。设计产品主要应用 

于航空、航天、光栅刻画、精密超精密加工与检测等相关领域。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60 

E1 
展位BOOTH 

 

 

 

 

沈阳永裕昌精密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E1-C116    
东北 4S 直营中心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洪汇路 121-4号 

联系人：孙益平 

电话：400-024-9808  13998399982 

邮箱：yongyuchan@126.com 

网址：www.yyccnc.com  

沈阳永裕昌精密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于 2008 年创业以来，以机床和产业机

械业务为核心，业务内容不断的扩大。永裕昌机械制造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台湾松永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创办，专致于铣床之生产。

我司为永裕昌东北直营销售公司，并配以完善的售后。 

在全球化浪潮下，市场发展的需求，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发挥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的模式，永裕昌公司与福建省庆川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专注于数控机床研发、生产；我司负责致力于整机销售及售后服务，达到

产销独立同进一体化，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及性价比。公司有员工 100 多

人，共占地面积为 48 亩，厂房 4 万多平方。主要产品有立式加工中心、

龙门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高速钻攻机、炮塔铣床等，广泛应用在航

空业、汽车制造业、3C领域、半导体行业、医疗器械业、精密模具与机械

零件加工及制造业。 

公司拥有一流数控机床制造技术，一批高素质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强大

研发设计队伍，在设计和参数上均采用台湾、日本、德国等同类高端产品

的技术标准，在质量和工作性能上可以给每一位客户一个可靠的质量保证

与技术服务。我们始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 以高品质为本”不断进取、

不断完善，竭诚为您量身定造需要的机床设备。 

 

 

沈阳艾腾科技有限公司                                   E1-C126 
Shenyang Aite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智慧二街 400-5 号（1）门 

1层 A-111室  邮编：110000 

电话：024-31813602 

邮箱：syatkj@126.com 

网址：Http：//www.syat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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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艾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各大企业提供节能减排方案的公司，我们

提供的解决方案使能源安全、可靠、经济、高效而且环保。 

沈阳艾腾科技有限公司做为英国 infinity 中国代表处。以及全优品润滑

设备超速净油机等产品。我公司专门从事工业产品销售，环保节能产品，

设备更新改造及售后技术服务和备品备件等工作。 

Shenyang Aite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 company provid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olutions for major enterprises. The 

solutions we provide make energy safe, reliable, economical,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henyang Aiteng Technology Co., Ltd.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infinity in China. As well as high-quality lubricating equipment, 

ultra speed oil purifier and other products.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industrial products sal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saving products, equipment renovation and after-sales 

technical services and spare parts. 

 
 
北极星电子有限公司                                     E1-C129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新光工业区张瞿路 3 号（泽博路） 

联系人：余开放 赵丽 

电话：0577-61719111 

手机：13757777268  13757777258 

邮箱：43469742@qq.com 

网址：www.e-9188.com 

北极星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已有二十七周年历史，生产品质保

证，已获国家多项专利及证书。 

主要产品： 

储能式高精度超能冷焊机  超越激光冷焊机 

精密铸造堆焊修复机      超薄板、彩钢板冷焊机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工模具修补冷焊机 

超声波模具抛光机 

 

 

mailto:434697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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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春清洗用品有限公司                               E1-C130 
主营:机床油污黄袍清洗剂，本产品能在一分钟内快递去除各种机床，机

械设备表面上的油污，黄袍，使设备光亮如新，不伤手，无腐蚀，无毒无

味，安全环保，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咨询，免费索取样品，物流全国，

现货供应。13429040871 

 
 
沈阳铨顺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E1-C153 
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沈胡路 55 号（10 门） 

电话：024-25951114   25692399 

传真：024-25692399 

邮箱：liangren024@163.com 

沈阳铨顺工业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加工制造，数控刀具销售，数控

机床销售，二手机床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立足沈阳，不断发展，

深耕数控机械加工领域，可为客户提供从机床到刀具，从加工到工艺，从

毛坯到成品的全套数控机械加工解决方案，提供最及时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坚持为客户寻找最具性价比的机械加工解决方案，为客户节省生产成

本是我们对每一位客户的承诺。 

 
 
沈阳棹辉科技有限公司                                   E1-C189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北一西路金谷平台大厦 BD座 8 楼北 

电话：13842085657 

传真：024-85737050 

邮箱：xin.yang@virgo-tech.com 

网址：www.virgo-tech.com 

沈阳棹辉科技有限公司 （VIRGO）位于中国工业基地---沈阳，是一家以

人为本，以技术为核心，以质量为生命的新型高端企业。客户遍及全国，

销售辐射东南亚。  

公司下设产品集成化销售和技术服务两个部门，所代理及服务品牌均出自

代表先进制造技术的欧美国家及地区。 

我们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本地化产品销售、项目咨询、方案解决、技术

支持、培训服务。 

mailto:liangren0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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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赢”（Win-Win-Win）的模式是我们的准则： 

客户：合适产品及方案的提供者 

伙伴：渠道与服务的有力补充者 

棹辉：口碑与成长经验的获得者 

衷心的希望，在全体棹辉人的努力下，把棹辉打造成链接客户端与伙伴端

的可靠桥梁。 

 
 
浙江美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E1-C193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金塘北路 52-16 号 

电话：0576-86172986，0576-80688865 

传真：0576-86576008  

邮箱：meiri@zjmrjx.com 

MRCM 美日机床是一家专业研制生产小型专用工具磨床、精密机具服务商。

产品已申请通过专利 70 项，参加国内外展会 900 多场次。与国内外多家

企业战略合作。将产品行销至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出口产品 80%销

往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主要产品：数控工具磨床、钻头研磨机、铣刀研磨机、丝攻研磨机、车刀

研磨机、锯片磨齿机、万能磨刀机、万能工具磨床、倒角机、气动攻丝机、

电动攻丝机、电火花机、精密虎钳、零点定位、数控转台、数控刀具等精

密机具。 

产品从研发、制造、管理到销售严格贯彻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三体系，持续创新，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提高效率，提

供专业、可靠、高品质的产品来服务全球客户。并荣获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两化融合企业、知识产权贯标企业、浙江科技示范创新企业、浙江省

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等荣誉。 

美好的日子从美日开始，我们热情欢迎海内外朋友光临惠顾。 

 
 
沈阳市特盖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C208 
电话：4008 784 763 

传真：024-89706886 

邮箱：87026355@qq.com 

mailto:meiri@zjmrj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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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tegaite.1688.com 

沈阳市特盖特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

企业，与佛山市顺德区众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同属兄弟公司，同时拥有

“TGT”、“众义”品牌产品销售生产权。公司坐落于素“有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都”之称的沈阳市，是为开拓北方及周边市场而成立的生产销售

基地，公司依托北方重工业基地高精技术人才优势，升级创新公司产品为

全体新老客户服务。主营产品：数控车床、液压高速回转油缸、筒夹、弹

簧夹头、立式油缸、专用夹具。公司秉承：诚信经营、品质为先、以人为 

本、勇于创新、不欺不骗的经营理念打造行业一流品牌服务于广大客户。

我们的口号是： “您若给予信任，我必全力以赴”！！！ 

 

 

昆山克鲁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1-C218 
地址：中国江苏省昆山市雄鹰路 299 号 

热线：400-018-2122 

E-mail：bruce.meng@klukecranes.com 

http://www.klukecranes.com 

昆山克鲁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加合资企业，坐落在昆山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精密制造工业园区，专业从事起重机械、物料搬运设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和销售。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客户达成物料的轻便、简易

和安全的起升和搬运。 

克鲁克精密轻型起重机已被多方权威机构和应用单位证明可大幅提高生

产效率，有效提升工作质量并保证工作环境的安全性： 

●  克鲁克起重机沿用欧洲轻载轨道技术，其灵巧反应常常让您感觉到似

乎这台机器就是手部的延伸装置； 

●  轻松精准地搬运厂房内原物料或需组合的半成品——克鲁克组合式

起重设备带来的跨时代进步； 

●  专利封闭型轨道设计，高强度重量比和刚性结构结合特殊的型轨小车

设计； 

●  灵活的模组化设计使得克鲁克可以快速为您进行售后调整，无论是延

长轨道、增加支柱或提高负载量； 

●  无论车间扩充、改造或搬迁，克鲁克易于安装、拆卸的特性，都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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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极大方便； 

●  克鲁克组合式起重机大大降低了物料搬运的强度，在现今社会老龄化

和更多女性参与工作的现状下，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 

我们的客户涵盖工程机械、电子制造、机床及金属加工、机加工、造纸印

刷、能源行业、航空航天、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等各类行业。 

 
 
尚亚（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1-C219 
Brilliant Group International LTD (Shanghai)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359 号一号楼四楼（近吴中路） 

Address：Second Floor, No.1 Building , No.359, Hongzhong Rd , 

Shanghai, China 

Tel/Fax：021-54223166  /  021-52400210 

http: //www.schbrilliant.com 

Email：brilliantgroup@mail.sch-asia.com 

尚亚（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尚亚），1988 年进入中国市场，

总部设在上海，专业代理欧美、亚洲先进知名品牌刀具，包括 MITSUBISHI、

MAPAL、BECK、BENZ、MILLER、WTE、OTT-JAKOB、BOTEK、VARGUS、SIMTEK、

TAPMATIC、NT、DIAHON、SVQ、CeramTec、MITUTOYO、ECOROLL、SWISSTOOLS、

OSG、HAIMER、WIHA…等。同时尚亚也是一家全方位提供刀具服务处理方

案公司，服务项目包括刀具规划、刀具设计、刀具优化、刀具修磨、特殊

订制、夹具、量具及刀具管理。目前尚亚公司在全国各地设有 27 个办事

处，210 名员工；尚亚秉承诚实、尊重、勤俭经营理念，竭诚为客户提供

优质服务，为客户带来全方位的服务体验。欢迎登入我司网站：

www.schbrilliant.com，查询产品请来电：021-54223166 或电邮至：

reception@mail.sch-asis.com，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商务上的合作、技术

上的交流及资源上的分享，再次感谢！如您对任何产品或服务感兴趣，请

随时与我们联系。 

 
 
 
 
 

mailto:brilliantgroup@mail.sch-asia.com
http://www.schbrilliant.com/
mailto:reception@mail.sch-as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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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综合材料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E1-C219 
Mitsubishi Materials （Shanghai） Corporation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468 号中欣大厦 3911 室 

Address：3911 United Plaza, 1468 Nanjing Road West, Shanghai, China 

Tel/Fax：021-62890022/62791180 

http://www：mmsc-carbide.com.cn 

Email：mmscinfo@mmc.sh.cn 

三菱综合材料集团作为一家多元化的材料生产商，竭诚为全世界提供不可

或缺的基础材料，继而“造福人类、造福社会、造福地球”。 

三菱综合材料不单是【工具制造商】 

作为生产制造的专家，我们的使命是全力以赴 

协助每一位用户不同的课题，为您事业的成功领航。 

为此，我们愿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为您而存在的【工具工坊】。 

这里将作为： 

与顶尖的技术和产品邂逅的“场所”。 

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迅速提出解决方案的“场所”。 

集聚世界最新情报，充满惊喜的“场所”。 

在这个工坊，我们和您共同思考、创新、分享感动， 

提供适合每一位用户的解决方案与服务。 

 
 
天津比利耐尔钻石工具制造发展有限公司                   E1-C278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梁头村东 500 米 

联系人：李谦 13920486047 

天津比利耐尔钻石工具制造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砂轮修整工具

的厂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具实力的天然钻石修

整工具制造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天然钻石（单点，多点，柱状，斧形）砂轮修整工具。方

形，圆形状钻石粉末修整器，金刚石修整滚轮。洛氏硬度计压头，金刚石

锉刀，磨棒，金刚石砂轮，PCD/CBN 超硬刀具，硬质合金旋转锉，玻璃，

陶瓷用打眼钻头等。公司坚持“有品质才有市场，有改善才有进步”的思

想理念，实心实意做产品，为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力求成为每位

客户理想的供货商。 

http://www/
mailto:mmscinfo@mmc.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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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恒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D26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苏陈镇工业园区 

电话：0523-89600099 

传真：0523-89800066 

邮箱：tzhtjx@126.com 

恒田机械是专业从事电加工数控精密机床的生产厂家，专业生产 CNC-HB

系列高端中走丝，DK 系列线切割机床，电火花小孔机，电火花成型机等数 

控机械产品。本公司拥有一支集若干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内的强大团

队，并配备了精良的生产设备，同时与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精密合作，

致力于不断开发研制出结构更完美、品质更优良、功能更齐全的数控电火

花线切割机床。公司生产的 DK系列线切割机床有 DK7720~150等十多种规

格。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E1-D30 
地址：浙江缙云壶镇工业园华强路 1 号 

联系人：应经理 

电话：0578-3159588 / 3158588 

传真：0578-3162158 

邮箱：xs@chenlong.com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原浙江晨龙锯床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 1985

年，是中国锯床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精良的生

产设备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公司坐落于丽水市闻名遐迩的工业重镇—壶镇镇，总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

米，资产总值近 3 亿元，员工 400余人。 

公司专注于走高精专特科技创新之路，做中国锯床行业的领军者，做世界

锯床制造的先驱者。公司创建伊始就努力吸取德日美等世界先进的锯切工

艺技术，并专注研究锯切加工工艺技术和相关加工工艺的开发，致力于新

概念、新思维、新技术的应用。公司相继被评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龙头企业

（2012 年）”、“中国机械优秀工业企业”、“浙江省文明单位”、“AAA 级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晨龙”牌商标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

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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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数控锯床、全自动带锯床、金属带锯床、智能带锯床、高速带锯

床、全自动锯床、锯床锯条、智能金属切割机、金属圆锯机、下料机、金

属锯切等设备。产品销往河北、陕西、湖南、河南、江苏、山东、广东、

上海等地，在全国各地 83 个办事处的 300 余名专业售后服务人员随时为

客户提供售前、售后服务。产品深受客户信赖，远销美国、德国、意大利、

印度、泰国、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内各大

知名企业被广泛应用如中国重汽、航空航天部、中原特钢、郑煤机械、上

重、武钢、鞍钢以及三一重工等，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经验丰富，制造精

良，服务专业等特色。 

 
 
辽宁森德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1-D38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阜新二街 13号 生产基地：永强工业园 

电话：024-86375856  

售后服务：400-7622599 

网址：www.aster-tesla.com 

辽宁森德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位于沈阳市永强工业园。公司主

要生产精密自动化传动件、智能助力机械手等高精尖产品，为精密数控机

床、飞机生产设备、汽车生产线提供配套产品，多次承担省市科技攻关项

目的研发工作，系美的电器、格力电器、华为、苹果、比亚迪、中国电子

情报所、沈阳机床集团等众多上市企业的成套设备及配件供应商。 

公司推出的磁能热水炉系列产品，是公司与国内一流研发团队在引进、吸

收德国技术基础上开发的又一款高技术产品。其中商用磁能采暖炉，从

20KW-500KW，适应于别墅、学校、洗浴场所、工厂等单位。家庭用壁挂式

磁能加热采暖和热水一体机从 0.5KW-15KW，实现双变频智能功率输出控

制，实现 2 秒速热，避免传统热水器反复加热方式，配合政府煤改电优惠

政策，节能与效果十分明显，对生活用热水提供磁化小分子弱碱性水，杀

菌效果显著。 

 
 
 
 
 

http://www.aster-tes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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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盛金箱柜制造有限公司                               E1-D68 
电话：0632-5685469 

传真：0632-5685469 

邮箱：18606326782@163.com 

山东盛金箱柜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制造、销售服务工位器具于一

体的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 300 万。公司现有设备 40 余台，员工 60多人，

占地 10000 平方米，产品 400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出口

欧洲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深受众多用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始终把“客户满意”奉为企业的第一宗旨，把“创中国品牌，做世界

精品”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努力追求，锐意进取。 

加工销售：箱柜；销售：工具车、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经营本企业相关

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温岭邦普合金刀具有限公司                               E1-D69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工量刃具交易中心 C区 0501 

电话: 0576- 86972898 86972658 

传真: 0576-86972658 

手机: 18006561988 13862118718 

E-mail: 2851620500@qq.com 

网址: www.bpalloy.com 

温岭邦普合金刀具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硬质合金、高比重合金、精细陶

瓷制品的新兴民营技术企业。公司生产的“KAVAR 牌硬质合金(金属陶瓷)、

PCD.CBN 金刚石刀具，机夹刀片、焊接刀片、TiAIN、 TiN 涂层可转位刀

片、模体、棒材、板材、园片刀等，已广泛应用于机电、化工、医疗、体

育、航天、船舶、军工、石油等行业，远销拉美、西欧、东南亚地区，享

有良好的声誉。公司优势产品牌号，KNW10 超细微粒硬质合金主要用于加

工有色金属(如铝合金，铜等)强度高耐磨性好，HK斯特拉姆牌号粉末主要

加工钢件双色涂层处理在加工 20CrMoTi 齿轮行业发挥出优越的性能, 

HP9065模具材料铣削系列，该牌号为通用牌号加工模具 HRC60 干切可实现

经济切削，同时加工不锈钢及铸铁都能发挥出色。 

公司秉持“诚信，务实，创新，执着”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始终贯彻“创

新是根本，质量是生命，服务是宗旨，效益是目标”的质量方针，成为世 

mailto:28516205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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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流的智能制造服务商而努力。公司热忱欢迎国内外新老客户前来洽谈

业务，合作开发,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智创美好未来! 

 

 

万洁（WANJIE）集团                                    E1-D89 
沈阳市浑南区沈阳国际软件园 E10-3 层 

电话：400-6156158   网址：www.wanjiechina.com 

万洁（WANJIE）公司始创于 1998 年，集团总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集

智慧清洁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物业管理于一体的清洁系统

供应商。万洁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AAA级信用单位”，产品涵盖

智能洗地机、扫地机、工业吸尘器、升降平台、高压清洗机等系列清洁设

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清洁系统解决方案。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企

业销售及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万洁始终致力

于创建一个更环保、更健康、更安全的世界！ 

 
 
深圳市硕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D99 
地址：中国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西部工业区 

电话：400-0966-808 

传真：0755-29874500 

深圳市硕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0 年，占地面积 9000多平米，是

深圳市机械行业理事企业、数控走心机研发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一直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装备制造商与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数控

走心机及车铣复合数控机床为核心产品，并已取得 CE 认证，远销意大利、

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市场。硕方多年来为国内外航空、

汽车、船舶、医疗、电子、模具等行业客户提供大量的高效加工解决方案， 

产品精度、稳定性皆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领先的生产工艺 

硕方专注于为全球制造业各领域提供性能优越的数控产品和高效的加工

解决方案，为确保每一台硕方数控机床达到最高精度标准、稳定性以及精

度保持性，生产环节从床身结构件铸造、铸件热时效处理、零部件高精密

加工、关键部位高频淬火，到装配前关键零件高洁净清洗，精密组件无尘

装配，均采用行业先进的生产工艺，以使机床呈现卓越的性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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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机械加工母机，如：日本三菱五面体龙门加工中心、

北一大隈卧式加工中心、美国哈斯立式加工中心等一系列高精密加工设

备，产品精度、稳定性以及生产效率都得到大力提升。 

严密的检测流程 

硕方制定并实行严苛的质量管理内控标准，以实现整个机床设计制造过程

的严密监测。个检验检测项目，个品质管控要点，小时高速全行程载荷加

工测试，采用三坐标测量仪、英国雷尼绍激光干涉仪、日本现场动平衡仪

等全球顶级精密检测设备，保证机床所有细节的精准控制。 

可靠的服务体系 

硕方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理念，始终以完

善可靠的服务体系为制造业各领域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全程加工解决

方案，协助用户解决高复杂度的加工问题，保证机床发挥最大价值，为用

户创造更为广阔的利润空间。 

 
 
浙江台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E1-D110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晨光路 318号 41幢 

电话：0576-86208003 

网址：www.zjtxzz.com 

邮箱：872500066@qq.com 

浙江台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台星智造)是一家专注研制生产

工具磨床，专用刀具磨床与精密机床等设备的综合性专业制造商台星智造

以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为基础，精益求精，追求最适合客户使用需求

的设计与制造理念，多年来坚持创新，不断改进，自主研发生产出六十余

种刀具修磨类设备，是国内外规模领先的修磨类刀具设备制造商之一。 

台星智造通过数十年来积累的技术基础与制造实力，现已成功研制周边磨 

床，数控超硬刀具(PCD.CBN)生产专用磨床，自动光学 R 角研磨机等…针

对刀具生产厂家解决方案的专用设备，在市场引发了广泛反响。 

主要展品：磨床，数控超硬刀具(PCD.CBN)生产专用磨床，自动光学 R 角

研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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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隆涂环保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E1-D129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东路 98-10 号-3、4 

电话：15668686482 

传真：0411-88539155 

邮箱：bing.leng@xinlongtu-china.com 

网址：www.xinlongtu-china.com 

鑫隆涂环保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东北具有“浪漫与时尚”之称

的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是一家集水性工业漆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

施工为一体的环保型企业。公司引进了德国、美国等国际领先的技术工艺，

并与国内外知名的原材料供应商达成战略合作，专注于水性工业漆的研发

生产，创立了“鑫隆涂水漆”品牌。 

公司现阶段推出水性醇酸系列、水性环氧系列、水性丙烯酸系列、水性氟

碳系列、水性环氧酯系列、水性聚氨酯系列、水性烘烤漆系列等三十多种

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船舶、集装箱、轨道交通、机

电设备、桥梁、锅炉、钢结构、石化设备等众多领域，得到了广大客户的

信赖与支持。 

公司始终秉承“以质量赢市场，以诚信铸品牌，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惠

客户”的经营宗旨，结合了客户的实际涂装需求情况，为各行业客户提供

高品质“定制化”的水性工业漆产品及施工的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们

差异化的水性漆涂装需求，互惠共赢。 

 “鑫隆涂水漆”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号召，致力于中国绿色工业发展，

引领工业涂装进入水性环保新时代。 

鑫隆涂水漆—定制化水性工业漆专家！ 

 

 

东莞市生辉气动有限公司                                 E1-D131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白沙一村商业街 B15 号 

电话: 0769-85529629 

传真: 0769-85190760 

主要展品：本公司专业生产工业级气动刻模机,打磨机，修边枪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73 

E1 
展位BOOTH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1-D158 
Horn（SHanghai）Trading Co.,Ltd 
地址： 上海市安远路 518号 905 

邮编/Zip Code： 200060 

联系人/Contact Person : vivi Qian 

电话/Tel：021-52833505 

传真/FAX：021-52832562 

网址/WEB： www.phorn.cn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卓越于技术 

Paul Horn GmbH 由 Paul Horn 先生创建于 1969 年，专注于硬质合金刀具

的设计和生产，特别在槽加工领域。 

现在我们在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汽车，航空航天，工程机械，液压，能源

行业都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和客户赞誉度。特别在非标刀具领域，更加是

Horn 公司的强项。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德国 Paul Horn GmbH 在中国的独资子

公司，成立于 2012年底，负责号恩（HORN）品牌在国内的市场，销售， 

技术支持等业务。  

Horn(shanghai)Trading Co., Ltd----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Paul Horn GmbH was established in 1968 by Mr. Paul Horn, HORN 

dedicated its resources to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ooling 

specifically for grooving applications. 

Nowadays in not only German domestic, but also whole Euro market, 

we have good market share on industrials of Automotive, Aerospace, 

Machinery, Hydraulic, Energy. and trusted and praised by our 

customer. 

HORN (SHanghai) TradingCo., Ltd the subsidiary company 100% owned 

by Paul Horn GmbH , established in the end of 2012 Horn (SH)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Horn business in China Mainland as marketing, sales 

and tech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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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E1-D16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中街 2号华腾国际 V座 15L 

电话：010-87952208 

传真：010-87952209 

Email：luanliye@beidou-diamond.com 

网址：www.beidou-diamond.com 

北京北斗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成立于成立于 1993 年,生产、销售与金刚石

相关的修磨及切割工具。1996年，随着在钻石领域的水平的提高，取得了

澳大利亚 ARGYLE 公司中国金刚石分筛权； 2006 年，鉴于国内金刚石修整

业尚存的技术问题，我公司与德国 STROH 合作，把德国严谨的修磨技术引

入中国，不仅使公司产品在原有技术上提高，也解决了复杂领域的修磨，

圆度、粗糙度达到一定水平。在生产、销售、售后服务方面受到各行业客

户的好评。 

 
 
沈阳泓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E1-D168 
沈阳泓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代理销售国内外知名品牌机床及附件，同

时从事机床制造、机械加工、自动化工程、工业服务。可以提供全面的技

术支持、交钥匙工程及机床维修、搬迁、改造服务。 

沈阳泓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是西门子 SINUMERIK 808D/AD 授权服务合作伙

伴，协助西门子为客户提供 7*24小时方便、快捷的售后服务。 

代理销售：国内外知名品牌数控机床、普通机床、专用机床、三坐标测量

机、机床附件等。 

机床制造：数控机床、普通机床、专用机床、教学机床研发制造。 

机械加工：数控龙门镗铣床、立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磨床、铆焊等加

工。 

自动化工程：机器人及自动生产线研发制造。 

理实一体化教室：数控编程与操作、3D 打印、机器人理实一体化教室。 

校企合作：与知名企业联手打造校企合作及实习平台。 

交钥匙工程：致力于用户加工工艺的分析，提供优质高效的工艺、夹具、

刀具等解决方案。 

工业服务：机床维修、保养、搬迁、再制造；主轴、丝杠等维修服务；数

控机床编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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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秉承“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宗旨，坚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信

念，遵守合同约定，保证产品质量，务求在产品的库存、价格的定位、准

时的交货期、全面的技术支持、体贴的售后服务等各方面建立良好的品牌

形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

沈阳泓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愿与广大制造界同仁携手并进，共同发展，共

创辉煌！ 

 
 
烟台中保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1-D170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西系山 

电话：0535-4218737 

传真：0535-4218000 

邮箱：526771866@qq.com 

主要展品：机床附件 

烟台中保机床附件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铣头、微型角度头、机械分度头、

数控分度头及各种特型产品。特型铣头、特型分度头及特型数控产品是我

公司的最大亮点。竭诚欢迎国内外行业的朋友与本公司接触合作，交流技

术。 

 
 
德国诺贝尔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E1-D171 
电话：024-88888496 

传真：024-88888497 

邮箱：nobelde@163.com 

网址：http://www.nobelbearing.com/ 

NOBEL 德国诺贝尔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著名轴承生产企业莱比锡轴承 

厂(Leipziger Lagerfabrik)设在德国不来梅的第二工厂，轴承产品几乎

涵盖了所有滚子轴承和球轴承品种。产品销售遍布全球，尤其在欧洲和北

美洲享有盛誉。总部所在地德国莱比锡。其宗旨在有通用轴承领域，在风

电主轴、齿轮箱、发电机等风电绿色能源领域实力突出，该系列产品质量

工艺得到了世界各国用户的一致好评。 

NOBEL 的渊源及与该地区以及当地的世界著名企业在滚动轴承生产的传统

之间的联系。NOBEL 以高质量的产品初次赢得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该公 

http://www.nobelbearing.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1%E6%AF%94%E9%94%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D%BF%E8%BD%AE%E7%AE%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7%94%B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7%94%B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8%8E%8E%E8%88%AA%E7%A9%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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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飞机上装配其提供的抗摩擦轴承, 提供产品包括止推轴承、经向轴

承、四点轴承和特殊轴承，也因如此 时任产品总设计师伯恩哈德博士荣 

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提名。1942 年公司员工数达到 1500 人。第二次世界

大 战 结 束 后 公 司 以 德 国 诺 贝 尔 滚 动 轴 承 厂 (Deutschland 

Nobelwälzlagerfabrik)的名义重新成立，正式脱离莱比锡轴承厂，该时

期研制了一系列的自动校准滚动轴承。 

时至今日 NOBEL诺贝尔轴承仍然专注开发，生产并在全球范围里经销带有

“Made in Germany”标志的滚动轴承产品，近百年的工程经验、高技能 

员工团队、富于创新的研发力量以及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使得 NOBEL 诺贝

尔轴承制造出具有极高价值的轴承产品。NOBEL 诺贝尔轴承通过始终如一

履行严格的质量管理，达到 DINENISO9001:2008 认证要求，获得独立检验

机构 TUV的认证。公司产品范畴包括各类改进型的标准产品及创新产品。

NOBEL 诺贝尔轴承除了标准轴承的生产外，还特别重视对“客制化”轴承

解决方案的研发。目前我们的客制化产品超过产品总量的 30%。 

NOBEL 诺贝尔在中国： 

德国诺贝尔轴承科技有限公司自生产出第一套精密轴承起，始终坚持以尖

端产品提供给广大用户。早在八九十年代 NOBEL 诺贝尔轴承产品就已应用

于中国相关领域。今天面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诺贝尔将加速融入中国

市场，加快诺贝尔产品本地化进程，逐步确立以技术为核心、营销、信息

为辅助的三位一体化事业体制，从而为中国的广大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和更完善的服务，为中国的产业现代化做出应有贡献。为了更好服务于亚

太及中国市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2014年在中国香港成立德國諾

貝爾軸承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德国莱比锡总部以外的 NOBEL 诺贝尔轴承在

全球的品牌推广、营销服务、仓储物流与战略投资中心。 

NOBEL 诺贝尔在中国沈阳、广州、上海、哈尔滨设立分支机构及代表处，

具体管理协调在中国的技术指导、及市场开发。诺贝尔始终致力于开拓和 

巩固在轴承领域的尖端科技。尤其致力于高精度、高性能、低噪音、低振

动、长寿命的精密轴承的研发制造。近年来根据各行业的特性和需求，积

极开发技术和研究，不断推出创新的产品和技术服务来满足不同机械产品

和客户的需求。 

主打产品 免维护轴承产品简介： 

免维护轴承，高强度疲劳试验中免维护轴承是指从安装到失效无需维护就

能长期稳定工作的滚动轴承，是一种先进的滚动轴承技术，其具有免维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2%E6%8E%A8%E8%BD%B4%E6%89%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1%E6%AF%94%E9%9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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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长寿命、更环保及可靠耐用的卓越性能。免维护轴承的技术原理

是通过优化轴承滚道的几何形状和表面光洁度、重新设计的保持器、高性 

能轴承钢的运用与独特的热处理工艺相结合、改进钢球的精度等方式，极

大的降低了润滑脂的消耗量；优化的密封结构更易于润滑脂的储存及润滑

油向沟道的析出，配合全寿命润滑脂的填装，为旋转提供更持久的润滑。

多项工艺的改进及应用实现了轴承性能的巨大提升，免除轴承寿命周期内

定期的维护。与传统的标准轴承相比，免维护轴承具有以下优势：1.免加

油、长寿命、可大幅降低轴承替换频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2.采用特 

殊免维护技术，无需对轴承加油维护，装置不会因为持续加油产生污染，

可维持清洁的工作环境； 3.与标准轴承相比，免维护轴承使用寿命更长，

可降低 CO2 排放量 79.1%。通过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降低对环境负载；

4.长寿命使用可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即使采购初期成本比标准轴承高，

但是能够明显降低总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目前人们对能源利用、效率

提高及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多近乎苛刻的要求，轴承技术趋于高

效、节能、环保已然是大势所趋，高速便捷、高精度、单元化、耐特殊环

境和免维护的高性能时代已来临。 
 
 
沧州长城机械制品有限公司                               E1-D195 
固话：0317-4181101 

传真：0317-4182116 

邮箱：ccjcc@ccjcc.com  

网址：www.ccjcc.com 

沧州长城机械制品有限公司是一个集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

型私营企业，本公司已经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和 CE认证，

公司拥有机械加工车间、模具车间、钣金车间、组装车间和注塑车间的一 

条龙生产流水线，拥有注塑机、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共 100 多

台，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拖链、工作灯、排屑机、防护罩、机箱机柜、微

滤机、消毒柜、齿轮、，摩擦盘、冷却管、模具等系列产品，并对外承揽

各种机械加工业务。 

 
 
 

mailto:ccjcc@ccj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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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冈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1-D215 
电话：021-34635990 

传真：021-64951575 

邮箱：sales@elesa-ganter.com.cn 

网址：www.elesa-gangter.com.cn 

ELESA+GANTER 是一家全球性的销售合资企业，为机械行业提供广泛的标 

准机械元件产品系列。ELESA+GANTER 以独特的设计及精湛工艺确保产品质 

量可靠，功能完善。 

ELESA S.p.A.（蒙扎，米兰，意大利）与 Otto Ganter GmbH & Co. KG 

（富特旺根，德国）成功合作已超过 45年。结合两家公司的专业理念， 

整合产品系列，产品遍布全球。 

 

 
威海市鸿阳热能设备厂                                   E1-D261 
联系人：张经理 

手机号：13256309528 

传真：0631-8255011  

邮箱：39128849@qq.com 

网址：www.hongyangreneng.com  

威海市鸿阳热能设备厂是专业生产高大车间空气加温采暖设备的厂家，经

过多年的发展，规模日益壮大，在威海市文登区拥有两座证件齐全的工厂，

我厂加工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多年来坚持与各院校研究单位合作，

不断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并积极借鉴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高效节

能，环保，相继开发了多个国家重点新产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深受用户欢迎，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艾戈睿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E1-D266 
地址：大连开发区港兴大街 55-3 

手机：13478713229 

QQ：578201073 

邮箱：igrip@foxmail.com 

艾戈睿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2月 17 日，主营业务是 

http://www.elesa-gangt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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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床及自动化行业，提供机床内外自动化夹持工艺所用元件。 

产品以德国 zimmer 机器人抓手、德国罗姆机床夹具、浙江丰州机床油缸

为主。 

我们的优势在于机床内外夹持工艺所用的产品线足够丰富，并且相关销售

人员都有着十多年的行业经验，能够给予客户更好的售前技术支持、售中

商务处理和售后问题解决等服务。用我们的专业性去保障客户工作顺畅，

用我们的真诚给予客户良好的服务体验。 

2020 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前有疫情后有天灾，又有世界局势风云莫测。

艾戈公司敏感的感觉到我国实体行业高端核心元件的匮乏，所以在这个艰 

难的时间节点上，艾戈公司勇于面对挑战，于 20 年 5 月份，在公司内部

正式成立研发部门，专注于高端夹持工艺元件的研发，希望能为机床及自

动化行业提供基础核心元件，助力行业摆脱掣肘，助力行业品质升华，助

力中国制造 2025。 

 

 

沈阳浩凯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E1-D269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兰州北街 1 号 

电话：13252879312 15833273889 

盐山浩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城南工业园 

邮编：061300 

电话：0317-6344866 

传真：0317-6344877 

网址：www.haokaifj.com 

邮箱：yswfx88@126.com 

盐山浩凯机床附件有限公司生产制造各种机床附件产品包括拖链、工程塑

料拖链、尼龙拖链、钢制拖链、不锈钢拖链、风琴式防护罩、盔甲防护罩、 

丝杠防护罩、油缸保护套、帆布伸缩软连接、水泥散装伸缩布袋、钢板防

护罩、不锈钢防护罩、导管防护套、矩形金属软管、机床排屑机、机床工

作灯、冷却管、机床垫铁、软管和接头等系列产品。 我公司十几年来秉

承“信誉至上，用户第一”的经营宗旨，始终坚持“对用户服务全方位， 

让用户使用更经济”的服务理念，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齐全的检测的手

段，完整的质保体系，建立了高效的技术保障体系和售后服务网络，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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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我们生产销售的每一件产品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倍受客户的青

睐。科学的管理，成熟的生产技术，完备的生产工艺，健全的质保体系，

保证了公司的产品的高品质和完善的技术跟踪服务。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用户是我们的上帝，狠抓产品质量，努力提高技术

水平，现代化的管理是我们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的口号是：“开拓进取、

振兴企业，求实创新、拼博发展”，热诚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洽谈业务。 

 

 

石家庄市正新机械厂                                     E1-D272 
地址：石家庄正定民航机场机场路西侧 

手机：15350533933  13111577962 

电话：0311-88208720 

传真：0311-88205566 

我司是集科研开发、 生产制造、 营销服务为一体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位

于石家庄市正定民航机场毗邻，距京珠高速正定民航机场出口 2公里，紧

邻 107 国道、303 省道。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拥有多种大中型金切设备

及各种精密加工、检测仪器，具有较强的工艺装备、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

并顺利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主要产品有 板料与型材冲剪设备、钢筋加工设备二十多种型号与规

格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 

企业有一个团结高效、勇于开拓的领导班子及业务精湛的工程技术人员和

营销团队，具有较强独立开发、设计、制造、营销能力。连续被评为“消

费者满意单位”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企业凭质量闯市场，取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在市场竟争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企业秉承“质量第一、优质服务”的产销宗旨；本着“先做人，后做生意”

的经营理念；恪守“诚信、务实、开拓、进取”的发展原则。不断赢得广 

大客商、客户的认可、支持和信赖。 

正新人愿真诚合作、共同发展、共创建机行业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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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君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E1-D276 
联系方式：024-31365965 

联系人：王金秋 

电话：13478811281 

邮箱：SYhj2015@126.com 

沈阳金君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销售、售后、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维修、搬迁、为一体的现代化服务公司。 

我司主要销售的切削液净化机和吸削机适用于各种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及

工业设备的水箱清洁，切削液净化机能有效的解决切削液变质、发臭、腐

蚀、产生的废水污染环境、使操作者皮肤过敏等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延 

迟切削液使用寿命、净化废水对环境的污染改善工作环境维护健康等。吸

削机可方便快捷的清理水箱中的金属碎屑、淤泥等杂质，有效的节省工作

时间同时也改善工作环境，保证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我们提供专业的技

术咨询和优质的售后服务。 

 

 

丹东华骏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1-D292 
固话：0415-8273346 

传真：0415-8274248  

邮箱：1132930550@qq.com 

网址：www.ddhuajun.cn 

丹东华骏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是凤城市一所私营企业，为丹东市明星企业；

丹东市爱国拥军模范单位；辽宁省“重合同、守信用”产品；公司产品已

通过 ISO9001:2008 标准；2014 年通过军工保密资格认证；公司集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与一体，在同行业中处于先进地位，多年以来为制造业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公司现有员工 280 人，其中技术人员 30 人。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注册

资金 1505 万元，现年销售额 1.2亿。我公司拥有数控车床 10 台，数控磨

床 3 台，龙门磨床 2 台，龙门铣床 3 台，龙门刨床 5台，立式加工中心 3 

台，卧式加工中心 1台，卧式坐标镗床 5 台，普通车床，铣床，磨床等等

100 余台设备。多年来，我公司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精良的加工设备、

先进的工艺手段、完善的质量控制、科学的管理机制以及超前的经营理念，

成为国内最大的机床配件生产厂。常年为沈阳机床集团、大连机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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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第一机床厂、河南安阳机床厂、天津二机床、牡丹江迈克机床厂等主

机厂提供优质的机床配件，并以“重质量、守合同、讲诚信”的良好市场

信誉得到广大同仁的认可和信赖。 

我公司在一如既往地为主机厂提供优质的机床配件的同时，积极研发了

CFW6163B、CFW6180Q、CFW6194Q、CFW6180D、CFW6180B、CFW61100Q、

CFW61100D、CFW61100B、CFW61125B系列普通车床及 CFK6163B、CFK6180B、

CAK61100B 系列数控车床产品，具有“质优价廉、信誉可靠”传统风格的

机床产品投放市场后，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 

 

 

沈阳模具协会 
辽宁金刚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B88 
联系人：平女士 王先生 

电话：13252882687   13322488096 

邮箱：kingkong-robot@vip.163.com 

公司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德大街 1 号中德装备园内，占地 12000 平 

方米。公司专注于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单元、单元控制系统及工业自

动化产品的技术开发、设计、销售。 

主营业务： 

*基于为用户解决工业机器人方案设计、建设、机器人设备、售后、维护

保养一条龙的机器人劳务岗位派遣生产服务。“无需投资采购，雇机器人

员工即可”。 

*利用公司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设备机构、集成技术，为用户提供订制

化一站式机器人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丞鑫科技機械有限公司                                   E1-B88 
联系人：王偉  王奇 

电话：0519-89857951  13322488096 

传真：0519-89857952 

邮箱：chenshin.h@gmail.com 

网址：www.chenshin-turret.com.tw 

丞鑫科技機械自成立以來，立誌於我們多年傳承的經驗以及不斷創新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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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務於機床功能部件領域，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具有優良品質的產品和

解決方案。 

從設計研發、精密制造、品質控制、產品標準化的整個過程，亙源公司將

持續秉承誠信為本的態度、技術領先至上、綠色環保的信念，不斷提升產

品的品質、精密與可靠耐用度。 

在永續經營理念下，為客戶提供良好的從及滿意的售後協助，為客戶在不

斷進取、效率為先的時代獲得更好更遠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