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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A12��佛⼭市炳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佛⼭市炳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东技术领先的专业数控机床⽣产供应商。公司拥有⼀⽀⾼素质
的技术开发、⽣产管理、⼯艺装备等⽅⾯的专业⼈才，⾼技术⼈员的员⼯队伍，年产各类数控机床
1000台以上。
炳丰数控产品设计严密，装配、调试和检测⼯艺严谨，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公司主要产品：DK7725、
DK77160数控线切割机床。
炳丰数控拥有⼀流的服务团队和完善的服务⽹络，保证⽤⼾在最短时间得到快捷、可靠、有效的服务。
炳丰数控畅销于国内26个省市，并已在国内多个城市设⽴了展销厅。远销⻢来西亚、叙利亚、韩国、阿根
廷、泰国、⼟⽿其、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炳丰数控以�“⾦牌品质，诚信双赢”的企业理念和“精益求精，让使⽤⼾满意”的服务精神，为⼴⼤客⼾
服务。现⼴泛征求全国销售代理，渴望有志之⼠加盟，共创辉煌！
全国服务热线:400-639-8830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4座6-7号

A13-A24��佛⼭市捷泰克机械有限公司
⼴东捷泰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于2007年，创始⼈深耕⾦属管材加⼯和管材成型解决⽅案23年，是⼀家致⼒
于为全球⽤⼾提供专业激光切管的⾼新技术企业，是中国管材加⼯⼚家中拥有多项关键核⼼技术的企业，曾获得
“国家优秀专利奖”。公司拥有15000平⽶⽣产基地，和⼀⽀强⼤的研发技术团队。捷泰克始终秉承⾼效、智能、环
保、简约、兼容的产品开发理念，在智能⾃动⽣产线、上下料机构、除渣机构以及弯管、去⽑刺、线上线下锯切等领
域，实现了激光切割为主导的智能⽣产线的开发和制造，配备数字化管理系统，助⼒企业客⼾以数据驱动管理，快
速提⾼⽣产效益。
��⽬前，捷泰克已服务全球3000+家企业客⼾，产品⼴泛应⽤于智能家具、汽⻋配件、医疗器械、运动器械、不锈钢制
品、机械配件、厨卫五⾦等领域，公司以客⼾为中⼼，建⽴了完善的售后体系，持续为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与客⼾
共同同成⻓与发展。

捷泰克⾃成⾃⽴以来，始终专注管材加⼯领域，已获得“国家⾼新技术企业”“国家优秀专利奖”“佛⼭⾼新区领军
企业”等殊荣，还拥有多项发明和实⽤型专利。“⼗四五”期间，公司将在国家的⼤⼒⽀持下实现企业的技术和管理
升级，助⼒传统制造业实现智能化升级。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狮⼭镇⼩塘洞边⼩⼩路8号（⼚房⼀）之⼀��
电话：0757�83318888��传真：0757�81030063

2号馆A25-A32��佛⼭友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友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装备制造业重镇佛⼭顺德，主要从事数控机床及⼯业⾃动化的
技术研发、⽣产制造、销售服务业务。团队核⼼成员在数控⾃动化⾏业耕耘⼗余年，拥有丰富的技术
沉淀与管理运营经验，使我司能依据不同客⼾的需求，为客⼾提供⾼效、适⽤、⾼性价⽐的数控机床
及配套⽅案，为客⼾提供⼀站式的“交钥匙”⼯程。
⽬前公司主要的业务范围为数控⻋床、加⼯中⼼等数控机床的⽣产销售，上下料机器⼈、焊接机器
⼈、⾮标⾃动化等⼯业⾃动化设备的⼯装集成。
秉承着“务完物”品质观，从研发设计、物料采购、部件组装、⽣产制造再到质量检测，友博科技的产
品每⼀道⼯序都经过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出⼚的每⼀台设备能⾼精度的稳定运⾏，⾼效的为客⼾
创造价值。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5座20B仓��
电话：1802818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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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A36��佛⼭铭⻢机床有限公司
佛⼭铭⻢机床有限公司成⽴于2010年，机床商标<匠崴>⽬前主要定位以⽣产⾼品质数控机床
为主，公司经过10多年的积累，从默默⽆闻，到崭露头⻆，⽬前所⽣产的匠崴CNC成了客⼾取
代进⼝机床的⾸选品牌。
主要有六⼤系列产品：
⽴式加⼯中⼼、重型⻰⻔加⼯中⼼、⾼速⻰⻔加⼯系列、数控⻋床、卧式加中⼼、铝型材⻓型加
⼯中⼼。
以上整机保修两年，同时公司的业务⼈员和售后服务⼈员现已遍及华南、华东、华北、东北、西
北30多个城市。竭⼒为全国模具加⼯、机械加⼯⾏业的客⼾提供实⽤的优质产品，和放⼼的售
后服务，欢迎国内外客⼾与我司联系接洽，合作。
取代进⼝机床⾸选匠崴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5座19B号��
电话：0757�22173624��传真：0757�26974685

A39-A42��⼴州⼤⺠科技有限公司
⼴州⼤⺠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于2011年组建完成，⽬前是中国最⼤数控系统⽣产⼚家——⼴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在⼴东，⼴
西，湖南三个地区的总代理商。
通过⼋年来与⼴州数控的紧密合作，扎根于⾦属削切领域，在代理地区拥有庞⼤的客⼾量，丰富的⾏业资源，以及众多技艺突出的技
术，⼯艺合作伙伴。公司同时具备多名机械及电⽓技术⼈员，拥有⼀定的技术改造能⼒，因此每年都能保持20-40%的业务增⻓幅
度。
2016年，公司开始与台湾精密机械制造⿐祖之⼀——台湾⿍仕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进⾏深度合作，将其旗下两个优质的产品；律廷
LTM滚珠丝杆、律径LSK直线导轨，成功引进⼤陆市场，⼀定程度上填补了⼤陆地区在精密制造中研磨级滚珠丝杆及直线导轨产品的
市场空缺，⽬前已是其LTM及LSK品牌在⼤陆地区的品牌合作⽅及⼤陆地区总代理商。
⾄此，公司针对⼯业⺟机——机床，拥有全国最⼤的数控系统品牌⼴州数控（GSK）在机床的电⽓控制优势，同时也拥有了机床上⾯
另⼀个重要的机械传动部件——研磨级滚珠丝杆（LTM）及直线导轨(LSK)的台湾优质品牌优势。
通过整合机床上最重要的电⽓与机械两部分的优势，结合⾃⾝多年来对⾦属削切⼯艺的理解和经验，实实在在给每⼀个合作的客⼾
提供最适合的解决⽅案，已经逐渐从单纯的销售产品进化为提供技术，及解决⽅案。
2017年，通过与知名品牌制造⼚商建⽴紧密合作关系，经仔细考察、深度调研，组建专精于⼯业机器⼈陶瓷喷釉的系统集成团队，并
在2017年底于中国陶瓷名都——潮州，开设机器⼈陶瓷喷油运⽤展厅。此机器⼈团队专注于两个领域，⼀为机床⾏业的机床上下
料，⼆为陶瓷的喷涂。
同年，公司开始参加⼴东省内具有影响⼒的⾏业展会，逐步从产品，解决⽅案，到品牌影响⼒的有序发展。
地址：⼴东省⼴州市番禺区番禺⼤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技产业⼤厦1座403  

电话：020 39218116  传真：020 39218113

B01-B04��浙江中德利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冠宝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是⼀家专业制造和研发⾦属带锯床和⾼速圆锯机的⽣产⼚家，公司旗下有“中德利”、
“ZODEL”“三德”等系列品牌产品。⽣产基地坐落在“中国带锯床之都”缙云壶镇，占地⾯积26000平⽅⽶，注册资本2280万元。公
司具有雄厚的技术⼒量、精良的⽣产设备和先进的⽣产⼯艺，是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国机械安全认证和欧盟CE认
证的企业。
�����浙江冠宝实业有限公司是⼀直在跃升中的中国主流品牌企业。是中国机床⼯业协会锯床会员单位、是国家⾼新技术企业、是省
级⾼新技术企业研发开发中⼼、是浙江省科技型企业、是浙江省AAA级守合同重信⽤单位，公司研发⽣产的“中德利”牌数控带锯
床为国家⽕炬计划产业化⽰范项⽬。.
浙江冠宝实业有限公司遵循“⼼系⽤⼾、⽇益精进、持续改进”的质量⽅针，秉承“诚信、专注、创新”的核⼼价值观，引进德国和⽇
本先进的加⼯设备，博采德国、⽇本等锯切专家先进的设计理念，注重技术创新，持续改进，专注于帮助客⼾更加精确、⾼效地锯
切材料，⽴志于“让客⼾⽤上好锯床�”。“中德利”是⾼端智能锯切专家，具有精确、⾼效、节能的特点，先后获得⼏⼗项国家专利，深
受⽤⼾的好评！公司⽣产的卧式、⽴式、⻰⻔式以及数控⾦属带锯床⼴泛应⽤于⿊⾊、有⾊⾦属、模具钢、塑料及⾮⾦属材料的锯
切。产品涉及航空航天、⾼铁、船舶、核电、钢铁、军⼯、机械制造等领域客⼾，深得客⼾信赖，不仅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建⽴了⻓期
合作的关系，还远销美国、泰国、印度、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壶镇姓汪开发区��
电话：0578-3550555�3265555��传真：0578-316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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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佛⼭市宇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佛⼭市顺德区顺联国际机械五⾦城18栋⾸层105。经营范围；⼚家直销批发
钨钢铣⼑，⼑柄，⼑盘，筒夹，⼑杆，延⻓杠等数控⼑具配件
所属⾏业：⼚家直销；钨钢铣⼑,⼑粒,⼑柄,⼑盘,筒夹等数控⼑具配件。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数控科技的研发及应⽤:销售:五⾦⼯具、量具、精密机械、模具配件、数控⼑
具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8座105

B07、B09�⼴东码清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码清激光研发实⼒雄厚，公司90%的员⼯为本科以上学历，⽬前具有多项国际发明专利和国内专利、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多项核⼼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平
地址：⼴东省⼴州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树⼯业园敬业三街3号G栋301房��
电话：020�85557735��传真：020�28911791

⼴州码清机电有限公司位于⼴州市天河区⼤观中路17号，是⼀家专业提供⼯业激光设备和激光技术整
体解决⽅案的⾼科技企业,公司与德国、美国等国际著名激光公司及国内科研机构保持常年的技术交流
与合作，让公司的研发和产品始终处在激光应⽤领域的前沿，发展⾄今，公司产品不仅在国内得到客⼾
⼀致认可，⽽且远销印尼、印度、⻢来西亚、泰国、韩国、⽇本、美国、越南、英国、法国等六⼗多个国家和
地区。
码清激光为国内外客⼾提供⼀整套激光加⼯解决⽅案及相关配套设施，主要产品包括：激光打标机系
列、激光焊接机系列、激光切割机系列、绿激光演⽰系列、PCB激光钻孔机系列等多个系列⼆百余种⼯
业激光设备及其配套产品。⼴泛应⽤于电⼦电路、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印制电路、计算机制造、⼿机通
讯、汽⻋配件、精密器械、建筑建材、服装服饰、城市灯光、⾦银⾸饰、⼯艺礼品、印刷制版等⾏业。

B11��深圳天鹏标识技术有限公司佛⼭分公司
深圳市天鹏标识技术有限公司是以激光技术、喷码打印技术、⾃动化系统集成为核⼼
的技术型公司，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激光喷码机、⼆维码喷码机、激光打标机、激光焊接
机、⽣产⽇期喷码机、⾃动喷码机、⽩墨喷码机、⻩墨喷码机、纸箱喷码机、⼩字符喷码
机、申瓯喷码机、喷码机、激光清洗机、激光切割机、⼩字符喷码机、⾼解析喷码机、鸡
蛋喷码机、UV喷码机、⾃动化激光打标机、⾃动化激光焊接机、三轴运动控制喷码系统
等，并为⽤⼾提供激光机定制、喷码机定制、全⾯的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
深圳公司地址：⼴东省深圳市⻰岗区横岗街道伟群路2号4栋2楼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第17栋⼆层2024号� � � 传真：0755-
2840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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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馆B12��深圳⼤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深传感科技集中了⼀批⾼新技术⼈才，公司⾃主研发的光电传感器产品突破了⼀
系列业内技术难题，⽬前⼤深品牌的光电传感器可以在复杂场合稳定⼯作，环境适应
性强，性能可靠。DS-G系列⽅形光电，性能达到全球同类产品最⾼⽔平。抗强光⼲扰能
⼒业界领先，对各种物体都可以稳定检测。并在同类产品中⾸创了零盲区产品，突破
应⽤局限。
⼤深承诺：打造精品，为客⼾提供最稳定可靠的产品，最全⾯贴⼼的服务
地址：⼴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东环路中创汇A2栋3楼��
电话：4008275108��传真：0755�29433507

B13��佛⼭市顺德区精特数控⼑具
佛⼭市精特数控⼑具，本司代理株洲钻⽯切割⼑具批发，致⼒于服务⾼质量机械⻋削
铣削加⼯，个钟⾯铣⼑盘，进⼝精铣⼑盘⼑杆，进⼝⼑粒。钨钢铣⼑，钻咀、丝攻、
LNC⼑柄夹具、量刃具、⾮标定制、费⼑粒改磨可提供配件节剩成，并在多年合作⽼客
⼾中有良好⼝碑。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环镇东路恒辉楼⾸层9号铺
电话：0757 23339592  传真：0757 23339592  联系⼈：尹先⽣

B14�佛⼭市丰和成机电有限公司
佛⼭丰和成机电有限公司⾪属于台湾丰和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本公司诞⽣于上世纪90年代中
期，有超过⼆⼗年的精密加⼯⽣产经验；专业从事精密减速机⽣产及销售，产品覆盖东南亚及欧美
地区。
台湾丰和成⾃始即致⼒于⾃主⽣产所有的零部件，原料粗胚的热处理开始，丰和成采⽤世界⾼等的
数控机台于⾼精密的品保测量仪器机型⽣产制造，确保产品符合⾼品质。
现代化的ERP企业资源规划与电⼦商务系统，加上全⾃动的仓储设备，确保丰和成⾼效率的⽣产和
最短的交货时间，快速满⾜客⼾不同的要求。
佛⼭丰和成机电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东省佛⼭市，致⼒于丰和成精密减速机在国内的推⼴，
销售；为所有客⼾提供更加贴⼼⾼效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坚守诚信、追求卓越。我们将以优质产品和周到服务，奠定与客⼾合作的牢固基
础，与客⼾共创辉煌。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智造汇24座⼆层207-208号� � 电话：0757� 23333523��
传真：0757�2333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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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B16��⼴东喜德盛机电有限公司
佛⼭市喜德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于1999年，是佛⼭地区最具规模和实⼒的机电公司之⼀。公司现有员⼯130多⼈，由
空压机事业部、减速机事业部、⼯控⾃动化事业部、意⼤利COEL电机事业部等业务部⻔组成。是台湾JAGUAR（捷豹）、意⼤
利LUOWE（I 罗威）、BALDOR（葆德）、GANEY（美的正⼒）、台湾CPG（城邦）、巴西WEG（万⾼）、JMC（通宇）、DONGBA（东
霸）等著名机电品牌授权的⼴东⼀级代理，更是意⼤利COEL刹⻋电机中国唯⼀代理商。
    公司秉承“以⼈为本、诚信、专业、服务”的经营理念，从事机电⾏业系统销售,为每⼀位客⼾提供优质全⾯的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并致⼒于空压⽓站⼯程的设计、安装和机电产品相关配套的运⽤和研发。⽬前在⼤佛⼭各区拥有4S店式空压机
专卖店⼗多家，以连锁经营⽅式逐渐发展到⼴州、深圳、江⻔等珠三⻆其他城市。公司拥有⼀⽀经过严格培训、通过考核后
⽅可上岗的专业服务技师队伍，提供最快捷、周到的服务，解决客⼾的后顾之忧！我们响应21世纪节能环保的主题，最早引
进当今最节能环保的减速机及⼯控⾃动化系列产品，并在包装机械、陶瓷机械、印刷机械、⽊⼯机械、⻛⼒发电、船舶机械、
起重机械等⾏业率先使⽤，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效果，得到客⼾的充分肯定。
    喜德盛公司正处于重要的快速发展时期，我们将“以德为先，⽅有盛，始能恒”的企业⽂化贯穿⾄整个经营管理中，采⽤科
学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各部⻔之效能，最⼤限度地维护客⼾利益，并与之形成共存、共荣的利益共同体。本着“创
新，创造价值”的核⼼价值观，服务客⼾，回报社会，⼒争打造成为最优秀机电服务商。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狮⼭镇罗村联和桂丹路联和南段喜德盛⼤楼  

电话：0757 81808988  传真：0757 86408868

M60��深圳市天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商管理局认定的⾼新技术企业，拥有进⼝
权，是专业⽣产激光雕刻设备的公司。为适合国内企业的⼴泛应⽤，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是国内专业⽣产雕刻，切割设备的公司：主要是从事激光加⼯设备、激光微加⼯系
统的开发、⽣产、销售。主要产品为激光切割机、雕刻机、打标机、激光⼑模切割机等。
天策激光的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并可根据客⼾需求提供各种⾃动化在线激光打标设
备。追求卓越产品品质的同时，天策激光还为客⼾提供⾼效、及时、喜悦的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和卓越性价⽐的产品。
地址：⼴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罗⽥社区⼴⽥路47号⼤南海⼴发⼯业园C栋5楼502��
电话：0755-66850377��传真：0755-66850387

B20��宁波恒创⼯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创⼯具有限公司成⽴于1993年，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是⼀家专业开发和制造各类
孔加⼯⼑具、刃具的⽣产型企业 ,⼚房实⽤建筑⾯积超过1 3 0 0 0平⽅⽶，⽣产⻋间⾯积约
8000m3。
 我们有28年的专业⽣产历史，并只专注于⽤⾼速钢M2和M35的原材料来⽣产产品。⼚区内设专
业热处理⻋间，能更好地控制产品硬度，从本质上抓好产品质量。全线⽣产使⽤全⾃动数控机床，
更为我们的产品提供稳定可靠的质量保证。我们特别擅⻓研发⾮标准类⼑具,有多条⾮标⽣产线。
  我司产品主要销往欧洲，⽇韩及台湾等地区；我们也给国内著名的品牌做贴牌⽣产；2019年我
司以⾃⼰的品牌“恒创”在国内进⾏线下推⼴，⽬前已有200+个经销商加⼊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产品范围⼴，质量稳定。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客⼾的图纸来⽣产OEM产品。欢迎来电咨询
或参观本⼚。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浙江省宁波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创新东路22号  电话：0574-6555910  

传真：0574-6553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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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深圳市诺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是加拿⼤NPT INTERNATIONAL INC 在中国⼤陆的
全资⼦公司，销售NPT牌的量仪，量具，⼑具，钻头，丝锥。 控股企业之⼀：汉中宏峰量
具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汉中市铺镇，原⾪属于中航⼯业公司，30多年来⼀直致
⼒于⽣产各类⾼度尺，重型卡尺，卡尺，是全国最⼤的⾼度尺，卡尺⽣产企业。通过
ISO9001:2000质量认证，⼯⼚还建⽴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控股企业之⼆： 赫特
林数控⼯具有限公司，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公司拥有美国HERTKINE 铣⼑⽣产加⼯中
⼼数台，德国WALTER五轴加⼯中⼼数台，以及国内的⾃动铣⼑⽣产线.专业⽣产铣⼑。
地址：⼴东省深圳市⻰岗区横岗为⺠路1-8  

电话：0755-2869 8963〜5  传真：0755 28698962

B23��佛⼭市南海利⻢德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我司由新加坡资深专家,国内专家组建,专⻔从事润滑油,⾦属加⼯油,防锈油脂等产品
的研发产销和技术服务⼯作。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平洲林岳闸⼝村  

电话：0757 88557188  传真：0757 88557155

C02、C04��中⼭市三⻆镇巨⼒精密机械制造⼚
本⼚位于国⽗孙中⼭先⽣之故乡中⼭市，始建于1984年，是专业制造⻰⻔铣、单⾯铣、⻜边铣、数控铣、
数控加⼯中⼼、⻰⻔铣镗床的⼚家，⼯⼚点地⾯积3万多平⽅⽶，拥有⼀⽀经验丰富，并能从事开发设计
的强有⼒队伍，坚持以“质量第⼀、顾客⾄上、勇于创新”的原则，进⾏⽣产和发展。现时⽣产的产品有：
JL08系列、JL09系列、JL50等系列⻰⻔铣床及XT系列⻰⻔铣镗床，各类⻰⻔铣床光机、单⾯⽴柱铣床、
单、双⾯因定铣边机等，HY500-HY1060各型号数控铣床，加⼯中⼼及系列数控铣床，加⼯中⼼光机、
⻰⻔加⼯中⼼、⻰⻔磨床光机，铸件全部采⽤⾼标号250#-300#以上。                                     
我⼚拥有⾃⼰的铸造⻋间，年⽣产能⼒达6000吨以上，可以对外承接⼤、⼩吨位的灰铁铸件（150#-

300#），单件⼯件的重量可以达到20T以上，另我⼚还有200多台加⼯设备可对外提供机械加⼯服务，
如2020X12m、2020X6m、2016X6m、2012X3m、2010X3m⻰⻔铣床、2016X3m⻰⻔磨、5m导轨磨、
T68、T67镗床、⼤型落地⻋床等…………

地址：⼴东省中⼭市三⻆镇居安管理区  邮编：528445

电话：0760 85408845  传真：0760 8540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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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馆C07��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新技术企业，致⼒于尺⼨精密测量、⼏何量计量检
测等仪器设备的研发、⽣产和销售。
中图仪器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基础，拥有⼀⽀集光、机、电、信息技术于⼀体的专业技术团
队，历经20年的技术积累和发展实践，形成了⼀键式尺⼨测量系列、位置和运动精度测量系
列、轮廓尺⼨和显微形貌测量系列、⼏何量计量仪器系列等尺⼨精密测量四⼤系列产品，具有
近100项技术专利和知识产权，填补了多种国内⾼端尺⼨测量仪器的空⽩。
中图仪器的销售和服务⽹点遍及全国三⼗多个省、市、⾃治区，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海外
市场，坚持为客⼾提供⼀流的产品和服务。
中图仪器未来还将继续专注于精密测量检测技术的发展，⾃强不息、知难⽽上、勇于创新，为
中国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贡献⼒量，图中国仪器之强⼤，铸中国产业提升之利器。
地址：⼴东省深圳市南⼭区西丽街道学苑⼤道1001号南⼭智园B1栋2楼���电话：18682122817�

C08��佛⼭市顺德区⽶克尔机电有限公司
佛⼭市顺德区⽶克尔机电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集研发、⽣产、销售为⼀体，通过IS09001-2008国际
质量认证和国际CE认证，是⼴东省知名的“⾼新技术企业”。本公司多项产品获得“省⾼新技术产品”、
“省著名商标”荣誉，并获得机械⼯业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部中⼩企业技术创新奖，同时拥有发明专利
3个、⽤新型专利27个、外企专利3个、申请待批的发明专利7个。
本公司主要⽣营：DK77C系列智能电⽕花中⾛丝机床、DK77系列电⽕花快⾛丝机床、SXDK系列数控雕
刻机、D71系列电⽕花成型机床、XK系列数控机床、XH系列数控加⼯中⼼、SXD720系列⾼速电⽕花穿
孔加⼯机床，及双壁波纹管切割机和激光打标机等。
本公司的⽬标是打造机床世界，只要你能想到，没有我们做不到。通过创意创新、有效研发，为客⼾提供
性价⽐最⾼的产品，为客⼾的投资创造最⼤的效益，
本公司恪守质量第⼀、⽤⼾⾄上的原则，免费为⽤⼾提供机床安装、调试，免费为⽤⼾提供完善的售前、
售中、售后及⼈员培训服务。欢迎四海宾朋来本公司做客，指导⼯作。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8座106号��
电话：0757�29268099�

C09-C10��普徕格（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佛⼭普徕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研发、⽣产和销售⾼精密⾏星减速机、⾼精
度平台减速机以及专⽤减速机的⼚家。我们的团队擅⻓多种内、外⻮轮加⼯及解决⽅
案，我们采⽤先进的计算机软件进⾏设计和论证，集合多年机械传动和运动控制经
验，提供全球性质的运动和控制解决⽅案，我们为市场提供稳定优质的产品，提供更
优化的⾃动化解决⽅案。我们的产品具有精度⾼、承载⼒矩打、寿命⻓、噪⾳低、运转
平稳、通过性强和免维护等特点。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第25栋⼆层208号  �
电话：1376066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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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C26�雷⼦科技（佛⼭）有限公司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西上海村东平路北侧瀚天科技城B区产业区
2号楼D座4楼402单元 

D22��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科技企业林⽴的深圳市南⼭区。⾃2006年成⽴以来，本着“合作、诚
信、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致⼒于⾃动化控制领域。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专业研发⽣产
COOLMAY品牌的PLC⼀体机、PLC、⼈机界⾯、⽹络电源放⼤模块等⾃动化产品和提供⾃动化技术服
务的国家⾼新技术企业。
公司创新的集显⽰控制开关量模拟量通讯于⼀体的⼀体化控制理念，因其操作简单、配置灵活、性价⽐
⾼越来越为业内⼈⼠所接受，正逐渐成为⾃动化控制⾏业主流产品。COOLMAY产品因其优良品质和
真诚服务得到了⼴⼤⽤⼾的认可，⼴泛应⽤于机械制造、环保⼯程、楼宇智能等⼯业和⺠⽤领域，为⾃
动化控制产品国产化和技术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顾美科技拥有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硬件软件开发⼈才，不断研制出满⾜市场需求、⾏业竞争⼒
强的⾃动化产品。在⾃主研发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与多所⾼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创新。
针对⼴⼤客⼾个性化需求，深圳顾美科技更提出了“开发创新，灵活定制”的⼝号，为客⼾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产品定制服务。
地址：⼴东省深圳市南⼭区创业路中兴⼯业城1栋6楼  

电话：0755 86950416-802  传真：0755 2640066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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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深圳市⾼仓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仓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是⼀家集研发、制造、和销售激光智能设备系列产品以及配套⾃动化装备的⺠营科
技企业。公司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客⼾为中⼼、以技术为保证、以服务为后盾”的经营理念，公司汇集了国内外
众多⾼⽔平的激光专业光学、电⼦、控制系统及精密机械与⾃动化装备的科研⼈员；拥有⼀⼤批⻓期从事激光设
备、精密制夹具和⾃动化设备⽣产的⼀线⽣产员⼯。近年来基本于激光焊接、激光标识雕刻及激光表⾯处理的应
⽤，公司不断向市场推出：激光振镜焊接设备、光纤连续激光焊接设备、半导体激光准连续焊接设备、YAG能量负反
馈激光焊接设备；光纤激光打标设备、激光打⿊打彩设备、紫外激光打标设备、绿光激光打标设备、动态⻜⾏打标设
备；激光清洗设备等。在成功取代传统制造⼯艺的同时，满⾜了现代⽣产⾼效率、⾼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精微加⼯要
求。设备⼴泛应⽤于：动⼒电池，3C电⼦、电⼦电器、精密器械、⼿机通讯、五⾦配件、仪器仪表、医疗器械、汽⻋配
件、卫浴洁具、汽摩配件、灯饰灯具、轴承⻢达、眼镜、塑料⽪⾰、⽵⽊制品、玻璃、陶瓷及包装⾏业，产品深受⼴⼤客
⼾肯定和赞扬，在客⼾中有着良好的⼝碑和信誉。��公司以“诚信服务”为经营⽅针，坚持“质量第⼀、信誉第⼀”努⼒
实现规范化运作模式。��公司建有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体系，对所售产品终⾝维护，全国联保，并提供终⾝免
费的软件升级服务及终⾝免费⼯艺⽀持。由于激光设备的智能化、⾮标性及⾃动化等特性，我司对激光设备相配套
的智能⼯装、⾃动化⼯装夹具有着⾮常丰富的经验及特有的团队优势，能满⾜所有客⼾的应⽤需求。
���������������148�1����        ���0755⼀25412046�������www.gaocanglaser.com���������
参展展品:激光⾃动焊接机、激光打标机、⼿持式激光焊接机



K03��⼴州市跃国电⼦有限公司
�州�跃国电�有��司专业连����件研发、⽣产、制�、销��服务于⼀体的�科技�业，主�
⽣产制�M12连��、M8连��、M12/M8�线�、电�阀连��、传��连��">传��连��、�
��头、圆形连��、电缆连��、�头线束，产品设计符��盟ROHS、CE标�，可��户��开发连
��，�提供��连��应⽤的�决��，�决�户的问题�需�，满⾜⽤户需�。
YUEGUO连����应⽤于传��、检测仪�、电�仪�仪�、电��械、�讯、��、��、计算�、
LED灯，汽⻋、⼯��械，�电，⽯油�测、传输�制�统、电⼯电⽓�统、⼯业⾃动�等领域�⽬前已成
为国际�⽤的标�电⽓连�元�件�产品��、耐�、耐�温，易��，��性�，已在各种�杂恶�环
�正常使⽤。
YUEGUO连��⾃���场�来，稳�的质量得�传��、仪�仪�、⾃动��统�各⾏业制��的
认可，已成为中国�专业传�连��制���⼀。�司经营�针为��质�胜，不�创�。
地址��东��州��禺�⽯基镇�莲路⽯基��47�三层  

电话�020-34709115/34709114  400 9966303  

传��020 34525903

C29�深圳市忠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忠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成⽴于2014年，主要从事夹具、治具、真空吸盘研发、⽣
产、销售为⼀体的企业，公司始终秉承“专业创造品质，品质传递价值”的经营理念，同
时加强售前售后服务，我们始终以”质量良好、服务优先、技术领先“作为追求⽬标。
电话：13423387716
地址：⼴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公明镇李松蓢村第⼀⼯业区炮台路13号
东莞营销展⽰中⼼：⼴东省东莞市沙⽥镇⺠⽥官州路三巷10号

C30��佛⼭市奥迪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市奥迪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家以⽣产新型动⼒传动件产品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要⽣产传动
件有：联轴器(膜⽚,星形,⿎形⻮,万向,蛇形,梅花,内⻮,柱销,轮胎,滚⼦链)，同步带轮,磨⻮⻮轮⻮条，链轮，扭⼒
限制器，胀紧套，螺旋伞⻮轮，蜗杆，蜗轮，等各种复杂的传动件组合，并承接⾮标设计及制造。
本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具有⾼精度的⽣产设备：数控⻋床、数控铣床、刨⻮机、滚⻮机、花键轴铣床、插
⻮机、⻮轮倒⻆机、内圆磨床、端⾯外圆磨床、花键轴磨床、平⾯磨床、⻮轮磨⻮机、⼤型的CNC加⼯中⼼、⻰⻔
铣、线切割。愿意以多种形式与国内外⼚商进⾏合作，共同发展。
 我们的理念
追求卓越·诚信合作·以服务代替销售��让客⼾120%的满意
佛⼭市奥迪斯顺德分公司
电话：0757-22818668 22818898传真：0757-22818889                 

地址：佛⼭市顺德伦教镇康丽花苑25号(即三洪奇⼤桥前500⽶)

⽹址：www.fsids.com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肯三村⼯业区⽂海围4号B⼚房  

电话：0757 83781208 83781308  传真：0757 83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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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D06��东莞市正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正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数控机床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体的⾼新技术
企业，专注于为市场提供先进的⽴式加⼯中⼼机系列，⾼速钻攻中⼼系列，⼤型⻰⻔加⼯中⼼系
列，⾼速雕铣机系列以及卧式加⼯中⼼等⾼端制造设备，⼴泛⽤于航空，模具，能源，船舶，⼯程机
械，军⼯等各制造领域。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于客⼾，如数控系统，线性导轨，丝杆，轴承等机床
配件均采⽤⽇本，德国，台湾等进⼝知名品牌，并引进⼀批专业从事数控机床⾏业⽣产与研发的
专业技术⼈才参与⽣产与管理，借助于强⼤的技术⽀持、检测设备、管理有素的员⼯队伍和⾏业
领先的服务理念从⽽使公司的产品⼀直在市场上得到⼴⼤客⼾的认可，成为品质超群的专业数
控机床制造商。                                                              公司将秉着”诚信、品质、勤奋、创新“的企
业精神，以”诚信正业，事业泷盛“为企业愿景，不断为顾客提供系统的产品解决⽅案、⾼品质的产
品及快速响应的⽆忧服务，与员⼯、客⼾、社会共享发展，共赢未来。
地址：⼴东省东莞市⻁⻔镇北栅社区崩岗⼯业区⼆街⼆号A栋楼103  

电话：0769 85265287  传真：0769 85265287

D07-D10 �佛⼭市松顺机械有限公司
台湾伯克希尔品牌是⼀家专业⽣产⽅格超强⼒磁盘、真空吸盘、电控磁盘、细⽬永磁等产品的
公司。公司产品⼴泛应⽤于模具制造、快速换模系统、轴承制造、⼯程机械制造、汽⻋制造、船
舶制造等领域，充分发挥产 品的优势，节约客⼾成本，提⾼⽣产效率。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设
备，严格的管理是公司得以不断发展成⻓、
产品能够蠃得⽤⼾依赖的根本所在。以质霣求⽣存、以信黉求发展是我们的经菅理念。
多年来，深圳伯克希尔有限公司依靠台湾先进技术和⼯艺的基础上，及在机械⾏业的智慧和
经验.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可靠性居全国领先地位，产品遍及全国各地，我们积极倡导：以市
场为导向，以科研为⻰头，以 创新为⼿段，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我们积极参与推⼴以及⾏业交流活动，公司在⻓期的发展过程中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
产品性能、领先 的技术优势和国内许多⼤型实⼒制造⼚都建⽴了⻓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也热诚欢迎国内外客⼾来我司考察，参观及技术交流!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座19 

D11-D19��昆⼭瑞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瑞钧机械有限公司始创于1983年,⽬前涉⾜成套电⽓、机床制造等多个领域。瑞钧机械专
业从事电⽕花周边系统及数控机床的研发，⽣产和销售，是国内较早⽣产电⽕电⽕花数
控机床的企业之⼀。公司是⼀家具备雄厚⽣产实⼒和现代管理机制的⾼科技企业，秉承
独特创新、精益求精的企业⽂化，率先研发了多种国内领先的⾼精度电⽕花数控机床。并
充分发挥⾃⾝智⼒资源，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不断融合现代化的管理、设计及⽣产⽔平，
持续创新，旨在为模具⾏业提供⾼附加值的制造设备。产品是品牌的核⼼，产品的好坏直
接决定了市场的⼤⼩和⼝牌的⽣命⻓久。瑞钧机械为此谨记“品质⾄上，创新第⼀”的质
量理念，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以产品不断地更新换代赢得市场的扩⼤。瑞钧机械（东莞）
有限公司是⼀家经国家相关部⻔批准注册的企业。瑞钧机械（东莞）有限公司凭着良好的
信⽤、优良的服务与多家企业建⽴了⻓期的合作关系。瑞钧机械（东莞）有限公司热诚欢
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地址：⼴东省东莞市⻓安镇锦厦聚和国际模具⼴场C268号  电话：0769 8162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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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D21�佛⼭市顺德区澄宇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澄宇液压机电有限公司是以下集設計、⽣产、销售、服务于⼀体的液压元件及液压系統的
专业公司，产品包括⽅向阀、叠加阀、压⼒阀、流量阀、⽐例阀、插裝阀、叶⽚泵、⻮轮泵、动
⼒单元、液压系統等，⼴泛应⽤于⼯程机械，⻝品机械，塑料机械，制鞋机械，制砖机械以及
印刷电路板机械等，可为客戶提供完整的液压解決⽅案。公司透過合理的⽣产规划以及严
格的品质系統管控，建⽴起完整⽽精密的分⼯如图体系，在⽣产制造WILSHEN电磁阀和叠
加阀的同时，经营台湾EALY（⼽⼒）油泵，S.Y（群策）电机，ANSON（安頌）系列⼦⺟叶⽚泵、
CA（I 台灣銓儀）压⼒表，CLC（⾦徠居）系列辅件等諸多品牌，致⼒成為国内最优秀的进⼝
液压元件供应商之⼀。公司秉承“专业，创新，服務”之理念，坚持以“以⼈為本”之宗旨，制
造出更精密先进的产品，来满⾜客戶的需求，期待著与您攜⼿共创辉煌！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容桂上佳市中路段德宝电器B座2楼��
电话：0757�26680320��传真：0757�26680321

D23-D24、D26-D27�江西省⼒速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江西省⼒速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于2010年在江西省上犹县上犹⼯业园成⽴。公司⼀路随着机械业成⻓和壮⼤，现有产品
种类包括：中⾼速加⼯中⼼机、硬轨/线轨加⼯中⼼机、⻰⻔加⼯中⼼机、⾼速雕铣机、钻攻机、⽕花机等数控设备。经过
多年的努⼒，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100多名技术⻣⼲，26000多平⽅⽶的标准化⼚房，年产量可达１5００台的国家⾼新
技术企业。分别在⼴东、上海、江苏、江西、湖南、浙江、四川、重庆、北京、福建、⼭东、安徽等地分别设⽴销售及维修服务
机构。
  公司充分发挥⾃⼰核⼼技术优势的同时，与国内外⾏业知名企业⽇本三菱公司、⽇本发那科公司、德国西⻔⼦公司、西
班⽛发格⾃动化公司、台湾台正机械公司、台湾上银科技等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构建了完整的品质保证
系统和完善的服务跟踪体系，宊出产品的差异性和稳定性，倾⼒打造“固特⼒GOODLY”和“思耐特SINET”⾃主品牌及
“完美、稳定、完善”的品牌形象。其产品系列得到了市场的好评。
  公司本着“真诚、务实、创新、进取”的经营理念，秉承科技为技术之本的思想，以国际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坚持⾛产品
差异化，服务终⾝化的道路，努⼒为客⼾提供⼀流品质，⼀流服务的模具加⼯设备！
江西电话：0797-8577386       东莞电话：0769-85304678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业园
东莞地址：东莞市⻓安镇厦岗社区⾦铭模具城16栋9-16号
地址：⼴东省东莞市⼤岭⼭镇⼤岭村安居路76号  

���0769 85304678  ���0769 8176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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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K23-24�⼴东纳斯奇机电有限公司
⽇⽴电机中国总代理商--⼴东纳斯奇机电有限公司是⼀家专注于智能装备的设计、研发、⽣产、销售及
服务的⾼新科技企业，成⽴⾄今，公司不断为客⼾提供卓越的⼀站式解决⽅案。凭借领先的技术及优质
的服务，秉持“让中国智能装备与世界同步，并为客⼾创造更多投资回报”的企业宗旨，致⼒成为⼀家⾏
业优秀企业。
本公司主要经营两⼤块产品：直线电机和数控切削⼯具。

⼀、直线电机：⽇⽴电机,⽇⽴直线电机,进⼝直线电机,⽆芯直线电机等直线电机产品，公司以⼯业机器
⼈、直线电机、DD⻢达（⼒矩电机）、精密平台为主导产品，产品⼴泛应⽤于精密激光加⼯设备、精密测
量仪器、液晶⾯板设备、电⼦半导体设备、医疗器械等需要精密控制及定位的领域。

⼆、切削⼯具：厦⻔⾦鹭、⽇本住友、⽇本黛杰、⽇本不⼆越、韩国克劳依、德国海默、株洲钻⽯等进⼝⼑
具、硬质合⾦⼑具⼑柄代理商。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8座⼆层201-206��
电话：0757 29399588��传真：0757-29399588



D25��⼴东佛⼭市固峰⾃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东佛⼭市固峰⾃动化机械有限公司致⼒于紧固件加⼯⾏业⾃动化设备研发，⽣产销售⼀体的⾼新企业，
并为客⼾提供量⾝定做的⾃动化解决⽅案。⾃创⽴以来，固峰机械全⾯汲取众多资深客⼾反馈经验，我们持
续不断的创新� 研发� 改良攻⽛机机型，先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颁发的3项实⽤新型专利证书。现公司
主要⽣产的产品：新款斜式双伺服全⾃动攻⽛/钻孔机系列、新款台湾导螺杆伺服⾃动攻⽛机系列，卧式双
头伺服⾃动攻⽛/钻孔机系列，多⼯位/多轴⾃动攻⽛/钻孔系列，专业⾮标定制，为紧固件⼯⾃动化提供解决
⽅案。
固峰公司始终秉承贯徹“以诚为信，以信为本，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客⼾⾄上，为客⼾创造价值“的经营理
念，本着�急客⼾之所急，忧客⼾之所忧“的服务精神，员⼯始终牢记质量是企业的⽣命线。因为11年的专注
所以我们更专业，集多年产品的研发，⽣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经验，为⼴⼤客⼾提供更专业，⾼效，稳定，⾼
品质的产品和快捷⽆忧售后服务，受到⼴⼤客⼾的⼀致好评。
纵观今⽇，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和希望，决⼼以更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与国内外⽤⼾真诚的合作，
共创美好的未来，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佛⼭市固峰⾃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蒋⻜武 17503031845  ⽹站：www.fssgfjx.com��电话：0757-23330849
地址：佛⼭市南海区桂城平洲林岳西⼆村中岸坊⾃编6号

D28�⼴东驭⻰科技有限公司
⼴东驭⻰科技有限公司致⼒于打造FA ⼯⼚⾃动化零部件⼀站式电⼦商务购物平 台。
驭⻰商城全⾯布局两⼤业务板块：进 ⼝传动部件和国产⾼端机械配件，并以远 ⾼于
⾏业规模平均增⻓速度的发展态势满 ⾜设备制造企业⽇益多元的消费需求。进 ⼝传
动部件中⼼主要从事国际知名品牌直 线导轨、滚珠丝杆、精密模组、直线轴承 等进⼝
传动商品的⽹上销售。全商城汇集 世界知名品牌30多个，产品涵盖导轨、滑 块、精密
模组、直线轴承、滚珠丝杆、电 缸滑台、伺服电机、直线光轴、联轴器、 滚珠花键等⼗多
个⼤类近300000个产品 型号。产品⼀应倶全，没有我们提供不了 的传动零部件！
电话：0755 88868882 

E01-E10��⼴东钲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钲捷智能⾃台湾⼚成⽴⾄今已超过20年，⻓期专注于机械加⼯、机床关键零部件制造
领域，为多家⽇本企业代⼯。⾃2014年在⼴东省投产以来，钲捷智能发展成为专业⻋
铣复合中⼼的制造供货商，拥有10多项机床专利，多款产品通过⾼新技术产品认证，
建⽴了完整的⽣产制造体系，严格执⾏采购及装配、检测流程，产品⼴泛应⽤于航空
航天、军⼯、交通、光通讯、模具、电⼦、钟表等⾏业之精密复合加⼯，深受⼴⼤客⼾欢
迎，已成为华南及⾄全国颇具影响⼒的⾼端⻋铣复合品牌。

地址：⼴东省东莞市茶⼭镇卢边村恒兴昌⼯业园C栋5楼  

电话：1392949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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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F10��佛⼭市精庆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庆鸿⾦机械有限公司始创于1996年，是台湾协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陆的核⼼服务商公司，公司主要全权代理台湾原装进⼝
“台湾协鸿HARTFORD”所有产品，销售台湾协鸿CNC超过2000台，集“整机销售，备品备件、售后服务、技术⽀持”4S⼀体的营销模式，
主要⾯向华南地区（含⼴东全省、珠三⻆地区）及周边地区客⼾，可提供整机加⼯⼯艺解决⽅案。
协鸿所有设备都在台湾台中⼯⼚⽣产，100%整机原装进⼝到⼤陆，主要产品有⻰⻔式、⽴式、卧式、五⾯体、五轴、钻攻、⾼速…等综合
加⼯中⼼及数控铣床，产品应⽤于航空航天、铁路、船舶、汽⻋、家电、通讯、模具制造等⾏业，在国内各⾏业起到举⾜轻重的作⽤，产品
响誉国内外。
本公司在⼴东设有4S服务中⼼，并在东莞⻓安、横沥、佛⼭禅城、深圳⻰华、中⼭⽕炬开发区、顺德顺联机械城等…驻有⻓期售后服务
点，有专业维修⼈员，能快速处理新机调试验收、操作培训等⼯作。此外，更提供机床售后保养、维护等服务，让顾客拥有优质、满意的产
品！
本公司坚持诚信、品质第⼀、专业服务的宗旨，不断开拓新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满⾜顾客需要。同时注重提⾼员⼯技能及素质，为客⼾
提供更满意的服务！
售后服务点：
佛⼭市禅城绿景⼆路38号商务楼5座805

电话:0757-83838362���传真:0757-83838361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狮⼭镇官窑红沙⼯业区惠⺠路8号  �����电话：0757 81776818  传真：0757 81776819

F11-F22�菲舍卡勒机床（佛⼭）有限公司
⼴骋数控智能科技(佛⼭)有限公司精⼼致⼒于精密机械产品研发和⽣产，主要经营⾼品质数控加⼯中⼼类产品。
公司⽴⾜于⾼起点，公司员⼯90%均为本科毕业⽣，且在数控机床领域⾥从业多年， 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公
司⻓年聘请海外技术⼈员进⾏技术指导研发⼯作。公司还拥有 完善的检测设备，如：三座标测量机、双频激
光⼲涉仪和球感仪、主轴动平衡仪等。并为技术开发⼈员配置了先进的三维设计软件进⾏CAD/CAE设计和
分析。
公司重点服务于汽⻋摩托⻋、航空航天、电⼦、通讯、模具、电⼒、铁道以及⼯ 程机械等⾏业，为其提供⾼性能、
⾼效率的⾃动化加⼯⼯艺装备和技术，⽤于各种复杂型⾯的机械零件和模具零件的⾃动化加⼯，产品选配不
同数控转台可实现四轴、五轴联 动加⼯，可为⼴⼤⽤⼾提供交钥匙⼯程及成套⽣产线等服务。
公司指导思想：质量保证服努取胜管理奋进。
公司经营理念：先服务后业务做好服务为客⼾创造价值 公司经营⽬标：做数控加⼯制造的保健顾问
服务⺠族⼯业⼒创⺠族品牌 统⼀的服努接,成熟完善的服务管理体系！
服务热线：400-699-8211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8座⼆层284  

电话：0757 23338211 400-995-8211  传真：0757 23337211

G01-G10��⼴州德⼒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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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德⼒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板材、型材加⼯中⼼的研发、⽣产、销售、服务为⼀体的⾼新
科技企业 .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量和⼗多年数控加⼯中⼼设备制造、现场加⼯应⽤经验，将德国
POWER� CAM专业型材加⼯软件系统，完美结合国内⽣产加⼯⼯艺要求，并进⾏⼆次开发，⽣产出具有国
际⽔平的数控加⼯中⼼，⼴泛应⽤于交通运输产品制造业（汽⻋、⽕⻋、造船、航空等），电⼦产品，医疗器
械，卫浴配件，⻔窗幕墙装饰等⾏业，以优良的品质赢得市场肯定和⼴⼤客⼾的好评.
本公司现有的产品主要包括:FC系列五轴型材加⼯中⼼，HCZ重型系列型材加⼯中⼼，HC重型系列型材
加⼯中⼼，MB系列数控板材加⼯中⼼,MC系列四轴型材加⼯中⼼，PC系列三轴型材加⼯中⼼，SD系列三
轴型材加⼯中⼼，SC系列三轴型材加⼯中⼼，SA系列三轴型材加⼯中⼼，SP系列三轴型材加⼯中⼼等。
Power�CAM编程软件，专利技术，⼈机对话，操作简易，免费升级！
德⼒以“匠⼼独运、国际品质”作为公司的企业精髓，⽤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与国际先进⽔平保持同⾏，不断
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和⾃有知识产权的核⼼技术创新能⼒，实现“成为世界⼀流⾦融设备整体解
决⽅案服务商”⻓期战略⽬标，树⽴全球性的强势品牌。
地址：⼴东省⼴州市⽩云区⼈和镇秀盛路三盛⼯业区

东莞市⻓安乌沙宜丰商务⼤厦811.

电话:0769-86006223���传真:0769-86006229

⼴东4S展⽰厅：佛⼭市南海区狮⼭⼀汽⼤众⼯业园内
展⽰机型：1682、⻰⻔3⽶、4⽶、6⽶������联系⼈:�叶国庆�总经理13702931202�����E-MAIL:�ygq82101@139.com������⽹址：www.qhjcnc.com



G11-G19��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台群精机）是创世纪（股票代码：300083）旗下全资
⼦公司，成⽴于2005年，是⼀家集智能装备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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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德等品牌，数控机床产品品种
⻬全，涵括钻攻机、零件加⼯中⼼、模具加⼯中⼼、数控⻋床、⻰⻔加⼯中⼼、玻璃精雕
机、雕铣机、⾛⼼机等系列精密加⼯设备。

地址：⼴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东环路508号A座  

电话：4006686559

G20-G26、G23-G24�厦⻔东亚机械⼯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市艾恩康机械有限公司，成⽴2003年，前⾝是佛⼭市⾦杰豹机电商⾏，是⼀家具
有10多年资历、证照⻬备、充满活⼒的⼤型空压机销售服务公司，是厦⻔东亚机械有
限公司驻佛⼭地区办事处，历年来本着“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理念。公司在珠三⻆地
区拥有数⼗家产品销售服务⽹点，是众多优秀企业的⻓期合作伙伴；拥有经专业培
训、严格考核的销售队伍与售后服务团队，可以为客⼾提供专业的售前和售后服务。

地址：福建省厦⻔市同安区西柯街611号

G22��⼴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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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是⼀家集研发、⽣产、销售、服务于⼀体的专业化⽓动⼯具公司主要产
品有⽓动打钉枪、各种⽤途的专业使⽤钉、⽓动⼯具等，专业为客⼾提供整套紧固连接整体解
决⽅案。本公司地理环境优越、交通⼗分便利，距⼴州⽩云国际机场30公⾥，距离⼴州⽕⻋北
站（花都站）16公⾥，从⼴州西⼆环⾼速炭步出⼝转右2公⾥即到本公司。
公司旗下精密脱蜡铸造事业部，⽣产⾼品质、⾼精度、标准化的⼯业级产品，满⾜中国品牌美
特⼯级⽓动钉枪的需要。⽣产各种不锈钢、碳钢、合⾦钢铸件，技术指导需求，供应有标准、有
品质需求的客⼾群体。确认合作对象后根据客⼾图纸、样品及材质要求从模具开发、⼯艺定
型、产品加⼯等提供⼀站式服务，为客⼾提供⾼品质全硅溶胶脱蜡精密铸造铸件，包括汽⻋零
件、⽓动⼯具、锁具零件、鞋业机械配件、⽊器机械配件、建筑五⾦、船⽤五⾦、医疗器械零件、
卫浴厨具五⾦、管业零件、五⾦⼯具等。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镇和顺和桂⼯业园B区顺景⼤道1 0号   � 电话：0 7 5 7 

85122085  传真：0757 8512207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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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5��⼴东豪之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东省翁源县翁源镇华彩化⼯涂料城B-12-1

G26-G27�北京宇晨瑞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宇晨瑞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家机械及⾏业设备的企业，经国家相关部⻔批
准注册。主营精密螺⺟、压块、拉⽖、维修主轴、主轴、双摆头、数控转台，公司位于中国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中路公益西桥城南⼤道3-0716室。北京宇晨瑞翔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本着“客⼾第⼀，诚信⾄上”的原则，与多家企业建⽴了⻓期的合作关系。热诚欢迎
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嘉园益城园16号楼3-0905��
电话：010�87564603��传真：010�87564605

G28��深圳市利德激光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德激光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激光光学加⼯设备⽣产企业。公司聚集了⼀批多年从事激光⼯业
应⽤领域的优秀成员，通过团队⾃⾝对激光技术、机械结构、⾃动化控制、电⽓⼯程，及软件开发⽅⾯的领悟，
积极开发出“性能稳、精度⾼、效率快、品质好”的精密激光加⼯设备。 
 公司⽬前主要致⼒于：不锈钢制品、五⾦配件和珠宝⾸饰贵⾦属等⾏业的激光加⼯设备⽣产研发。 
⽬前开发的主要设备机型有：YAG⾃动化多轴联动激光焊接机、光纤传导激光焊接机、⼤功率能量负反馈激光
焊接机、⼀体式⾸饰(义⻮)激光点焊机、YAG⾦属薄板精密切割机、⾼速光纤激光器切割机、光纤打标机、
CO2激光打标机等， 

利德公司⽣产的激光加⼯设备，已获得珠三⻆、⻓三⻆和东南亚地区，多家国内外不锈钢厨具、卫浴、灯饰、五
⾦配件、和珠宝⾸饰、义⻮（假⽛）等⾦属制品⾏业的⼴泛使⽤和认可。 
利德激光始终秉承“创新为主、技术优先、⾏业深耕、服务客⼾”的经营理念，积极学习和总结国际激光⻰头企
业的成功案例，以中⼩企业转型升级为契机，努⼒创造出更多，更适合客⼾⾃⾝产品加⼯特点的激光应⽤解决
⽅案，使⽤⼾以尽可能少的设备资⾦投⼊，获得更⾼效的企业回报
地址：⼴东省江⻔市蓬江区杜阮镇⻰安新村66号  

电话：086-755-2802 0189  传真：086-755-2802 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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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H10��深圳市海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海诚公司成⽴于2009年，其⼦公司深圳市海之诚⾃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于2014年注册，在深圳市经济特区茁壮成⻓，占⾯积约3000㎡，公司环境优雅，技术实⼒雄厚，研发
专利50余项，是⼀家集研发、⽣产、销售、服务为⼀体的国家⾼新技术企业。致⼒于为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案，包含⾃动化技术设计、数据信息化、⼯艺定制等智能造解决
⽅案。
⾮标⾃动化设备事业部
⾮标事业部为海诚设备最早进⼊与发展的部⻔，集⾃动化技术研发、⽣产、制造等特殊⾮标设备定制。在⾮标⾃动化⽣产线装备、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以及开关⾃动⽣产
线、各⾏业机芯装配线、⻮轮装配⽅⾯处于领先地位。在提升产品质量、减少⼈⼯、提⾼⽣产效率、降低⽣产成本等⽅⾯提供性价⽐最⾼的⼀揽⼦解决⽅案。公司技术部有着
多年丰富的设备开发经验，拥有⼀批资深设计开发团队。产品严格按照欧美精密设备的⼯艺制造理念，结合本⼟优势及公司创新理念来打造，使我们的产品在质量、价格、
服务等⽅⾯具有明显优势。服务的主要客⼾群体：汽⻋仪表、钟机芯、⼿表机芯、医疗、精密电⼦电⼯、五⾦加⼯、科研、家电通信等。我们本着⽴⾜中国、放眼全球、给客⼾提
供最⾼性价⽐的产品，与客⼾合作共赢。
钻攻机事业部
钻攻机事业部专注于铝制品及压铸件产品的加⼯机床研发、⽣产制造、经营销售，并为客⼾提供全⽅位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前产品规模、研发实⼒、市场占有率以及
企业管理综合实⼒已位于⾏业前列。公司现有主要系列产品：标准数控钻攻机（基本型、⾼速型），⼑库数控钻攻机（基本型、⾼速型），钻铣攻加⼯中⼼。通过近年来精益求精
的研发与管理投⼊，公司的产品品质已明显优于同类产品。公司分别在⼴东佛⼭、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设⽴办事处。海诚设备将竭诚为全国铝制品加⼯、散热器加⼯、压铸
件加⼯、摩汽配件加⼯等⾏业的客⼾提供最实⽤的优质产品、最放⼼的售后服务、最快捷的技术⽀持。欢迎⼴东地区及国内外客⼾及代理商与我司商洽，互利合作。
公司优势
公司为所有员⼯提供公平、公正、健全的激励机制和丰厚的回报为优秀者⽽准备，同时，⽤严格的考评制度来拒绝⼀切平庸。我们渴望优秀⼈才的加盟！
如果你有志于创业，我们提供⼀个良好的平台，激励员⼯成为卓有成效的奋⽃者，为每⼀位有志之⼠创造⼀个最具理想和实现⾃我价值的平台.

成就=天资（能⼒*努⼒*态度）
优秀⼈才在公司的发展路径有以下3种：
1、员⼯—优秀员⼯-公司红利股东--公司股东   2、业务—销售精英-公司红利股东-公司股东      3、员⼯/业务--职业经理⼈---公司红利股东-公司股东,

海诚设备全体员⼯视客⼾百分百满意为⾄⾼⽆上的宗旨，追求突破与技术⾰新，实际了解客⼾潜在需求，造⼀流产品，创⼀流服务，不断改进品质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地址：⼴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潭头第⼆⼯业区A10栋  ���电话：0755 27489951  传真：0755 27489981

H11-H14�佛⼭汇优⾃动化有限公司
主要⽣产经营攻⽛机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8座07号  

传真：23337099

H17-H18��东莞市台创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台创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产多轴钻孔攻⽛机、多轴器、动⼒头、攻⽛机、油压钻床、⾃动化流⽔线
设备、⾮标⾃动化设备及⼯装夹具的企业。公司拥有⼀批优秀的技术⼈员，对产品有独到的⻅解。公司
秉承精品理念，坚持⾼起点，⾼标准。采⽤全新的⽣产设备和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产技术，以品质为
引航，以名牌为追求，以⼀切为客⼾的企业经验，建⽴严格的品质监控体系，⽣产⼀流的产品，服务⼤
众。
⾃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恩”牌精密⾃动攻⽛机、精密⾃动油压钻孔机、多轴攻⽛器、多轴钻孔器等机
械设备产品相继进⼊中国市场，以其优越的性能、可靠的质量、完善的服务成为⼴受消费者喜爱和信赖
的产品。
公司拥有先进的加⼯技术和雄厚的专业设计团队，本着质量第⼀，诚信经营的理念，不断创新品质，⼒
求精益求精经营宗旨：以客为尊、追求卓越！

地址：⼴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桥梓路2号101室  

电话：0769 85326990  传真：0769 88619000



H19��佛⼭市顺德区逸加⾦属科技有限公司
逸加⾦属科技有限公司，是⼀家集⾦属材料研究、铸造，加⼯制造及配套装配于⼀体的专业耐磨减磨材料的⼚家。
主要产品有：
1、锡⻘铜、铝⻘铜、磷⻘铜、稀⼟合⾦、锌基耐磨合⾦、铝合⾦、镁合⾦
2、机械传动核⼼配套产品：蜗轮蜗杆、梯形丝杆螺⺟、套、滑块、轴⽡轴套等等。并承接⾮标定制，产品⼴泛⽤于减速机、⾦属切前机床、冲床、压
铸机、注塑机、⽊⼯机械、玻璃机械、包装机械、纸箱机械、剪板机、折弯机、液压机、陶瓷机械、⽯材机械、叉⻋和⽔泥回转窑、⻝品机械、船舶、电
梯等机械制造⾏业。

公司依托湖南有⾊⾦属研究院，由全国最早研究耐磨减磨材料专家易教授指导，采⽤国内外先进的低压铸造技术和重⼒铸造技术，中频炉，环
室炉熔炼，⾦属模具铸造，彻底地消除了传统的铸造⽅式产⽣的疏松、砂眼、裂纹、⽓孔、夹遭等缺陷。可以铸造最⼩壁厚2. 5MM的合⾦产品，其
物理性能甚⾄可以超过国家标准，达到国内外先进⽔平，最⼩蜗轮0. 1公⽄，最⼤为1000公⽄，直径2. 4⽶，轴套重400公⽄，合⾦锭⽇产量可达
4吨。

创⽴⼗多年来，经过不懈的努⼒，不断的经验技术的积累，充分发挥⾃⾝优势，逐步形成多品种的发展。⽬前拥有⼀⽀⾼效率，⾼素质的由中国
⼀流有⾊⾦属专家、教授领衔，形成多名专家、⾼级⼯程师和科研技术⼈员产品研发制造梯队，同时拥有精良、⻬全的加⼯设备，先进的⽣产⼯
艺，严格的完善的品质检测⼿段，产品质量达到同⾏业领先技术，为国内外客⼾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始终坚持：“做⼈何谓正确”的理念，“利他之⼼”是我们发展的原动⼒。
凭借诚挚的企业信誉，专业热情的服务，过硬的产品质量，逸加已经赢得了⼴⼤客⼾和业内⼈⼠的好评。
“⼀切以⼈为、本质量⾄上，打造中国有⾊全属专家为⼰任”， 逸加愿与国内外客⼾真诚合作，共图发展。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永⼯业区⼀路6号  邮编：528313

电话：0757 23306858  传真：0757 22394046

H20-H21�东莞市赫普机械五⾦有限公司
兆奕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于2011年·⽹罗⼀群具有数⼗年专业技术经验的制造服
务团队，并业在成⽴后短短5 年期间连续2年获得⾼级认证-台湾精品奖殊荣，此外，兆奕精
密是第⼀家在分度盘（第四轴）及⼑络领域获得台湾精品奖殊荣的领导⼚商，
兆奕精密团队拥有优良专业之技术服务，专司⽣产复合式加⼯机专⽤各式⼑塔，动⼒⼑
塔、⾃动化机械设备⽤定位精准间歇性凸轮分割器及凸轮式⽆间隙精准分度盘与⾃动换
⼑机构及各式特殊凸轮设计制作。

为使公司成为台湾精密制造翘楚的地位迈进，不仅通过IS09001: 2015国际品牌认证，更
斥资引进了最新⾼精密加⼯设备，⾼速精准专⽤⼯作⺟机、以及⾼精度量测仪器，在坚持
产品全⾯品质管理的理念下，期望带给客⼾新的思雄，新的消费观念及物超所值约新价值
观，
地址：⼴东省东莞市⻓安镇锦厦振安中路143号聚和国际机械五⾦城⼆层D3区05号

H22��东莞市铭泽五⾦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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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产品：数控⻋床⻋⼑杆及⻋⼑⽚，铣床数控⼑柄，铣⼑杆⼑盘，铣⼑⽚，螺纹⼑
⽚,CBN/PCD⼑⽚，⼩零件精⻋⼑⽚，数控⻋床卡盘夹头，钨钢铣⼑/丝攻/钻头等��
展出展品：
CBN/PCD数控⼑⽚，镗孔/钻孔加⼯⽤⼑具系统，螺纹⻋削/铣削加⼯⽤⼑具系统��

地址：⼴东省东莞市⻓安镇乌沙振安中路56号⻓荣国际机械五⾦⼴场H42-1号铺��
电话：0769�85359506



H25��⼴州市兰格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州市兰格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提供动⼒及传动设备，拥有专业的技术⼈员多名，可
按客⼾要求提供最好的动⼒传动⽅案。公司本着客⼾⾄上的经营理念，按照客⼾设计要
求及使⽤环境提供最合适的传动配件和最贴⼼的服务，确保最⼤程度的满⾜不同客⼾的
各种需求。

主营产品：普通蜗轮减速机、伺服专⽤蜗轮减速机、精密⾏星⻮轮减速机、精密⾏星圆⻮
式减速机、NGW⾏星减速机、进⼝和国产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直流电机、⻮轮⻢达、联轴
器、丝杠、导轨、同步带、阀⻔、⼯业⽤仪器仪表等。 

经营理念：客⼾⾄上  诚信经营  共同发展
欢迎⼴⼤⽤⼾来电来函咨询，我们将提供最诚实和优质的服务。
地址：⼴东省⼴州市⻩埔区榕环南路6号融汇⽂创中⼼A栋410-412  

电话：020 32353924

H28�佛⼭市顺得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市顺得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名光辉⻮条⼚，成⽴于2007年，位于华南⽊⼯机
械之乡⸺伦教。⼈⽂美好、地理优越、交通便利、物流可直接到达全国各地。�

本公司具备数控铣床、数控双⾯铣床、数控钻床、天津插⻮机、精密磨床等完整的专业⽣
产设备。⽣产的产品有精密⻮条、雕刻机直⻮条、斜⻮条、⽊⼯机械⻮条、玻璃机械⻮条、
⽯材机械⻮条、⻮轮、各种配件等。�

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佛⼭市顺得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诚信、实⼒
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杏坛镇⻰潭欧村⼯业区4号之九��
电话：0757�22261007��传真：0757�28607669

J01-J04��⼴东⼤铁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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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鐵數控機械有限公司成⽴于2006年、是⼀家專注于電加⼯機床、中⾛絲、綫切割、電⽕機、穿孔機、數控機床
的硏究、開發、⽣產及銷售的⾼科技企業，總部及硏發基地設⽴于⾵景秀麗的佛⼭南海⾼新區，銷售服務網絡布遍
全國各地、設有30多個服務部、營銷中⼼及分公司。公司技術和硏發實⼒雄厚、擁有3項發明專利、6項創新專利及
其它相關專利核⼼技術共16項、是國內⽴項攻關特種放電加⼯技術的企業，幷被認定爲“國家⾼新技術企業”。
2013年廣東省政府、廣東⼯業⼤學、⼤鐵數控聯合創⽴廣⼯硏究院、幷引進多名⾼校敎授、博⼠、及國內外擁有
50年電加⼯硏發經驗的資深專家⼊駐硏究院、成⽴了專攻放電加⼯技術的硏究分院、我們硏發的放電加⼯設備具
有、⾼效率、⾼精度、低損耗、低粗糙度等特點、掌握放電加⼯的核⼼技術、遙遙領先于國內同⾏、處于國際領先技
術⽔平。

⼗年來、我們⼀直專注于電加⼯領域、旨在爲客戶提供更好的電加⼯設備、產品已遠銷⾄美國、英國、 德國、印度、
⽇本、韓國、⼟⽿其等國家和地區、爲全球超過10000家企業提供電加⼯解決⽅案。公司以“ 客戶爲中⼼，爲客戶創
造價値，提供⾼性價⽐的產品、服務”爲經營理念，實現與客戶的互利共嬴，已赢得廣⼤客戶的好評和認可，幷受到
業界的⼀致推崇。謀客戶之所謀，致客戶之所需，不懈努⼒、不斷超越，⼤鐵數控正砥礪前⾏、蓄勢騰⾶！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2座01A  

电话：0757 23302948  传真：0757 23302948



K01-K02��佛⼭市海威机电有限公司
佛⼭市海威机电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海威机电有限公司分公司，⾪属于台湾HIWIN集团，是中国⼤陆地区的⾏销与技术服务机构，
总部位于台湾省台中市⼯业区。关系企业：⼤银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产基地均在台湾。同时
HIWIN分别在德国、瑞⼠、捷克、⽇本、美国、俄罗斯、以⾊列、巴西、南⾮国家设⽴研发⽣产及销售机构。HIWIN已建⽴了覆盖全球
主要⼯业国家的销售和服务⽹络。

⼗多年来,海威秉承HIWIN经营理念，专业专注经营HIWIN全系列产品，包括滚珠螺杆、线性滑轨、⼯业机器⼈KK模组、KA模组、线
性⻢达、线性致动器、旋转DD⻢达、AC伺服⻢达，以及各种传动控制精密定位系统。
HIWIN系列产品应现今机械之⾼精度化的趋势⽽研发，⽆论在台湾、在⼤陆还是在全世界，HIWIN产品的卓越品质，深得⽤⼾肯
定和赞誉。

HIWIN系列产品⼴泛应⽤于⻛⼒发电、太阳能设备、新能源设备，⾼铁设备，电⼦设备，数控机床，⽊⼯机械，搬运、输送机械，精
密测量仪器，产业⾃动化产业机械，电⼦半导体设备，机器⼈，机械⼿臂、注塑机械、包装机械等，所有需求精密传动控制及定位的
领域。

海威公司采⽤现代物流仓储技术，为⼴⼤⽤⼾提供库存服务。
海威公司秉承精良品质、诚实信誉的经营宗旨，提供产品保证：原⼚正品，质量优良，价格公道，交货快捷，并以专业的技术⽀持，
优质的售后服务，为您解决技术难题。期待合作愉快！

地址：⼤良街道105国道红岗段古楼综合楼⼆楼  ����电话：0757 22265842  传真：0757 22265843

K04-K05�东莞市信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信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于2008年，总投资500万⼈⺠币，注册资⾦100万⼈⺠币，是⼀家
专⻔从事机械⼿，分割器，⽓动元件的企业，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量和完善的制造系统。
公司主要产品有：冲床机械⼿、PP.U机械⼿、电驱动抓取单元、⽓驱动抓取单元，XY-Table移动平台，凸轮
分割器等。我司已取得了冲床机械⼿、PP.U机械⼿、电驱动抓取单元、⽓驱动抓取单元，XY-Table移动平
台的专利。

200,00平⽅英尺的⼤型⼚房及与之配套的先进的现代化设备是东莞市信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制造
领域的强⼤优势。务实肯⼲⼜经验丰富的管理队伍和科研队伍是东莞市信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发
展的根本。

公司要求全体员⼯锲⽽不舍地按照“市场导向、开发先⾏、质量保证、客⼾⾄上”为经营⽅针，“艰苦创业、
同⽢共苦、完成⽬标”为创业精神，为客⼾创造最好的产品为公司的⽬标，努⼒⼯作，规范⾏为，使公司
在短时间内在管理素质、产品质量及企业效益上得到提⾼。
地址：⼴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西环路2号西铂科技园B栋⼆层  邮编：532000

电话：0769-3381 8388  传真：0769-3381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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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C06�佛⼭市奥通⼯业设备有限公司
佛⼭市奥通⼯业设备有限公司成⽴于1994年，是⼀家专业从事⼯业设备研发、制造及
销售的实业公司。公司总部位于⼴东省佛⼭市顺德区，三个制造基地位于顺德区、⾼
明区和苏州市；员⼯总数为500多⼈，公司总占地⾯积4.8万平⽅⽶，建筑⾯积为2.2万
平⽅⽶。
奥通公司现为中国涂装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搪瓷⼯业协会理事单位，⼴东省环境
保护产业协会会员。2002年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主要产品是：静电
粉末涂装系统、搪瓷⽣产线、喷漆系统、⽆尘涂装系统、电泳涂装系统、浸塑涂装系统、
⼯业烘炉、热能设备、⽣产流⽔线和物流输送设备、中央集尘系统设备、⾼效热碳化清
洁炉、家俱和⽊制品喷涂系统。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良新滘⼯业区鸿业路17号��
电话：0757�22221997��传真：0757�26920320



M65��东莞市普拉多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普拉多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加⼯、产销：通⽤机械设备、五⾦制品、⾃动化传动设备
及配件、联轴器，减速机；以“专业品质，精益求精”为宗旨，以“科技优先、以⼈为本、诚实守信”为经营理
念，以�“服务客⼾、满意客⼾、提升客⼾”� 为⽬标,产品以品质好，服务好博得众合作伙伴的好评，从⽽得
到各商家的合作⽀持，形成了⼀个良好的销售环境。

公司成⽴⾄今，⼀直以客⼾需求为导向，尊重⼈才，不断提升⾃⾝实⼒及⽔平，提⾼服务⽔平及质量。我
们充分发挥团队的合作能⼒，追求永续经营,� 创建⾼品质的产品。公司将为客⼾提供更加满意的产品及
服务⽽努⼒。

我们坚信：优秀的服务品质和良好的客⼾关系是公司赖以⽣存和发展的根本。我们与客⼾的合作，不在
于短期利益，⽽是以品质赢得共同进步！真诚期望与您携⼿并进，共创未来！地址：⼴东省东莞市万江街
道滘联东堤路11号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滘联社区东堤路11号
电话：0769-27229651�����邮箱：981338456@qq.com
Https://www.puladuo888.com��

C27�⼴州沃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州沃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沃孚尔）位于交通⼗分便利的珠江三⻆洲腹地：⼴州市番禺区钟村
⾼沙⼯业开发区⼒丰⼯业园，毗邻中国最⼤的交通枢纽之⼀⼴州南⾼铁站。沃孚尔是⼀家致⼒于研究
发达国家先进机械加⼯技术与精密机械轴系零部件标准,� 通过⾃⾝的创新后推向中国市场的新型⺠营
股份制企业。

沃孚尔于市场上推出了具有竞争⼒的锥套式同步带轮,直孔式同步带轮,� 锥套式三⻆⽪带轮，胀紧联结
套,� 欧标、美标锥⾯紧固套，扭⼒限制器,� 各种⻮轮，链轮，⾦属、⾮⾦属挠性联轴器等专业零部件。在⾼
精度⾼难度传动⾮标件加⼯和研究领域⾥，沃孚尔亦有着很强的实⼒。沃孚尔着⼒于提升国内机械设
备⾏业的整体性能以提⾼国际竞争⼒,着⼒于提升沃孚尔⾃有品牌价值，为合作伙伴提供⼀流的产品，
⼀流的服务,常⽤型号在⼴州备有⼤量的库存,确保准时交货，沃孚尔故得以在业界获得⼀席之地

J07-J10��⼭东海⼒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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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专业⽣产摇臂钻床，Z3050摇臂钻床，⽴式钻床，数控⻰⻔铣床，数控钻床，Z系列摇
臂钻床，镗铣床，落地铣镗床，数控平⾯钻床，产品规格⻬全，质量保障，服务⼀流，让您购机⼀百个放⼼。� �⼭东海
⼒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座落在⼭东省滕州市，是科圣墨⼦的故⾥，北依孔孟⽽近泰⼭，西濒微⼭湖，东邻万亩榴园，
南靠华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市。滕州⾃古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鲁南地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京杭⼤运河、京沪
⾼速铁路、京沪铁路、104国道、京福⾼速公路贯穿南北，徐州、嘉祥、临沂、济南机场四⾯分布，具有⾼速公路、铁
路、⽔运、航空四⼤交通优势。公司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全⾯导⼊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企
业管理理念，产品严格执⾏国际质量标准组织⽣产，从零部件加⼯直到整机出⼚，都逐⼀经过严格的控制与检验。
雄厚的经济实⼒，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检测⼿段，务实的⼯作作⻛，以及优秀的全程管理，构筑了产品的优良品
质。� ⼭东海⼒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始终恪守“海纳百川，精⼯助国”的企业理念，并贯穿于企业管理与服务的每⼀
个细节中，精益求精，⼒求完美。公司组织管理严格，产品涉及领域宽，并能根据客⼾要求，设计特殊规格的机床。
市场覆盖全国各地，常年以来深受⽤⼾的赞誉。� ⼭东海⼒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以质量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
客⼾为中⼼，以服务为宗旨”，“勇于攀登，不断创新”是公司⼀贯追求的经营理念，欢迎各界新⽼客⼾莅临指导,让
我们⼀起携⼿并进，共创美好明天！

地址：⼭东省縢州市⻰⼭路东⾸（⻰泉街道刁庄村）��
电话：0757 26974716��传真：0757 26974716



K06-K07��⼴东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东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佛⼭市顺德区均安⼯业园，公司主要⽣产⾼速精密
线轨机床和硬轨数控机床，机床主要型号有:XG320、XG400XG450精密线轨、CK0632、
CK0640、CK6130、CK6132、CK6136、CK6140、CK6150硬轨数控机床。本公司坚信并贯彻
【质量就是企业⽣命】，这⼀经营理念，以质量求⽣存，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以服
务求信誉是公司⼀贯⽅针，通过
严格执⾏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率先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认证。⼒图打造最完
美的合格产品。以诚实、守信、务实、⾼效益赢得客⼾的依赖以良好的信誉，优质的产品和合
理的价格及完善的售后与您建⽴最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我们竭诚欢迎国内外客⼾前来
参观、指导、精诚合作。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均安镇均安社区西堤路75号之⼆��
电话：0757-25506636

K08�浙江⻜强传动有限公司
浙江⻜强传动有限公司（前⾝为永嘉县瓯北微型减速机⼚）成⽴于1992年，楠江品牌
为公司旗下主打品牌，是⼀家集科研、开发、⽣产、销售为⼀体的减速机、⻮轮⻢
达,TKM准双曲⾯减速机专业制造单位。企业⾃创⽴以来，不断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精
密度的设备，使产品质量不断得到提⾼，有3C认证和CE认证，并通过了ISO9001国际
质量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使产品的品质得到有利的保证。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千⽯⼯业区⾦⽯路新安得利⼚房��
电话：0577�67332728��传真：0577�67333243

K10��上海锐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锐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智能机械设备研发和⽣产的⾼科技创
新型公司，公司从2008年起⼀直致⼒于冷焊机和便携式电⽕花机的研发与⽣产。现
今，本公司已经拥有⾃主产权的智能产品：智能精密补焊机、智能电⽕花堆焊修复机、
智能取断丝锥机等多种类多层次产品，实现了产品智能化概念。

地址：上海市宝⼭区友谊路1588  

电话：18201988623  传真：021-5167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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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K12、K14-K15��佛⼭万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特⻉尔科技（Teber� Ltd.）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装配、检测、销售、服务为⼀体的数控磨削专⽤机
床的智能装备及软件开发的企业，不断探索研究世界先进磨削加⼯制造⼯艺，根据⼯艺要求研发、设
计、制造、装配国内⼀流、国际先进的特殊磨削专⽤数控机床。主要⽬标汽柴油发动机凸轮轴、曲轴的磨
削；机器⼈RV减速机关键零件的磨削；难以加⼯材料硅晶体、陶瓷等材料的全圆、⾮圆磨削；电动⼯具、
五⾦⼯具、⾼速运动部件传动轴、⻮轮轴的磨削。逐步为汽⻋、农机、陶瓷、硅晶体、船舶、纺织、航空、航
天、军⼯及难加⼯材料等领域提供⾼精度磨削及⾮圆磨削制造加⼯全系列配套磨削加⼯⺟机。

公司拥有完整的研发体系及年轻⾼素质的研发团队，现有MK13系列数控外圆磨床、MK16系列数控端
⾯外圆磨床、MK75系列数控螺纹磨床、MK83系列数控（随动）凸轮轴磨床、CFK系列数控⻋⽅专机、
SGK系列数控成型磨⻮机等磨削专⽤机床。欢迎联系洽谈。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4座09号�

K13�佛⼭艾德克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 环保型酸洗系列，专⻔在室温条件下轻松去除各种⾦属氧化⽪，氧化斑等。。。(酸洗液、
洗钢⽔、⽩刚⽔)�
2.�不锈钢焊斑处理液(俗称⽩钢⽔，洗钢⽔)酸性化学药剂，使⽤这种药剂能取代传统酸洗
浸泡及机械打磨抛光⼯艺，快速、⽅便、彻底地清除不锈钢烧焊所形成的⿊⾊焊斑（氧化
膜），恢复不锈钢原⾊及光泽，⼤⼤减轻劳动强度，提⾼⽣产效率。�
与⽇本同类产品相⽐，清洗速度快，效果更好，刺激味⼩。这些优点已为⼴⼤⽤⼾所认可。�
本产品⼴泛应⽤于不锈钢装饰⾏业、厨具、化⼯机械、⻝品机械、染整机械等不锈钢制品
⾏业。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西樵联新⼗五队开发区⼤花坛旁��
电话：13928665000��传真：0757-80345809

K16�珠海博凌机电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博凌机电发展有限公司，是湖南摩尔硬质合⾦有限公司华南销售分公司，公司拥
有瑞⼠进⼝全⾃动数控⽣产设备，有完整的数控⼑⽚⽣产线，先进的⽣产技术，专业
的技术团队，专注于⻋铣⼑⽚的研发⽣产及销售，可根据客⼾要求定制⾮标产品，本
公司的产品受到⼴⼤使⽤者的⼀致好评。

公司以“积极响应，量⾝定制”为服务理念，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经营理念，将产
品与服务以最佳结合提供给客⼾，为客⼾解决问题，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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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7��佛⼭市继光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佛⼭市⽴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州市众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开发研制加⼯销
售，激光CO2⻜⾏打码机、激光半导体打标机，光纤打码机、⼯业⽓动打标机、数控电动
攻丝机、⽓动攻丝机、磁吸盘、⾼精密平⾯成型磨床等产品，产品被⼴泛应⽤于电⼦、
医药、⻝品、建材、轻⼯艺品、汽⻋零部件、机械零部件、各种产品铭牌、钢材、⽯油化
⼯、仪器仪表、模具、五⾦⼯具、航空、电⼦、烟草、医药、⻝品、服装⽪⾰等⾏业产品的
标记及防伪。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顺联机械城4座09、10仓��邮编：528313
电话：0757-63396292��23302101��传真：0757�23302101

K18�泰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泰创机械设备是⼀家专业⽣产、销售磁⼒抛光机、磁⼒研磨机的⾼新企业；公司主要产品:磁⼒抛光机、磁⼒研磨机、去⽑
刺机、精密五⾦抛光机、硬塑料去⽑刺机等数控设备。公司⼀贯坚持“质量第⼀，⽤⼾⾄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宗旨，凭借着⾼
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受到⼴⼤客⼾的⻘睐：现公司产品磁⼒抛光机、磁⼒研磨机、去⽑刺机设备是⽬前国内不
平⾯五⾦抛光、清洗、去⽑刺最佳设备、主要以抛光不留死⻆、不损坏⼯件、效率⾼、成本低的优势；解决了⼀系列抛光研磨去⽑刺
问题！⽬前在⻓三⻆以及珠三⻆地区与众多客⼾建⽴了良好的信誉；也为众多客⼾解决了实质性的问题！
公司机构⼈员素质⾼，上进，产品技术含量⾼，敢于创新。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售后服务良好。专业的⼈才队伍，从软件开发，到硬
件设计制造，为公司构建了坚实的技术平台。本公司秉承“服务第⼀、顾客第⼀”的经营宗旨，持“质量第⼀，不断创新”的经营理念，
以⾼质量的产品及完善的售后服务满⾜客⼾！
欢迎来电洽谈！

泰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86-519-83811130    86-519-83811131��传真：86-519-83811131

邮箱：czxxjxsb@163.com    xjxgl@163.com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鸣凰⼯业区淹城中路与新南路路⼝
泰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中⼭办事处
地址：⼴东省中⼭市⼩榄镇⼩榄⼤道中103号105国道横海海鲜批发市场旁（即绩东⼀通道⼝）  

电话：0760 89816794  传真：0760 8971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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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台湾.世⾏有限公司
1987年�創⽴�世�⾏�有限公司
初期以開發表⾯黏著式發光⼆極體為主,�后来將此部份之技術轉移與其他公司。
1990年�进⼊可變電阻器之製造與⽣產。
初期依CTS之技術�開始以樹酯成型之滑動式基⽚為主要產品
1991年�依據⽇本之原有技術,在電⽊板上加印碳、銀漆為主要產品,开发⽣产滑動式以及旋轉式之可變電阻。
1996年�依據市場之需求,將組裝好之基⽚經樹酯塑封成密閉式之旋轉式可變電阻,即RM09、RM11、RM14、RM21�系列
1999年�因應數位化之市場，進⼊TACT�SWITCH及DIP�SWITCH之開發及⽣产
2001年�開發JoyStick�⽤之RJ09系列�VR帶推拉式開關以及�Encoder�Sw，產品正式邁⼊精密之測試儀器上使⽤
2002年�依據市場之需求開發防塵式之VR�帶觸鍵開關以及陶瓷基⽚⾦屬膜之旋轉式VR
2005年�依據WALKYTALKY市場之需求，開發新的9mm�ENCORDER及VR帶開關(EC09K4/RM09�系列)
2006年�因應機電市場的需求，開發RP24/RW24以及RC24密閉式系列以及⾼功率機種
2007年�因應市場精薄短⼩產品的需求，開發貼⽚式�Slide�Pot.�⽬前有滑動距離是5mm以及10mm�(同時因應精簡⼈⼯⽅式�突破傳統的後焊⽅式)�直接可以過隧道爐烤箱�
以及可以直接使⽤讓貼⽚機吸取的帶狀包裝(已经申請專利获得通过)
主要產品有：◎�半固定電阻器�(Trimmer�Pot.)：陶瓷基座/⾦屬膜、電⽊基座/碳膜、樹酯成型/碳膜。
◎�開關系列(SWITHC�SEIRES)：輕觸、指撥開關、邏輯開關、滑動式開關、押按式開關(Tact�SW、.Dip�SW�、Encoder�SW�、Slide�SW�＆�Push�SW�ET.)
◎�旋轉式可變電阻器(Rotary�Pot.)：樹酯成型型/電⽊成型型/玻璃纖維板型/⾼功率之陶瓷基⽚⾦屬膜/繞線式
◎�滑動式可變電阻器：有殼與無殼(Slide�/Slim�Type�Pot.)/本項⽬前已有表⾯黏著式(SMD�Type�Slide�Pot.�Are�avariable)
代理進⼝下列產品：
◎�密閉式半固定電阻器�(Closed�Type�Trimmer�Pot./Brand：A�C�P)◎�表⾯黏著式半固定電阻器�(�SMD�Chip�Type�Trimmer�Pot.)
◎�可調式電容器�(SMD�Chip�Type�＆�Dip�Type�Trimmer�Capacitor)◎�表⾯黏著式發光⼆極體�(�SMD�Chip�Type�LED�Lamp�)
将坚持稳健踏实的经营理念,不断研发、精益求精，以新的产品、好的品质、佳的服务态度，努⼒前进。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隆⼯业园区兴业3路2号3楼��
电话：0757�23329891��传真：0757�23309782



K25、K28  宁波伟辉磁业有限公司
宁波伟辉磁业有限公司建于1998年,占地⾯积12000平⽅⽶,位于⻛景优美的滨海城市--中国
“四⼤渔港”之⼀的宁波象⼭⽯浦港畔。公司是⼀家集科研开发⽣产制造、技术改造、销售及售
后服务为⼀体的现代化⼯业性企业.企业以浙江⼤学为技术⽀撑,专业⽣产PMSC-系列超强吸
盘、P T M -系列电永磁吸盘、P M C -磁性分理器、P M L -系列起重器等产品 ,企业通过了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欧盟CE认证,产品质量居国内领先⽔平并达到国际同类
产品⽔平,年⽣产销售各类超强永磁吸盘、永磁起重器、电永磁吸盘、磁性分理器等⼀系列产品
稳居国内同⾏前列,产品远销于全国各⼤城市及欧亚地区,深受国内外好评。公司始终以技术
创新为导向,与国内多所著名⾼校展开技术合作和⼈才培养,经过多年的努⼒已形成了⼀种
“务实求是、追求完美”的企业⽂化,现拥有⼀⽀技术⼒量雄厚、管理完善的队伍。公司⼀贯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本、诚信经营”为经营理念,争创⼀流企业。”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
“是我们的承诺。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浦（晓塘九⻰江⼯业园区）  

电话：0574 65928918  传真：0574 65927286

K26�⼴东联和众邦智能货架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专业从事仓储物流及配套设备制造的⽣产⼚家。⼯⼚位于美丽的伟⼈故乡——中⼭市南区，占地⾯积约7000平⽅⽶.具有专业技术和先
进完整的型材轧制、货架加⼯、仓储周边设备的设计制造、酸洗磷化、静电喷粉等⼀条⻰⽣产流⽔线，本公司货架刚性及强度均符合国家⾏业标准，
并取得产品质量测试认可，公司已通过 I S O 9 0 0 1：2 0 0 0版质量认证，并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分有限公司质量承保（保险单号：
ADNGD0207109Q00010H）。货架系列产品质量保⽤期为10年，终⾝维修，每年⼀次的货架免费安全检查。公司另有⼀⽀专业的施⼯安装和快
捷便利的售后服务队伍。   公司选⽤优质的原材料,致⼒于各类可调装组合式的轻、中、重型仓储货架和各类仓储周边设备，⼴泛应⽤于⼯⼚、仓库、
矿⼭、码头、物流中⼼、仓储型超市、医药、银⾏、机关、⽂教等各⾏各业。   我公司在各地设⽴办事处：
办 事 处 ��������地     址 ���������������������������������������������������������������联 络 ⼈ �联络电话
⼯      ⼚ �������中⼭市南区渡头西环四路寮后⼯业区 王宇先⽣ 13823950678

顺德办事处 �������佛⼭市顺德区⼤良镇府⼜东明路6号 朱建新先⽣ 18933323309

番禺办事处 �������番禺⽯基镇傍江东村江裕⼤街九巷3号  

佛⼭办事处 �������佛⼭市⼤沥镇邓西新区2巷6号4楼 李军营先⽣ 18933323316

江⻔办事处 �������江⻔市新会区会城深源⾥33座305号 曾叙平先⽣ 18933323315

东莞⻓安办事处������东莞市⻓安镇乌沙管理区 ��������������������������������陈⼩莉⼩姐 13544856116

珠海办事处 �������珠海⽃⻔区⽩藤头藤湖苑西 ��������������������������������向振峰先⽣ 13928186690

⼴州分公司 �������⼴州市⻩埔区⼴深路⽂冲路段 李宪平先⽣ 13826101543

湖南分分司 �������湖南省⻓沙市⾬花区机电⼤市场C区 薛⼴涛先⽣ 13667308280

地址：⼴东省中⼭市板芙镇板芙中路85号  

电话：0760 88966182

K27�佛⼭市晨晨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晨晨模具配件有限公司累计了⼗多年的⽣产及销售经验，于2000年在佛⼭成⽴直营
批发部。公司是⼀家集开发，设计⽣产为⼀体的现代化企业，主要⽣产模⽤顶针、SKD-
61耐热顶针、司筒、扁顶针、SKD-11��SKH-51�SKH-9冲针、镶针、导柱、导套、等模具标
准件⽣产加⼯。
经营：台湾锐⽴克（Rulike）钨钢⼑具系列产品、进⼝⼯量刃具、磨具磨料。机床附件、
五⾦⼯具、化⼯油类、及国内外名优系列产品。
欢迎新⽼客⼾来电、来函、咨询、您的满意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沥镇谢边东义村路段⼤昌货架铺位1号��
电话：0757-85585086   85531286��传真：0757-8556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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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1��⼴东永丰智威电⽓有限公司�
⼴东永丰智威电⽓有限公司注册资⾦5000万⼈⺠币，⽣产基地占地⾯积200亩，座落于江⻔开平。公司主要研
制开发和⽣产的产品有变压器、充电柜、⾼低压开关柜、⾼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燃⽓烧烤炉具（GAS� BBQ）、
智能电⽓⽕灾探测器及监控器、智能⽴体仓库、智能停⻋收费系统等。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3C、CE”产品认证，为国家⾼新技术企业。采⽤⾃动化流⽔线⽣产，产品远销欧美发展国家、中东地区，年产值
达到江⻔地区标杆企业⽔平。
我们研发出第三代的永磁直驱内转⼦电机⼯业⼤⻛扇，有⼤功率低能耗，静⾳运⾏覆盖⾯积⼴的特点，新设计
电机更⼩巧美观，送⻛量更均匀舒适。产品具有多项注册专利技术，⼤⼤提⾼设备的使⽤寿命和安全性能，助
⼒企业降低经营成本，低成本提⾼⼯作环境舒适度。

1台7.3M⼤⻛扇覆盖⾯积达1500㎡，相当于30台传统摇头扇、⽴地扇同时作业，出⻛量更均匀舒适。
运⾏作业分⻉超静⾳达到睡眠等级，可⽐拟1.5匹空调的作业声。
全密封结构电机，⾃然散热⼤⼤提⾼使⽤寿命，防护等级⾼达IP65。
整机质保三年，售后⽆忧。处理问题响应快，实⼒⼚家有保障。
产品正常运⾏寿命可达8年以上，免后期维护，节省使⽤成本。

联系⼈：仇楚莹�����电话：18169896790

L03�佛⼭市南海区⾔福液压经营部
⾔福液压机械创建于2004年，是专业设计⽣产制压油缸的企业，具有雄厚的技术研究⼒星和优质的加
⼯设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严谨检测设备。不断研究开发新型产品。产品⾏销国内外南亚。
本⼚主要产品有：MOB系列轻型液压缸、HOB系列重型液压缸、LSDJLA薄型液压缸、DJG伸缩式套筒液
压缸；KFG快速复合液压缸、CLG串联液压缸等，并可根据客�⼾要求设计制造各种⾮标液压设备。

本⼚⽣产的液压油缸所选元件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美国、⽇本、台湾、和国内外名优的配件油缸。并配
合可靠先进的液压系统，是整机性能更稳⾛、耗能更低、精度更⾼、作业更宁静、� 发挥出设备的最⾼效
率。

“顾客⾄上，质量第⼀，开拓创新，真诚服务"是我⼚始终如⼀经营⽅针，我们深信”YANFU⾔福"将会是
你事业上的好帮⼿，好伙伴，热欢迎您的光临惠顾，我们愿与你携⼿并进，共创辉煌！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华南液压市场1区5路18号��
电话：0757�82823593��传真：0757�89926232

L04-L05�佛⼭市希宝瑞⾃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佛⼭市希宝瑞⾃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动化设备配件研发⽣产和销售的公司，⾃2007年建⽴以来，公司以“追求
完美，享受⽣活”为经营理念，以“传颂百年，品质先⾏”为根本，为⾃动化等设备提供品质可靠的产品，先后销售的产品有：轴承，
直线导轨，滚珠丝杆，⽆键连接套，模组，机械⼿，脚杯，滚筒，链轮，直线光轴等⾼精密配件。公司以⾃主研发为主导，通过品牌代
理加强品质稳定，坚持进货由专业技术⼈员⼯程师进⾏检验，严把质量关，采⽤直销和VIP客⼾认证等⽅式，减少产品周转层次，
确保每位顾客⽤到性价⽐最⾼的产品。公司拥有丰富的库存资源,技术⼈员及完善的销售⽹络，为客⼾及时解决技术难题，满⾜
客⼾不同的需求！  

    

公司主营：模组，三轴平台，机械⼿，直线导轨，滚珠丝杆，胀紧套，轴承，⾃润滑铜套，直线光轴，链轮等。

公司代理：德国SENBARO模组，台湾上银HIWIN直线导轨，台湾TEI直线导轨，台湾TBI滚珠丝杆等品牌直线导轨，台湾TBI滚丝杆，
韩国ZLWL直线轴承，贵州天南⾃润滑轴承，徐州巨⼒胀紧套，
专业铸就品质，品质展现实⼒，服务⻅证诚信。欢迎各界⼈⼠考察，洽谈合作。
全国统⼀客服热线：4006 118 193

地址：⼴东省佛⼭市禅城区华南⽓动液压五⾦机电城⼀区9路6-7号  

电话：0757 88723788  传真：0757 899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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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6-L07��乐昌市明俊铸造有限公司
乐昌明俊铸造有限公司位于⼴东省乐昌市乐廊路产业转移⼯业园。是响应政府号召，从⼴州市花都区
⻓远⽔泵⼚，迁到乐昌市产业转移⼯业园发展⽽成。⼚房占地⾯积28.000平⽅⽶，划分为⽔平⽣产线
造型、树脂砂造型、复膜砂射芯区和机械加⼯四⼤区域。
本公司拥有新⼀代环保的中频熔铸电炉，⽇本新东FBO和FDNX⽔平⽆箱射压造型⽣产线各⼀条，10吨
树脂砂⽣产线⼀条.

质量监控配备有GS/HCA-3C锰磷硅数显分析仪、碳硅分析仪、电⼦拉⼒试验机。严格控制铸铁质量，可
⽣产牌号灰铁铸件、球墨铸铁铸件。
本公司对外承接各种铸造产品业务（⾼牌号铸铁、球墨铸铁），可按图⽣产、按样⽣产、按模⽣产，铸造单
件重量由0.2-4000KG的铸件。⾃主产品有⼿摇油泵、⾃吸清⽔泵、IS离⼼泵、⽴式多吸泵、混流泵等。
本企业以“质量为先，信誉第⼀”的信念不断更新设备和技术，提⾼铸造⽔平，以满⾜社会客⼾的需求。
欢迎各界莅临指导、参观和业务洽淡，我们时刻热情为您服务！

地址：⼴东省韶关乐昌市乐廊路（⼴东省产业转移⼯业园区）  邮编：512299

电话：0751-5575899  传真：0751-5575399

L08�佛⼭市顺德区显升⼒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佛⼭市顺德区显升⼒焊接设备有限公司是⼀家从事焊接设备经营代理销售及服务的
⼯贸公司。显升⼒公司⾃90年代初成⽴，经历近三⼗年的⾏业沉淀，为珠三⻆企业在
焊接设备销售维护，材料供应，技术更新等⽅⾯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前本公司代理
天津友宝多维智能焊接专机，⽇本安川机器⼈，上海柴孚机器⼈，三社电焊机，及相关
知名品牌焊接材料。企业焊接⾃动化是现今企业竞争⼒及发展的趋势，显升⼒焊接设
备公司愿同各⾏业携⼿并进，开创未来！
电话：18923172018
地址：佛⼭市顺德区伦教新⺠管理区办事处⼴珠公路3号

L09�佛⼭沈丘永达⾼频设备有限公司
沈丘永达⾼频设鲁有眼公明创建于1996年 .属于河南⼩⾼新技术企业,⾃创⽴以来专业致⼒
于感应加热设备的研发. 制造,.秉承不断创新的精神,同时加强与国内知名院校, 科研机构的
合作.在国内感应加热领域位于先进⾏列,并于2004年8⽉通过IS0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公司产品有⾼频加热设备、超⾳频感应加热设备、超⾼频感应加应热设备、中频感应透热设
备、中频熔炼设备、感应焊接设备、电磁感应加热设备、淬⽕机床、全⾃动上料机、全封闭冷却
设备等。⼴泛应⽤于透热、淬⽕、焊接、退⽕、熔炼、热配合、热复合。塑机螺杆料简加热等领域。
⽬前公司共有83个办事处，遍布全国各地，产品销量全国第⼀，并出⼝到欧、美及东南亚地区。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顺联机械城⼋座⾸层02号  

电话：0757 81273811  传真：0757 8671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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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C03��佛⼭市东⿍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东⿍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数控设备研发、⽣产、销售 和眼务为⼀体的企
业。公司的前⾝是由创建于1958年的原国营⼴东乐昌机床⼚转制⽽来.企业技术⼒量
雄厚.设务先进，检测⼿段⻬全.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产管理。

公司主导产品有：经济型加⼯中⼼、⾼速钴攻（加⼯）中⼼、雕铁机、经济型精雕机等模
具、压铸铜铝件、铜铝型材、LED灯具配件的加⼯设备•

公司将乗承以往努⼒不懈的精神，不断的创新改良.务求为⼴⼤客⼾提供⾼效、便捷、
可靠、稳定的产品和⼗分保障的售后服务。

我们的宗旨是：⽣产⾼性价⽐的产品、提供全⾯细致的服务。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座11A号  

���13794601199

L13-L16�佛⼭市顺德区⼒合五⾦机电有限公司
佛⼭市顺德区⼒合五⾦机电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代理⼿动⼯具、电动⼯具、⻛动⼯具、机电设备的企业。我们有500平⽅
的实地卖场，以连锁超市模式经营。 “明码实价、诚信经营、⽤⼼服务”为我公司经营宗旨，顾客“放⼼买；放⼼⽤”是我们
追求的⽬标。
博世电动⼯具�����������������顺德特约经销商��������
捷科⼿动⼯具�����������������顺德总代理
牧⽥电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世达⼿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
得伟电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史丹利⼿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
东成电动⼯具�����������������顺德地区专卖店��������OPT专业⼯具�����������顺德地区经销商
⻁啸电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稳汀⻛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
威克⼠电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宏斌⻛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
喜⼒得电动⼯具������������顺德地区经销商��������上海呈祥钻机����������顺德地区经销商��������������
莱赛激光仪���������������������顺德地区经销商���������南海⾉象焊机���������顺德地区经销商
天狼牌⼯具箱、⻋���������顺德地区经销商���������捷豹空⽓压缩机�����顺德总代理���  

陈村店：⼴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陈路同乐楼3号   热线：0757-23326661  传真：0757-22251660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良新宁路碧涛居10-11号  ����电话：0757 22251661  传真：0757 22251660��

N01�⼴州市联诺化⼯科技有限公司
⼴州市联诺化⼯科技有限公司，成⽴于1995年，公司位于番禺区⼤同村第⼆⼯业区，⼚房⾯积六千多平⽅⽶。⼗年来⼀
直致⼒于⾦属加⼯液的研发、⽣产及销售。我们“本⼟化、⾼品质”的产品，是众多⼚家追求品质及讲求综合成本的最佳选
择。
我们的⾦属加⼯液的种类⻬全，针对不同加⼯⽅式，不同加⼯环境、设备及材质，都有相应专业⽽成熟的产品来满⾜不
同客⼾的要求。我们优异的售前及售后服务让每⼀位我们的客⼾都能够选好油，⽤好油。
⼴州市联诺化⼯科技有限公司秉承“本⼟化、⾼品质”的⼀贯宗旨及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致⼒于为各⼚家解决各种
润滑及防锈等的技术问题，加强对机器设备及模具、⼯件表⾯的保护、以及现场操作⼈员健康的保护、提⾼⽣产效率。
我们将以“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合理的价格”与⼚家建⽴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是我们⼀直不断成⻓及发展
的动⼒源泉。

产品系列：
⽔性环保切削液系列  ⻓效防锈油系列     ⾼温润滑油脂系列
油性切削油系列      冲压拉伸油系列     铝/锌/镁合⾦压铸系列
成型加⼯⽤油系列   铜不锈钢拉拔油系列  塑胶注塑及清洗剂系列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800-830-7195

地址：佛⼭市顺德区伦教⼯业⼤道华南机械城有限公司E座叁栋壹层108号  ���电话：400-900-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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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N03��佛⼭市博世建基数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市博世建数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家集CNC数控⻋床、微电脑⾃动⻋床研制、
⽣产、销售于⼀体的公司，位于⼴东省佛⼭市顺德⼯业园。
建基主导产品是CNC数控⻋床、其他⾮标设备，能为客⼾提供⾼精密零件加⼯，数控
技术操作培训及技术⽀持。产品适合于汽⻋⼯业、电⼦⼯业、五⾦⼯业、光点通讯、摩
托⻋、家电、灯饰、渔具等⾏业，对零件进⾏⾼效、⾼精密的加⼯》并成为了多家企业的
设备供应商。

企业坚持以⼈为本，⾼效优质，进益求精，追求卓越”的� 经营理念，企业的每⼀件产品
都是⾄诚⾄意的奉献。科技⽆穷，� 创造⽆限。追求⾞越，我们公司将以更加超凡的倌
息，为⼴⼤客�⼾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服务，达到与客⼾双贏的企业信念。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杏坛镇⾼赞村委会⼆环路8号顺德智富园

N04�张家港市威尔⻢精密⼯具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开发区⽼204国道 皇冠锯⽚  

电话：0512 58903837

N05�东莞市蓝博机械⼯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藍博桟械⼯具有限公司主要代理⽇本先進機械産品，産品主要有半⾃� 动⼑具磨床、4軸
⼑具⾃動研磨機.5軸同步控制NC⼑具研磨機，絲攻•鑽頭研磨機� 等⾼精密系列產品。產品主要
⽤于機械加⼯.模具加⼯企業.并得到衆多企業的⼀致�好評。

公司坐落在中國模具重鎮⼀⼀東莞⻑安.交通⽅便.環境優美，⽅便來⾃全� 球各地的客⼾考察訪
問，同時更⽅便公司的産品出⼝到全世界服務全球客⼾，享�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優势。
公司代理⽇本先進機械産品，開發帶有⾃主軟件的⾃主品牌機。致⼒于【以� 最簡單的操作實現最
⾼的效率】的機械系統軟件研究和開發⼯作，并開發領先于� 世界的最新超⾼技術⽔平的機械。爲
了捕捉世界市場.據點分布于德國.美國.� 禕國.要灣'� 泰國、E]度尼西亞等地區。保證了公司每件産
品⾼于⾏業標准.真�IE能够更好、更⻑久的服務⼗每⼀位客⼾.保证他們投資收益最⼤化。

地址：⼴东省东莞市⻓安镇聚和C2-06��
电话：0769�81583875��传真：0769�8158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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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6��佛⼭吉翔精密数控⼑具有限公司
本公司诚信经营进⼝⼆⼿铣⼑�进⼝⼆⼿丝攻�进⼝⼆⼿铣、⻋⼑⽚�⻰⻔铣⼑⽚�⼑盘！
进⼝品质，国产价格！公司产品硬度⾼，耐磨！为中⼩企业提供⾼效率加⼯，同时降低
成本！欢迎来电咨询：13802469778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陈村镇恒辉商业楼⾸层13号

N07�鑫祥源数控⼑具
鑫祥源数控⼑具主要⽣产与销售数控⼑柄;�ER夹头;�回转顶尖;�扇形顶尖;�⾼精筒夹;�微
调镗头;�ER筒夹;;⻋床夹头;�⾃锁夹头;�数控铣⼑杆;�⾼速铣⼑杆;�铣⼑杆;�丝锥夹头;�搪
孔⼑;�双刃粗镗⼑;�粗镗头;�LBK⼑柄;�精镗⼑柄;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与指导.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岐⼴佛五⾦城39座1-2号��
电话：0757�85980336��传真：0757�85980335

N08�三⻔台⼒电机有限公司
台⼒电机有限公司成⽴于2005年，专业从事微型、⼩型交流⻮轮减速电机及⾼精度⾏
星减速器的研发、⽣产、销售。已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3C认证。
公司⽣产的微型交流⻮轮减速电机6w-400w；⼩型⻮轮减速电机0.1kw—3.7kw；直
线电机25W-250W；中空、中实直⻆减速机25W-300W；双曲⾯直交轴减速机25W-

750W；永磁直流电机15W-450W；⾼精度经济型⾏星减速器PL60-160型配精密步
进、伺服电机；RV涡轮减速电机及精密调速器等。产品⼴泛应⽤于医疗机械、包装机
械、⻝品机械、茶叶机械、农业机械、⽣物质锅炉、精密机床等⾃动化控制设备。

地址：⼴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周溪科技路草岭街3号  

电话：0769-21682169  传真：0769-2168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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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9�东莞市川润数控⼑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川润数控⼑具有限公司----成⽴于2007年,创业初期以销售铣削⼑具,CNC夹具为主,在机械同⾏
业中享有良好的⼝碑.于2010年投⼊技术开发设计切削⼑具,专精于CNC加⼯机⽤,粗搪⼑,微调精搪
⼑,快速钻,倒⻆⼑,⼑杆夹具,舍弃式切削⼑具研制与精密加⼯.为提供最佳产品与服务,本公司引进精密
机械设备精密检验设备,如:Mori�Seiji�CNC⻋床,Brown三次元测量仪器,Sharp三次元测量仪
器,Haimer动平衡机,Studer研磨机,以及许多其它⾼精密设备.为满⾜客⼾的需求,在能效上可提升产
品的精度,更能为客⼾提⾼产品⽣产效率……�
以“⼈⽆信不利,商⽆信不兴。诚信是基⽯,双赢是动⼒。為信念,公司以“⼀切為了顧客,為了顧客⼀切”為
宗旨,使企業在發展中樹⽴起良好的社會形象。公司誠志歡迎社會各界⼈⼠,洽談業務,�精誠合作,共創輝
煌!�
(主要产品):快速钻、粗搪⼑、精搪⼑、各类倒⻆⼑�
(批发产品):⼑⽚、铣⼑杆、⼑盘、⼑柄、⻋⼑、铣⼑ 地址：⻓安 邮编：523000 

电话：0769�82382731��传真：�0769�81557174
地址：�东莞市�⻓安镇沙头社区沙东⼤路248号1号楼201

N10�东莞市⾦浦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浦机电有限公司，代理宁波海天精⼯股份有限公司全系列产品和程泰⻋床。主导产
品包括⻰⻔加⼯、卧式加⼯、数控⻋削、⼤型卧式镗铣床、数控⽴⻋、⽴式加⼯、⾼速钻攻等7⼤
系列、200多个品种。多年来，为不同⾏业的客⼾提供优质的设备，优质的服务，提供专业的维
修保养服务。产品⼴泛服务在汽⻋、机⻋、船舶、机械、电⼒、模具、柴油机等⾏业。公司依托的
理念，全⾯推⾏交钥匙⼯程和完善的售前、中、后服务，使客⼾获取为优异的产品效能，缔造如
您所愿的产业价值。�东莞市⾦浦机电有限公司主营⽣产销售微调精镗⼑，品质保证，服务到
位，欢迎前来咨询订购

地址：⼴东省东莞市⻓安镇宏丰路38号101室  

电话：0769 81888095

N11�佛⼭市云控科技有限公司
云控科技有限公司是⼀家专注于⾃动化产品研发、⽣产、销售、服务于⼀体的⾼科技公司，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
量和强⼤的科研实⼒，核⼼团队成员均有超过20年
的⾃动化产品研发经历，经过数年的产品研发积累，⽇前产品已⼴泛应⽤于各类机械装备、市政⼯程、智能楼宇、军
⼯、轨道交通、⼈⼯智能等领域。
云控科技⽬前可以提供如下产品以及服务：
1. 通⽤ PLC 产品，可⽀持三菱、西⻔⼦编程以及⾃主编程⻛格；
2. 通⽤4. 3⼨、7⼨、10 ⼨触模屏；并具右宽温触模屏（−20”70 度）
3, 4. 3⼨、7 ⼨显⽰控制⼀体机控制器；
4, ⾼可靠性、⾼防护等级宽温型 PLC, 军⼯PLC、冗余热备PLC;

5. ⼈⼯智能，机器视觉分拣系统、机器视觉技术；
6. 云娱⽹关以及云娱控制器产品；
7, 云娱监控⼿机APP、WEB娱软件、WEB组态软件，
8. 定制化 PLC 产品研发以及设计；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伦教村村委会伦教国际⽊⼯机械城07号  

电话：1898869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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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N13�东莞市领都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领都贸易有限公司，专营进⼝五⾦⼿动⼯具、进⼝⼑具、丝攻。⼀直以来秉着诚
信待客杜绝假货的经营理念，与各国外品牌如⽇本百利、三⼭、YAMAWA、富⼠、德国
猎⼈等名牌产品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更得到SKS攻⽛油、宝岛台湾集圆集团⼯
具、美国DME枪钻、以⾊NOGA刮⼑等知名企业的⻘睐，授权以中国代理商。
集圆⼯具公司⽣产的内六⻆扳⼿以⾼硬度强扭⼒著称，硬度达58-62度，不易折弯扭
断。集圆扭⼒扳⼿⻛批咀等产品都以过硬的⽣产⼯艺得到各届⾏业的选择与⽀持。因
公司有多元化的产品线路以及完善的销售体系，公司产品客⼾群体⾏业有五⾦、电
⼦、汽保、模具、医疗设备⽣产等各⾏各业。

地址：⼴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坑村兴业⼤道1号C区02栋1-3号��
电话：0769�81177312��传真：0769�81177312

N14-N15�东莞市培迪五⾦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培迪五⾦贸易有限公司始建于1999年，⾃成⽴以来，⼀如既往为中港澳三地引进国外先进品牌
以及优质⼯具，务求为客⼾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配套完善的服务。
代理的各品牌切削⼑具、⼯具、磨具、量具、模具、⻛动和⼿动⼯具，特别在传统五⾦机械制造业、计算机
数控机床及CNC加⼯中⼼等⾏业中得到⼴泛的应⽤。我们的⼚商⼤部分是世界机械制造业的先驱，揉
合当今世界的尖端科技。彼此的关系源远流⻓，合作亲密⽆间。
五⾦⼯具庞⼤的市场潜⼒会继续带来⽆限商机，中国将成为全球机械制造业发展的中⼼。⽽我们⻓远
的⽬标，是为了有效地帮助客⼾开发新产品，洞察瞬息万变的五⾦⾏业，提供适合客⼾销路的优质⼯
具。本着精益求精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寻求更多更好的⾼级品牌和经销伙伴。为中国、⾹港及亚洲其它
地区⼯业的蓬勃发展，有⼀分热、发⼀分光。
随着中国经济改⾰开放政策的深⼊，市场竞争越演越烈。基于此种趋势，我们为了客⼾节省成本、尽量
减少中间环节，向客⼾提供快捷、妥当和直接的服务，从⽽使客⼾感到真正的实惠。

地址：⼴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兴业⼤道汇英国际模具城A区1栋1-3号  

电话：0769-81177148、81177248、83981950  传真：0769-83936866

N16-N20�佛⼭市顺德区精弗斯数控⻋床制造有限公司
佛⼭市顺德区精弗斯数控⻋床制造有限公司是⼀家集研发、⽣� 产制造、市场营销、售
后服务于⼀体的专业数控⻋床⽣产⼚家。公司致⼒于品牌追求：追求现代企业管理、
追求客⼾⾄上服务、追求�产品精益求精，并且制造不同⽤⼾⽣产需求各类数控⻋床。
公司以⾼新技术为依据，⽣产⾼标准、⾼要求、⾼档次、⾼精� 度、⾼光度、⾼效率、多功
能的数控⻋床，⼀次装夹可完成⻋、铣、�钴、攻⽛等复合加⼯。
公司技术⼒量强⼤，基本能解决别⼈不能解决的加⼯难点难题,� 以此与客⼾不断产⽣
共同语⾔，共同发展的良好效果。

地址：⼴东省佛⼭市顺德区容桂扁滘⼯业区华富路3号��
电话：0757�29812752��传真：0757�2928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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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G21、G23-G24�⼴东普电⾃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普电⾃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易事特焊接中⼼）始于2006年，是专注电阻焊
机和⾃动化装备的解决⽅案供应商；经过近� 15�年的发展，培养了⼀批经验丰富、具有
创新精神的研发、设计、制造⼯程师、⼀群具有优良业务素质的售前、售中、售后技术
服务⼈员，建设了⾏业较⼤规模的研发⽣产基地，成⽴了⾏业的博⼠后科研⼯作站。

电话：400-088-2398
邮箱：sales@gd-pw.com
https://www.gd-pw.com/
地址：东莞市松⼭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业北路6号

T55�万玛智能科技（佛⼭）有限公司
万玛智能科技（佛⼭）有限公司位于粤港澳⼤湾区-佛⼭是集产品研发设计，⽣产制造，售前售后服务为
⼀体的技术型企业，主营产品有:柔性⻛琴防护罩、柔性盔甲护罩、钢板护罩、防护铝帘、伸缩式轨道防
护罩及排屑设备！⼴泛应⽤于数控机床，激光设备，汽⻋，航空，测量，VR，医疗器械等领域。公司秉承以
⼈为本、利润共享、共同发展、承诺责任的企业价值观更好的为客⼾服务！
Wanma�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s� committed� to�becoming�a�professional� safety�protection�
system� provider� and� service� provider.Market-oriented,customer-centered� andpeople-
oriented

英⽂名称:Wanma�Intelligence�Science�and�Technology�(Foshan)�Co.,�Ltd.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狮⼭镇科技⼯业园�A�区兆基路�8�号
电话：�13702853580
邮箱：583617593@qq.com

S15-S16�中⼭市亿昌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市亿昌仪器科技有限公司是⼀家集精密检测设备研发、⽣产、销售为⼀体的⾼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有：
影像测量仪系列、光学投影仪系列、三坐标测量机系列、⼯具显微镜系列。⼴泛应⽤于电⼦、塑料、模具、机械、五
⾦、钟表、连接器、⼿机等⾏业。⽬前，公司⼰拥有设计专利近30多项，⼰取得国家知识版权局软件著作版权登记证
书。公司已通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将凭借精益求精的技术，优
良的品质和科学的管理，坚持“以客⼾为本，质量第⼀”的宗旨，竭诚为新⽼客⼾提供低成本，⾼效率，⾼质量，诚实
守信的服务。� 我们的优势：⼀流的研发团队研发团队主要由⼀批有⼗多年⾏业经验的资深专家所组成，依托于公
司内部的⾏业经验及合作伙伴的⼀⼤批技术⼈才资源，⻓期致⼒于影像测量领域新材料、新功能、新应⽤的研究开
发，从⽽使产品⼀直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完全能与国际⼤品牌所媲美。⼀流的⽣产管理与质量控制⽣产部⻔主要
由⾏业经验丰富的技术员⼯所组成，按照标准化的⼯艺流程，采⽤先进的⼯艺装备进⾏产品的⽣产，⽣产中的每⼀
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把⾼品质的产品提供给所有的客⼾。⼀流的售前⽀持针对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及需求，由具备专业产品知识及测量技术的销售⼯程师与产品⼯程师为客⼾提供最佳的技术解决⽅案，并向客⼾
推荐最合适的产品。积极良好的服务态度也是公司对客⼾的承诺。�

地址：中⼭市⼩榄镇环镇北路怡翠苑⾸层21号
电话：0769-22109879 

32



P10�佛⼭云视联图科技有限公司
佛⼭云视联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智能视觉送料机是对板材矩形料,边⻆料和各种不
规格⼆次利⽤料的再次利⽤,它将能够为⽴业和⼚家节省⽣产成本,提⾼⽣产效率和产
量。不仅如此,还能降低エ⼈伤害事故的发⽣概率。并且,该机器的系统稳定可靠，操作
简单，维护⽅便。

地址:佛⼭市顺德区顺联机械城17座1105室�
⼴东省揭阳市产业园阳美⼯业区沿江路�
电话：0663−8838103��13729364279

M53�东莞市淳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淳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台湾YAMAHIRO⼭広NC分度盘在华南地区的总销售服务中⼼。本公司所销售的
产品有：NC分度盘（第四轴）、NC双轴分度盘（五轴）、圆盘刹⻋尾座、⼿动（⾃动）顶针式尾座、⼿动（油压、⽓压）卡
盘、⽓液增压缸及其第四轴五轴配套的各类夹治具。
⼭広分度盘坚持⽇本品质管理技术，结合台湾多年资深设计加⼯技术，采⽤世界⼀流⽣产设备，创造平价优质的分
度盘产品。产品从设计到成型，再到检测，每⼀关都坚守品质。YAMAHIRO⼭広拥有⼆⼗多年专业组⽴、制造NC� 分
度盘经验的团队。
本公司研发团队给予客⼾最专业的应⽤技术咨询和弹性的客制化⽅案，为客⼾制定好最佳使⽤的产品；我公司有
技术资深的⼯程师对产品进⾏安装、调试，并为客⼾提供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东莞市⼤岭⼭镇杨屋⽥锋路49号⼋楼
TEL：0769-85330491
FAX：0769-85330481
佛⼭办事处：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机械城17座⼆楼2014
TEL:�137�9053�5415�
Https://chunxindg.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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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8�佛⼭市伺电菱⾃动化有限公司
佛⼭市伺电菱⾃动化有限公司为⼀家专业从事精密联轴器的研发、⽣产、销售为⼀体
的综合性企业。本公司产品主要有铝合⾦膜⽚联轴器、铝合⾦梅花联轴器、45#膜⽚联
轴器、45#梅花联轴器、⼗字滑块联轴器、平切联轴器、波纹管联轴器、刚性联轴器。
本公司产品⼴泛应⽤于精密机床设备、⽊⼯设备、锂电设备、激光设备、3D打印设备等
各类⾃动化设备等⾏业。

电话：蔡先⽣13928950595  王⼩姐13711015350

地址：佛⼭市顺德区北滘镇伟业路中腾⾦冠产业园B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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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A47�杭州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杭州华⽅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是⾼新技术企业，从事电⽕花线切割机床的研发、制造已有近30年的历史，现为中国机
床⼯具⼯业协会特种加⼯常务理事会员单位、中国机械⼯程学会特种加⼯分会理事会员单位、全国特种加⼯机床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为⾏业重点⻣⼲企业。
2015年华⽅线切割机床经中国电⽕花加⼯设备专业检测机构-机械⼯业电加⼯机床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的检
测，为⾏业第⼀批获得由国标委和中国特种加⼯协会联合颁发的达标认证合格的证书。
公司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和科研办公楼⾯积17000平⽅⽶,各种加⼯、检测设备⻬全，包括进⼝五⾯体⻰⻔加⼯
中⼼、英国雷尼绍激光⼲涉仪、万能⼯具显微镜、德国⻢尔粗糙度测试仪、德国张⼒测试仪等，线切割机床年⽣产能
⼒2000台以上。
多年来与南京航空航天⼤学合作，在我公司内建⽴了产学研合作基地，设有研究⽣站和电⽕花加⼯技术联合实验
室，进⾏电⽕花线切割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且不断地应⽤到新产品的开发之中，⽬前华⽅线切割超⾼厚度加⼯
技术可以对厚度2M⼯件进⾏稳定加⼯。
公司质量⽅针：科学务实创新，学习专业⾃律，品质服务并重，永远追求完美。
公司经营⽅针：客⼾需求为源，科研创新引领，严谨求实诚信，振兴⺠族品牌。
地址：佛⼭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国际机械城5座8号��
电话：0757�26623358��传真：0757�23326650

C11-C22�⾹港中⼩企经贸促进会
⾹港馆是由⾹港中⼩企经贸促进会主办,⾹港⽣产⼒促进局协办，并由⾹港特别⾏政
区政府⼯业贸易署「⼯商机构⽀持基⾦」拨款资助完成。

本馆展⽰⾹港⼯业多⽅⾯的能⼒包括营商、设计、⽣产、质量管理等

⾹港中⼩企经贸促进会集结了不同业界，包括︰机械、⾦属制品、电器、贸易等，各界
⼀同合作，促进贸易及团结⼯商界，期望做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股⼒量，为
业界争取⾹港及内地的更佳营商环境及沟通渠道，建⽴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

P28�佛⼭市祺建⾃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省佛⼭市南海区平洲三⼭奕东⼯业区��邮编：528200

电话：0757 86766596��传真：0757 86702419

佛⼭市祺建⾃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经销的直线导轨、滚珠丝杆、螺⺟旋转式滚珠丝杠,梯
形丝杠,研磨丝杠,微型丝杠,轴承⽀撑座、联轴器品种⻬全、价格合理,主要经营品牌有
台湾TBI,HIWIN,PMI等.佛⼭市祺建⾃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实⼒雄厚，重信⽤、守合同、
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客⼾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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