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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世力士乐
德国 CNC @ 1F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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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升级、突破，
从新遇见制造

第 二 十 届 深 圳 国 际 机 械 制 造 工 业 展 览 会

（SIMM 2019深圳机械展）于3月28-31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本届展会以“沉淀、升级、

突破，从新遇见制造”为主题，汇聚来自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家海内外行业翘楚，携智能

制造产品及技术集中演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成

果。SIMM旗下“深圳国际机床展、深圳国际机

器人及工厂智能化展、深圳国际工业零件展”三

大主题展全面联动，蓄力打造全产业链采购盛

会，推动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

积淀20载，
见证华南智造蝶变

作为扎根华南地区二十年的装备制造业盛

会，SIMM多年伴随制造业发展，见证了中国从

“制造”跨越到“智造”的成长历程。今年，

SIMM持续聚焦智能制造，总展览规模达110,000

平方米，全面覆盖金属切削、金属成形、机器人

及自动化应用、激光加工技术、增材制造、工业

测量、刀具工具、精密零件加工等环节中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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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及综合解决方案，为观众带来无与伦比

的产业互链之旅。

针对华南强势产业，本届展会结合3C电子、

汽车制造、医疗器械、模具五金加工等主题紧密

布局，深入挖掘相关应用领域中生产企业的痛点

难点，为企业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谋求解决

之道。

升级制造，
全方位演绎工业大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变革的关键时期，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大背景下，SIMM旗下深圳国

际机床展（MTE）着眼制造升级，山崎马扎克、

赫克、牧野、哈斯、艾格索、GF加工方案、尼古

拉斯、斗山、松浦等带来先进五轴、龙门机床设

备，为中大型零件加工需求提供一模多腔的快速

成型解决方案；针对珠三角地区迅速崛起的医疗

器械产业，因代克斯、埃马克、兄弟、程泰·亚

崴、丽驰、泷泽、亚太人工智能等，凭借多面的

复合加工技术以三维曲面加工优势解决异形件制

造难点；面向3C行业中，金属、陶瓷及玻璃等

不同材料结构件的大批量、高精度、高效率加工

需求，发那科、北京精雕、三菱、台群、科杰、

嘉泰、沈阳机床、米克朗、瑞士精机等带来精密

CNC加工设备。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通快、百超、大族

激光、三菱激光、博栗玛、奔腾、领创、亚威等

行业巨头通过提供稳定高效的高功率三维激光切

割焊接技术，突破传统钣金加工工艺瓶颈。更值

得一提的是，九号馆内集结了包括丹青、海克斯

康、蔡司、法如、三丰力丰、马尔、思瑞、基恩

士、API等海内外知名企业，共同展示无损可视

化检测技术及数字化在线检测方案。

秉承宏观产业背景和市场发展热点，深圳

国 际 机 器 人 及 工 厂 智 能 化 展 （ R S E ） 以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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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电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等行业工厂

智能化改造系列解决方案为主线，汇集来自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工业自动化、机器人

行业领先品牌。发那科、ABB、安川、三菱、

贝加莱、倍福、基恩士、川崎、那智、雄克、优

傲、爱普生、博世力士乐、摩力、西斯特姆、

卡迪斯、天机、沃德、配天、华数、广州数控、

台达、研华宝元、康茂胜、亚德客、速德、气立

可、SKF、NSK、THK、IKO、哈默纳科、多摩

川、上银、银泰、德士、山龙、深慧视、赛多

利、昕芙旎雅等自动化、机器人行业的知名品牌

和集成商，共同打造华南地区手机（3C）、电

子、汽车等行业自动化及智能化生产装配一站式

交流平台。

展会现场，多条3C智能工厂生产线，逾百套

3C智能装配、测试相关非标自动化设备，近百套

机器视觉实施方案，多套人机协作机器人应用方

案，工业物联网（MES系统）前瞻应用，多套智

能物流与包装解决方案、数十套智能焊接及抛光

打磨案例，逾百个运动控制、液气压执行机构品

牌、近百家机械传动品牌将掀起一场百花齐放的

技能大比拼。

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精密加工零件的庞大

需求，深圳国际工业零件展（ISE）是SIMM倾

力打造的中国首个承揽来图来料加工、订单分

包、工艺交流于一体的国际性展会，现场云集了

彼联科技、嘉业精密、泰日升、比亚迪、爱得

利、金佳利、玉井精密、金源五金、鸿威盛、

3D Systems、OPM、马路科技、汉邦科技、天远

三维、强力达、深沪、西陵不锈钢、一胜百、斯

穆+碧根柏、斯堪纳、亿和、大通、博耐特等知名

品牌，共同构建“金属材料+精密加工零件+表面

处理”全产业链矩阵生态。其中，在精密加工零

件主题展区，近百家海内外精密加工零件精英企

业集中展示在航天航空、医疗器械、半导体、光

学、自动化、3C电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高端

制造业中的应用，通过一站式的交流平台，为近

十万观众提供加工服务。

突破自我，
纷呈活动助力产业提档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支撑，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响应政府号召，推动制造

业进步与变革，深化深圳改革开放先头示范效

应，SIMM联合深圳市经信委、宝安区政府牵头

主办，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共同打造《制造走向

“智”造》——深圳国际制造业大会，共同探寻

促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之路。

此外，展会同期还将围绕“产品质量、计

量、智能生产、机器人、智慧工厂、精密零件、

智能制造、钣金自动化、3D打印、增材制造、模

具制造、数字化技术”等制造热点举行数十场论

坛和研讨会。除了高端的会议论坛，SIMM2019特

别推出金属成形机床馆导览团与钣金标杆工厂参

观活动，助力钣金企业克服钣金工艺限制，实现

小批量自动化应用。

积淀20载，升级制造，突破自我。展望2020

年，第二十一届深圳机械展将全新升级、成倍扩

大规模移师国际会展中心，从现有10万平方米展

馆，三大主题展会，升级为24万平方米，八大主

题展会，打造中国最大型工业制造技术展览会。

登上新台阶，SIMM与您从新遇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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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

SIMM2019主题论坛
2019.3.28-3.30

产品质量

检测

人工智能

新能源

智能制造

机器人
智慧工厂

机器视觉

精密加工

钣金自动化

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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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两会期间，工业互联网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为促进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深圳市的工业

及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深圳市制

造业等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

工业互联，智领未来
——中国（深圳）国际制造业大会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经深圳市人

民政府批准，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同意，深圳

市服务贸易协会和深圳机械展组委会于2019年3月

28日在第20届深圳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展览会同期

举办“中国（深圳）国际制造业大会”（简称工

业大会）。

时间：2019年3月28日 10:00-12: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梅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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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深圳国际机械制造
工业展览会开幕盛典

“新时代智变  新质造征程”

开幕式作为SIMM深圳机械展的重点和焦点活

动之一，历年来一直都是华南地区国内外制造业

品牌集体亮相的一次盛会。SIMM2019开幕式，

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制造业知名企业高层、政

府相关部门领导人、商界协会代表、权威媒体人

士、学术界代表等近300人齐聚一堂，开启华南地

区备受瞩目的制造业盛会。

2020年，第二十一届深圳机械展将全新升

级、成倍扩大规模移师国际会展中心，从现有10

万平方米展馆，三大主题展会，升级为24万平方

米，八大主题展会，成为中国最大型工业制造技

术展览会。

开幕式时间：2019年3月28日14:00-15:00

开幕式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梅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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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准 决 定 质 量 ， 质 量 铸 造 品 牌 ， 品 牌

拓 展 市 场 ！ ” 在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 ，

SIMM2019再度携手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深圳质量创新技术联盟，联合打造第三届

Quality China品质中国高峰论坛，立足于“中国

制造业价值回归的质量挑战”，邀请国务院参

事、计量机构和国内外专家、领军企业代表，做

主旨报告和分享。

演讲单位：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

会、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效能研究重点实验室、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上海大学等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

下，汇集19年专业工业展览资源与前五届智能制造

论坛成功举办经验的SIMM深圳机械展，将邀请知

名机器人厂商、集成商、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专家

学者，及企业代表、智能制造的成功实践者汇聚一

堂，围绕“制造—智造  走向智慧工厂”为主题，

探讨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转型发展，为传统制

造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会议时间：2019年3月29日13:30-16:30

会议地点：深圳会议中心—五楼梅花厅

第三届Quality China品质中国高峰论坛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智慧工厂主论坛】

会议时间：2019年3月28日14:30-17:0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18

2019.3.28－3.31

钣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论坛已成功举办至第

四届，是企业了解钣金行业发展趋势，获取先

进加工技术与工厂自动化升级改造方案的重要

平台。第四届钣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论坛，聚焦

“钣金自动化、信息化”主题，邀请5家知名钣金

加工企业实力讲解—助力快速回本、盈利增长、

转型升级的先进设备与管理方案，以及未来行业

趋势，有效帮助企业应对少量多批次产品加工等

订单需求。

演讲单位：龙锦金属、懒人自动化、广东高

胜管理咨询、华阳通机电、华夏星光

随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市场份额逐渐增加，

对医疗零部件加工要求也越来越高。SIMM重磅

推出第二届精密加工论坛，汇集了国内外知名制

造加工企业，围绕着医械零件在工件材料、表面

光滑度、提升精度等方面加工困难，带来高效加

工案例及技术解决方案，精密微型零件的机加经

验、夹持技术、刀具选择与测量技术应用。协助

高端精密产品的优化与迭代，为产业需求与制造

技术供应提供沟通桥梁。

演讲单位：马扎克、海克斯康、允可精密、

爱路华机电、NS Tool日进工具

第二届精密加工论坛【医疗器械零部件制造专题】

SIMM2019第四届钣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论坛
【钣金自动化、信息化主题】

会议时间：2019年3月29日 13:30-16:1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会议时间：2019年3月29日 13:30-16:1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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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精密零件复杂的工艺要求，不对称的海

量信息，使得精密加工零件的采供对接相较于

普通零件的对接更为复杂和困难。另一方面，

各个工厂的产能、工艺、加工工时均有所差异，

导致大量订单无法高效对接。基于此，2019年

SIMM精密加工零件展再度携手海智在线，打造

2019SIMM&海智在线工业零部件采供对接会，届

时将有近20家企业采购负责人携带采购项目到场

与数百家供应商进行对接洽谈，涉及工艺包涵冲

压、钣金、机加工、铸造、注塑到模具制造。

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主题峰会是深圳

机械展的品牌会议之一，已成功运作两年，每年

都会邀请3D产业链相关巨头代表参与，吸引超千

名专业听众参与。2019年，SIMM再度携手创想

智造3D打印网，联合行业大佬，围绕"增材制造

新应用，为传统制造业赋能"主题，涉及面涵盖模

具、熔模铸造、增减材复合加工、设计与研发等

行业热点话题，持续打造有深度、有态度、有价

值的3D打印论坛。

演讲单位：GE、3D Systems、中国惠普有限

公司、EOS、Materialise、Formlabs。

第三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主题峰会

2019SIMM&海智在线工业零部件采供对接会

会议时间：2019年3月28日 13:00-16:0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会议时间：2019年3月30日 10:30-12:3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梅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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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服务部

联系人：黄小姐

联系电话：（86）0755-8347 7906
联系电邮：event@simmtime.com

主题 时间 地点 论坛名称

品质中国
系列主题论坛

3月28日 14:30-17:00 六楼桂花厅
第三届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高峰论坛
—中国制造业价值回归的质量挑战

3月29日 10:00-12:15 六楼郁金香厅
第三届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质量技术论坛
—新形势下制造业的质量转型与创新发展

3月30日 09:45-12:00 六楼郁金香厅
第三届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行业技术论坛
—医药及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质量形势与应对研讨

智能制造
系列主题论坛

3月29日 13:30-16:30 五楼梅花厅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智慧工厂主论坛】

3月29日 10:00-12:30 六楼茉莉厅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3D成像和深度学习助力3C装配检测智能化专题】

3月29日 10:00-12:30 六楼桂花厅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中的机器人技术与应用专题】

3月29日 13:30-16:30 六楼桂花厅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制造本质--运营效率如何提升专题】

3月29日 14:00-16:30 五楼牡丹厅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3C智造中工业机器人技术发展与应用专题】

3月30日 14:00-16:30 五楼玫瑰厅3
第六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题论坛
【先进自动化如何提升设备竞争力专题】

精密加工
主题论坛

3月29日 13:30-16:10 五楼玫瑰厅3 第二届精密加工论坛【医疗器械零部件制造专题】

钣金智能制造
主题活动

3月28—30日 
10:00-11:30

2号馆金属成形
机床展2楼平台

SIMM2019金属成形机床展参观导览团

3月29日 13:30-16:10 六楼水仙厅
第四届钣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论坛
【钣金自动化、信息化主题】

3月30日 13:00-18:00
2号馆金属成形
机床展2楼平台

SIMM2019钣金主题活动之钣金标杆工厂参观

增材制造
系列主题论坛

3月30日 10:30-12:30 五楼梅花厅 第三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主题峰会

3月30日 14:00-16:00 六楼郁金香厅 第三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技术论坛【模具专题】

3月30日 14:00-16:00 五楼牡丹厅
第三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技术论坛
【设计研发专题】

采供对接会 3月28日 13:00-16:00 六楼茉莉厅 2019 SIMM&海智在线工业零部件采供对接会

专题研讨会/
产品发布会

3月28日 13:00-17:30 五楼玫瑰厅3 2019西门子工业软件机械制造数字化技术研讨会

3月28日 13:30-15:30 五楼玫瑰厅2 2019年村田溶研薄板冲压用焊接机技术交流会华南站

3月28日 13:30-16:30 五楼玫瑰厅1 机床数字化，正当时

3月29日 10:00-12:00 五楼梅花厅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论坛

3月29日 10:00-12:00 五楼玫瑰厅2 直线电机在高速超精密加工中的应用与案例剖析

3月29日 13:00-16:00 五楼菊花厅 新能源汽车智造大会

3月29日 14:00-16:00 五楼郁金香厅 丽驰科技-五轴加工方案交流会

3月29日 14:00-16:00 5号馆2楼平台 速加网助推加工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研讨会

3月29日 14:00-17:00 五楼玫瑰厅2 19年度BIG特约经销商（产品）交流会

3月30日 9:30-12:00 五楼玫瑰厅3 齿轮传动技术研讨会

3月30日 10:00-12:00 五楼玫瑰厅1 2019华人螺丝网汽车紧固件技术专题讲座（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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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Exhibitor List 
按展位号排序Booth No.Order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声 明

    本刊所载内容是根据参展商所提供的资料而编

制，出版机构对其资料不负任何责任。会刊的截止

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出版机构在编制本刊时已

尽量小心保持资料内容的准确性，如因错过提交时

间等原因而导致错漏，敬请谅解。

    在此，谨向所有为本刊提供资料的参展商及广

告商致谢，在你们的支持下本刊才得以顺利完成。

参 展 商 名 录
E x h i b i t o r  L i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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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Exhibitor List 
按展位号排序Booth No.Order 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1展馆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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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Exhibitor List 
按展位号排序Booth No.Order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金属切削机床展区

Metal Cutting 
Machine Too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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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Exhibitor List 
按展位号排序Booth No.Order 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1号展馆

金属切削机床展区

台湾泷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01

Taiwan TAKISAWA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台湾省桃园市平镇区延平路3段505号

电话：886-3-4643166

www.takisawa.com.tw

瑞士精机公司 1A20

PRECITRAME MACHINES SA

地址：Grand-Rue 5,CH-2720 Tramelan,Switzerland 

电话：41-3248688-50   86-10-87954098

www.precitrame.com   www.sarmat.cn

臻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A28

CHEN SOUND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台湾省台中市神岗区中车路62-6号

电话：886-4-25624338

www.chensound.com

德大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1A40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周市镇康庄路287号

电话：86-512-57664275

www.deta.com.tw

艾格索（香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A52

AIGESUO(HK)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 长青南路1号长安万科中心写字

楼2007-2008

电话：86-769-85445181

 

东莞市宝锋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A6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袁屋边恒正大厦6楼F室

电话：86-769-23183603

 

宝惠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1A74

POLYWELL MACHINERY (SHENZHEN)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红花路99号长平商务大

厦1923室

电话：86-755-8359 6328

 

东莞市永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B0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工业区新安大道27号(路东

小学对面)

电话：86-769-38967898

www.dgyongyu.com

庆鸿机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B13

CHING HUNG MACHINERY &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台湾台中市南屯区精科一路3号

电话：886-4-23503788

www.chmer.com

格尚(厦门)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1B1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村头村大板地工业区深翔工业

园1栋104号

电话：86-769-85250668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B25

Guangzhou Haozhi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永和经济开发区贤江村江东街6号

电话：86-20-62257588-8857

www.haozhihs.com

昶冉精密刀座（上海）有限公司 1B37

WTO Precision Tool Holders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伴亭路228弄2号楼109-110室

电话：86-021-57899638

www.wto-asia.com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HALL 1

Metal Cutting Machine Tool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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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Exhibitor List 
按展位号排序Booth No.Order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日本恩司迪公司 1C25

MST CORPORATION

地址：1738 KITATAHARA IKOMA NARA 630-0142 

JAPAN

电话：81-74-3781931

www.mst-corp.co.jp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1C33

Mitsubishi Electric Automation (China) 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386号 

电话：86-21-23223295

www.meach.cn

广州惠挺和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C49

Huitinghe（Guangzhou）C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云五路11号光正科

技工业园A栋101

电话：86-20-82511008-198

www.huitingcnc.com

因代克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C61

Index Trading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东三路526号3幢B部

位一层及三层（200131）

电话：86-021-54176612

www.index-traub.cn

東莞和信通商機械有限公司 1C71

WASHIN TSUSHO (DONGGUAN) MACHINERY CORPORATION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岗社区S358厦岗段1636号

三和工业园人和楼

电话：86-769-81503700

www.ws-ts.com

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 1C79

EMAG (China)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陈门泾路101号工业园区2号

电话：86-512-53574098

www.emag.com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C87

Carl Zeiss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自由贸易实验区美约路60号

电话：86-021-20821188

www.zeiss.com/imt

上海弋琨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B39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银都路298号九润商务大厦301室

电话：86-21-64208923

www.yk-sh.cn

迪培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广东办事处 1B45

DP Technology(Shanghai)Co.,Ltd.Guangdong Office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青南路1号长安万科中心8栋

2302室

电话：86-769-81669692

www.espritcam.com 

深圳市金承诺实业有限公司 1B4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保利大厦18楼

电话：86-755-26421888

www.generalg.com

瑞士米克朗公司 1B63

Mikron SA Agno

地址：Via Ginnasio 17, 6982 Agno. Switzerland 

电话：41-91-6106111

www.mikron.com/chin/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1B67

Mitsubishi Electric Automation (China) 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雅宝路1号星河WORLD B栋大厦8层

电话：86-755-23998272

cn.mitsubishielectric.com/zh/index.page

东源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1B87

Oriental Machine Tool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新秀村秀南街9栋99A3楼及6楼

6A室

电话：86-755-25122757-165

www.omtcl.com

昆山北钜机械有限公司 1C01

KUNSHAN BEIJU MACHINE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北钜路68号

电话：86-512-55156789

www.shengyumc.com

东莞市奥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C1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东路177号兴丰大厦601室

电话：86-769-81506965

www.aobo-park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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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丰华实业有限公司 1D01

SINO KING(SHENZHEN)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号西海明珠大厦F座816-817

电话：86-755-86111000

www.sinoking.cn

无锡微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D06

Wuxi WeiM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丹山路88号C座1101-1103室

电话：86-510-88787830

www.wimisoft.com

深圳市丰华实业有限公司 1D21

SINO KING(SHENZHEN)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号西海明珠大厦F座816-817

电话：86-755-86111000

www.sinoking.cn

美国哈斯数控机床（广州）专卖店 1D46

HAAS FACTORY OUTLET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3号办

公楼一楼

电话：86-020-82373017

www.taitong.cn

东莞金锘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D76

DONGGUAN JINNUOYAN MACHIN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岗社区复兴路9号F栋一、二楼

电话：86-769-81880308

www.wintechmac.com

昆山华都精工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D88

Kunshan Huadu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锦荣路456号

电话：86-512-36699519

www.huadujg.com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1F01

MAKINO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牧野路2号

电话：86-512-57778000

www.makino.com.cn

宝力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1F16 

PRO-TECHNIC MACHINERY（SHENZHEN）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A栋塔楼A2006

电话：86-755-82966688

www.protechnic.com.hk

宝惠机械有限公司 1F19

POLYWELL MACHINERY LTD.

地址：香港新界葵芳兴芳路223号新都会广场二座3809室

ADD:UNIT 3809 TOWER II LEVEL 38 METROPLAZA 

223 HING FONG ROAD KWAI CHUNG, N.T.

电话：852-24892363

www.polywell.hk

东莞台一盈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F36

Wintop（Donggu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西城工业园三区沿河路3号

电话：86-769-82830381

www.wintopcnc.com

广州卡路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F48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新梁路7号自编2号

电话：86-20-34560001

www.klousce.com

忠辉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1F5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元美路华凯广场A座15楼

电话：86-769-22341988

http://kel-hk.com

九龙机械有限公司 1F53

Kowloon Engineering Limited

地址：香港新界荃湾海盛路11号One Midtown 39楼1-8

室

电话：852-24028886

www.kel-hk.com

博世力士乐中国 1F64

Bosch Rexroth China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333号

电话：400-880-7030

www.boschrexroth.com.cn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1F72

HEIDENHAIN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纬三街6号

电话：86-10-80420000

www.heidenhain.com.cn

津上精密机床（浙江）有限公司 1F80

PRECISION TSUGAMI (CHINA) CORPORATION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平成路2001号

电话：86-573-85268718

http://www.tsugam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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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源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1G01

Oriental Machine Tool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新秀村秀南街9栋99A3楼及6楼

6A室

电话：86-755-25122757

www.omtcl.com

深圳市金承诺实业有限公司 1G1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保利大厦18楼

电话：86-755-26421888

www.generalg.com

丽驰精密机械(嘉兴)有限公司 1G61

Litz Hitech Corp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和风路1398号

电话：86-573-82222735

www.litzchina.cn

艾斯科股份有限公司 1G77

ESCO SA

地址：Les Geneveys-sur-Coffrane,  CH-2206, 

Switzerland

电话：41-32-8581212

www.escomatic.ch

艾弗特精密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1G79

Affolter China Co., 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1068号天祥大厦109室

电话：86-21-62370228

www.affolterchina.cn

东莞市利成机械有限公司 1G85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107国道颜屋路106号恒福工

业城

电话：86-769-38955066

www.listener.net.cn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1H01

FANUC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联路1500号

电话：86-21-50327700

www.shanghai-fanuc.com.cn

货泉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1H3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振安中路143号聚和国际机

械模具五金城首层B区03A号

电话：86-769-89320601

www.hwacheon.com

深圳市煜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H47

SHENZHEN YUGAO NC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大道194号卫东龙商务大

厦A栋1406

电话：86-755-29822555

www.szyugao.com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1J01

Beijing-Fanuc Mechatronics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路9号

电话：86-10-62984726

www.bj-fanuc.com.cn

阿奇夏米尔机电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1J36

GF加工方案/GF Machining Solutions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红花路长平商务大厦1703

室  

电话：0755-83590223

www.gfms.com

力劲集团 / 力劲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1J51

L.K.GROUP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华社区力劲工业园

电话：86-755-28123321

www.lk.world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J67

GSK C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观达路22号

电话：86-020-81992188

 

七海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K0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和泰工业区和丰工

业园第7栋

电话：400-0500708

 

深圳市宇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K3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街道南联社区爱南路387号601 

电话：86-769-89290311

www.ywcnc.com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K44

Nantong Guoshe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Group Co.,Ltd.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永通路2号

电话：86-513-85602596

www.ntgsz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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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K52

Good Frie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宵边社区新河路2号

电话：86-769-85098166

www.feeler.com.cn

Rollomatic SA 1L01

地址：Rue  des  Prés  Bugnons  3,  CH-2525  Le 

Landeron

电话：0041-3275217-00

路劳曼邸（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Rollomatic（Shanghai）Trading Co.,Ltd 

地址：中国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17号远东国际广场B栋

2601室

地址：Rm 2601, Building B, Far East Plaza,  317 

Xianxia Rd, Shanghai, P.R China, 200051

电话：86-21-63506874 / 63602160 

www.rollomatic.ch

利劲实业有限公司 1L16

LIJIN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智慧新城8栋503

室

电话：86-757-82581580

www.lijincnc.com

东莞市乔扬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L36

JOYOU C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上岭村上岭工业区三栋

电话：86-769-89237099

www.joyoucnc.con

孚尔默（太仓）机械有限公司 1L52

VOLLMER Taicang Co., Ltd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朝阳东路12号

电话：86-0512-53572870

www.vollmer-group.com

特博精机(深圳)有限公司 1L57

TURBO PRECISION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兴业西路36号鸿江工

业园二号厂房西侧

电话：86-755-27751885

www.dahanedm.com

上海克迈特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1M01

SHANGHAI KEMT PRECISION MACHINE TOOL CO., LTD.

地址：上海市吴中路1439号A栋7层A718

电话：86-21-52696841

www.cnkemt.com

深圳市台钲精密有限公司 1M06

SHENZHEN TAIZHENG PRECISION MAXH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光路128号（库坑

路口）广澜工业园B厂房

电话：86-755-27659429

www.sztaiz.com

深圳西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M2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怡海广场东座2606

电话：86-755-29860801

www.xkcxl.com

深圳市拓智者科技有限公司 1M51

SHENZHEN JOI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富民工业区二期富康

路64栋

电话：86-755-84656566

www.jointcn.com

广东商鼎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1M71

STANDY Smar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惠东产业转移园）

电话：86-752-8789888

www.standycnc.com

普锐米勒机床 1M83

PRIMINER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星光村福星路鑫如意工业园

电话：86-769-83849061

www.priminer.cn

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N01

SHENYANG MACHINE TOOL (DONGGUA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新竹路2号和堂-总部一号二栋

电话：86-769-23322173

www.smtcl.com

上海汉霸机电有限公司 1N11

SHANGHAI HAN SPARK CO., LTD.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三路689号 

电话：86-21-57360397

www.hans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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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汇联合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1N21

ShenZhen HuaHui Un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观天路11号

电话：86-755-86304725

www.kkcnc.com.cn

程泰机械(吴江)有限公司 1N26

GOODWAY MACHINE (WUJIANG) CORP.

地址：江苏省吴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太湖大道4888号 

电话：86-051-82868680-81116

WWW.GOODWAYCNC.COM

亚崴机电（苏州）有限公司 1N31

AWEA MECHANTRONIC (SUZHOU)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太湖大道4888号

电话：86-512-82868200

www.awea.com

宁波崴特机电有限公司 1N36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滨海经济开发区潮生路329号

电话：86-574-63990318

www.vitechcnc.com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1N48

WEIHAI HUADONG AUTOMATION 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698号

电话：86-631-5968595

www.huadogncnc.com

深圳市华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N56

SHENZHEN HUAYA CNC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成城达工业城6、11栋

电话：86-755-84648067

www.huayacnc.com

湖北台阳精密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1N64

地址：湖北省阳新县城北工业园

电话：86-760-23601808

www.zs-zt.com

昆山安德建奇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1N72

Kunshan Novick Digit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衡山路1399号1号楼3室 

电话：86-512-57309211

www.rovick.cn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1P01

GUANGDONG KEJIE MACHINERY AUTOMATIO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永盛路61号

电话：86-750-3500201

WWW.KEJIEGROUP.COM

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 1P22

J-TECH CN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双阳街道西环路与经六路交叉

路口嘉泰产业园

电话：86-595-28550013

www.j-techcnc.com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1P47

Shenzhen create century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东环路508号

电话：86-755-27255633

www.szccm.com

苏州市宝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Q01

Suzhou Baoma Numerical Control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浒关工业园区浒莲路42号

电话：86-512-65355291-8060

www.szbmsk.com

东莞市艾尔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Q22

Dongguan Alfa Autom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尾社区育民六街29号 

电话：86-769-83120300-128 

www.alfarobot.com

广东隆禾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1Q37

LONGHE MACHINERY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新区华天南一路16号

电话：86-757-28805309 

www.helongchina.com

深圳市佳富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Q45

地址：广东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河堤路20号冠城低碳

产业园F栋

电话：86-755-29756766

www.jiafucnc.com

东莞市志远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Q53

DONGGUAN ZHIYUAN DIGITAL CONTRO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福祥路31号

电话：86-769-81889977

www.dgzy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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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瑞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Q69

KUNSHAN RUIJUN MACHINERY EQUIT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江苏省昆山市苏杭路88号

电话：86-512-57175608

www.ksrjjx.com

深圳市创新精艺科技有限公司 1Q77

SHENZHEN CREAT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西坑社区潭面路13号

电话：86-755-89915017

www.cxjy-cnc.com

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 1R01

GUANGDONG HARVEST STA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银湖工业区

电话：86-769-89277999-8808

www.hscnc.cn

深圳北村鼎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R2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中心城龙岗天安数码

创新园三号厂房B803

电话：86-755-89230722

 

深圳市木村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R41

Shenzhen Mucun CNC Machine Too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茜坑佰公坳工业区55

栋

电话：86-755-28576398

www.szmucun.cn

南京建克机械有限公司 1R49

NANJING JIANK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凤山路72号

电话：86-025-57866111

www.jiankem.com

深圳市硕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R57

Shenzhen Sowin Precision Machine Too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潭头西部工业区A区

10栋

电话：86-755-29874500-826

www.sowincnc.com

东莞市固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R65

Dongguan GooDa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板石村常东路137号凯瑞丰工业

园F栋

电话：86-769-81512229

www.goodacnc.cn

美溪（上海）光电机械有限公司 1R73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朱吕公路6363号

电话：86-21-57376999

www.maxsee.com.tw 

广东汉明石阁机床有限公司  1R81

Guangdong Hanming shige Machine Tool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扁滘居委会高新区（容

桂）新有东路2号C座

电话：86-757-28377890

www.shige.com.cn

深圳市中扬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S0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将石社区上石家上

南工业区1号中扬数控产业园

电话：86-755-85273020

 

深圳市兴富祥科技有限公司 1S0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科兴科学园A2-1305

电话：86-755-26551808

www.henfux.com

东莞市宝晋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S47

POWERFUL MACH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谷涌社区新谷涌工业区

电话：86-769-85319619

www.powerful.com.cn

苏州三光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1S55

SUZHOU SANGUA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新区嵩山路145号

电话：86-512-68251373

www.ssgedm.com

深圳市力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S63

SHENZHEN LIRUI CNC MACHINE TOO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田寮松白路金叶工业园E栋  

电话：86-755-27629433 

www.szlirui.net

深圳市仕兴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S7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元山工业区6栋

电话：86-755-29728930

www.szshixinghong.com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T01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永安路10号

电话：86-10-60801188

www.jingd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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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乔锋机械有限公司 1T3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陈屋贝管理区常东路 

电话：86-769-82328091

www.jirfine.com

深圳市亚太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T56

Shenzhen  Asia-Pacif ic   Art i f ic ia l   Intel l igenc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永街道凤塘大道50号B栋1楼1号

电话：86-755-27349880

www.atjai.com

东莞市明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U01

DONGGUAN MANKEE 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缪边村祥丰路3号

电话：86-769-82815189

www.dgmkjx.com

广州德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U06

GUANGZHOU DELI CNC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盛路三盛工业区

电话：86-020-36285097

www.delicnc.com

东莞市埃弗米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U2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社区长虹路1号

电话：86-769-38923358

www.afming.com

佛山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 1U3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六路8号联达大厦

401室

电话：86-757-8281980

 

深圳市晨龙聚翔机械有限公司 1U5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平路191号明昌工

业园B1栋

电话：86-755-28050636

 

深圳市万达安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U66

Shenzhen Wandaa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凤凰岗第三工业区A2栋

电话：86-755-29185288

www.wanda-an.com

东莞上善精机有限公司 1V0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工业区兴业路广和体验中心

电话：86-769-87020809

www.ssjjcnc.com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1V04

ZHEJIANG JULIHUANG SAWING MACHINE GROUP CO.,LTD

地址：浙江省缙云市壶镇工业区1号

电话：86-578-3559088

www.julihuang.com

杭州华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1V11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石龙山工业区块1号 

电话：86-755-27373358

www.hzhf.com

广东中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V14

Guangdong Zhong Cong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民工业区688号

电话：86-769-88899139-0

www.hanbs.com

广东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V21

Guangdong Taizheng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共和第四工业区A6栋

电话：86-755-29756186

www.topedm1965.com

广东塞维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1V3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下岗复兴路33号金铭国际工业

模具城8栋1号

电话：86-769-88002885

www.swsgd.cn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1V41

Seekoo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鲤鱼河

工业区振兴路37号B楼

电话：86-755-33699533

www.seekoo-tech.com

深圳市德马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1V51

SHENZHEN DEMARCO INTELLIGENT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燕川第三工业区燕山大

道东盛科技园一区

电话：86-755-89493039

www.szdmk.net

广东豪特曼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1V61

Guangdong Hotman Intelligent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科技大道1号

电话：86-769-81769563

www.gdhotm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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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1W01

PRATIC CNC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中心工业园C区70号

电话：86-757-87090666

www.pratic-cnc.com

深圳市德达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W21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章阁社区章阁村0100029

号1楼102

电话：86-769-83000958

www.demecom.com

浙江宝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安徽宇宙机床有限公司） 1W31

Zhejiang Bao Yu CNC Machine Tool Co.,ltd

Anhui Universal Machine Tool Co.,Ltd.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经济开发区建设南路 

电话：86-563-6812888

www.bysk.cn

东莞市宝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W41

DONGGUAN BAOKE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莲村新太路63号

电话：86-769-85633926 

www.baofengmachine.com

高博（天津）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1W51

Gorbel(Tianjin) Crane Co.,Ltd 

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13大街58号

电话：86-022-59822-288

www.gorbel.com.cn

上海伊阳机械有限公司 1W54

SAHNGHAI ESUNTEK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市祁连山南路2888号耀光国际大厦B幢1004室

电话：86-021-36528968

www.esuntek.cn

深圳利工科技有限公司 1W6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大道33号

电话：86-775-89215061

www.ligongtech.com

深圳市沃克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1W6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头山飞黄达工业园1

栋1楼

电话：86-755-27654212

 

苏州汉奇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W71

SUZHOU HANQI C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科技园如元路169号B栋  

电话：86-512-67214582

www.szhqsk.com

东莞市锽沺实业有限公司-长安直营中心 1W7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金铭国际模具机械城7栋2号

电话：86-769-88880719

www.cnhtian.com

东莞市乔鸿机械有限公司 1X0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石厦仙村铜鼓路46号

电话：86-769-85610876

www.qhjx5958.com

钲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X11

JSMART 

地址：东莞市茶山镇卢边村恒兴昌工业C栋五楼 

电话：86-769-86170178

www.jhenjet.com

深圳市正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X2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广深公路东侧世外桃

源综合楼1栋431

电话：86-755-29375530

 

浙江全顺机床有限公司 1X24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江藻镇学院路100号

电话：86-575-87621576

 

深圳市中刚机械有限公司 1X31

SHEN ZHEN ZHONG GA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汤坑村同裕路家德马峦工业

园二区18幢一楼

电话：86-755-89926236

江门市台森精机协力科技有限公司 1X34

Tai Sen Jing Ji Xie Li Techon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江海三路110号

电话：86-750-3128930

卡斯托机械设备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1X41

KASTO Machinery & Systems (Taicang) Co., Ltd.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北京东路82号

电话：86-512-53208750

www.kast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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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晋诚机械有限公司 1X43

Dong Guang Chine Cher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新联新兴路3号

电话：86-769-85228059-815

www.dgjcjx.com

东莞诺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X4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S358省道257号

电话：86-769-85090318

www.kinnocnc.com

深圳市特略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X56

SHENZHEN TELUE PRECISION TECHMOLOGY TOOL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深纺大厦C座6楼西

A26

电话：86-769-81660689-0

www.sh-telue.com

深圳市联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X7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办楼村第一工业区6

路7号

电话：86-755-29929018 

www.szliangao.com

东莞市帝锋机械有限公司 1Y0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新塘村石大路310号工业区内

第10栋一楼

电话：86-769-85633091

www.hndifeng.cn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1Y03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开发区平安路5号

电话：86-10-60804673

www.ninghua.com.cn

东莞市扬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1Y07

Dongguan Yangmu Nume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第二工业区白泥浩工

业园

电话：86-769-87316908

www.yangmucnc.com

深圳市伟业广深贸易有限公司 1Y1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潭头特钢市场B39-41号  

电话：86-755-27242299  

 

广东大铁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1Y19

Guangdong  Datie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桃源西路大铁科技园 

电话：86-757-88776218

www.gd-datie.com

东莞市嘉坤机械有限公司 1Y2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黄洞村玉泉路旭龙工业城第三

期2号 

电话：86-769-87778957  

 

中山市诺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Y27

Zhongshan Nuoxi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工业区广兴路30号

电话：86-760-22678818

www.nuoxinjc.com

佛山市南海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Y33

FOSHAN NANHAI HUIDA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大谷兰昌村1号

电话：86-757-81083130

www.huidask.com

深圳市恒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Y35

SHENZHEN HENGTIE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土塘第二工业区泓丰工业园第

二栋厂房

电话：86-769-82821331

WWW.YGAMCHINA.COM

佛山市顺德区精弗斯数控车床制造有限公司 1Y39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扁滘居委会华富路3号首层

之二

电话：86-757-29812752

www.jingfs.cn

东莞市精旭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Y43

Dongguan JingXu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东莞市茶山镇京山村上基围

电话：86-769-86175913

www.dgjingxu.com

东莞市友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Y4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布料市场后面

电话：86-769-83287358

www.twyouh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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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国强道生实业有限公司 1Y51

Foshan Shunde Guoqiang Daoshe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三路4号

之七

电话：86-757-23322679

www.das-cnc.com

浙江仲全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1Y55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杭木路777号 

电话：86-571-86179555

www.jcmaxgride.com

深圳市金汇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Y59

Shenzhen Jin Huifeng Accurate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下村第五工业区3

号

电话：86-755-29871155

www.accurate.hk

东浦机械有限公司 1B87

Oriental Mtech Company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龙新蒲岗五芳街19-21嘉荣工业大厦10楼C 

座

电话：00852-2998250

www.orientalmtech.com

美国赫克中国公司 1D21

Hurco China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东三路526号国际 

机床中心5号楼1楼101室

电话：86-21-39101955

www.hurco.com

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 1G16

YAMAZAKI MAZAK (CHINA)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5131号

电话：86-021-54832688-2711

www.mazak.com.cn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1K01

Hexagon Metrology (Qingdao)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株洲路188号

电话：86-532-80895188

www.hexagonmi.com.cn

哈挺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1C49

Hardinge China Limited

地址：上海市浦东康桥东路1388号

电话：86-21-38108686

www.hardinge.com.cn

佛山市南海中南机械有限公司 1U3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广佛公路横江路段

电话：86-757-66822333

www.znum.com 

佛山市南海昊源机械有限公司 1U3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洲夏东涌口工业区石龙

北路北区

电话：86-757-86769185

www.fshaoyuan.com

佛山市德賽格精工機械有限公司 1U3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联星旺边工业区兴

旺路5号

电话：86-757-88583990

www.fsdsg.com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 1F16

PRO-TECHNIC MACHINERY LTD. 

地址：香港新界葵芳兴芳路223号新都会广场二座3808室

电话：852-24282727

www.protechni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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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2A01

ANHUI DONGHAI MACHINE TOOD MAKE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怀德路干头怀德机械城 

电话：86-400-003-4586

www.ahd.cc

深圳市广之恒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A1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二路华盛辉A座701 

电话：86-13823530368

 

扬州金斯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A20

YANGZHOU KINGSTON MOL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酒甸工业区弘扬西路18号

电话：86-514-87757590

WWW.JINSD.CN

绩伟测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A21

Givi Measurement Technology (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35号207室（锦绣

申江）

电话：86-21-68877827

www. givimisurechina. com

林德公众有限公司 2A23

Linde plc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浦东嘉里城23楼

2301室

电话：86-021-28947753

www.lindeplc.com

信宜华辉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A29

Xinyi Huahui CNC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九乡工业区

电话：86-769-87332202

www.lfkmachinery.com

广州高谱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A41

Guangzhou G clef Mechan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汀根村大板工业区一街

13号北区102

电话：86-020-31046146

www.gopo-cnc.com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A45

Yangzhou Henga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科苑路12号

电话：86-514-87516646

www.henga.cn

东莞台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B01

DongGuan Taizai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桥梓村首长科技园内台励福

电话：86-769-83219654

www.tailiftgroup.com.cn

深圳市谊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2B17

EKO CN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路441号光浩国际中心A

座17H

电话：86-755-28151773

 

广州市贝力机床有限公司 2B28

GUANGZHOU BEILI MACHINE TOOL.,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中35号

电话：86-020-82852853

www.beilijichuang.com

深圳市新丝路设计有限公司 2B30

Shenzhen NEWIDEO Desig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九祥岭新工业区2栋2

层207号

电话：86-755-26607051

www.newideo.com.cn

2号展馆

激光及钣金设备展区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HALL 2 

Laser and Sheet Metal Equipmen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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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岱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B31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99号天诚大厦14楼

电话：86-025-51887878

www.ddsoft.com.cn

深圳市伊诺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2B32

Shenzhenshi Yinuo Industru Design Co.I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城大道航城创新创业

园A3-101

电话：86-755-23017854

www.yinuoidea.com

佛山市镭戈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2B33

Foshan Ragos 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塘头工业区1号厂房

电话：86-757-81166656

www.ragoscnc.com

上海力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B39

Shanghai Powerful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78号6号楼812室

电话：86-21-62808887

www.qmmac.com

帕玛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B40

PMA Pacific Machinery Co.,Ltd.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兴浦路333号现代工业坊4号厂房1楼E

单元

电话：86-512-65914129

www.pma-pacific.com

上海融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B53

R&K Machinery 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65号同济科技园2号楼201室 

电话：86-021-51691083

www.rktec.com.cn

美国MATE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东亚区办公室 2B54

Mate Precision Tooling Inc. Pac Rim North Office

地址：上海市东方路1988号华南大厦511室

电话：86-021-61096216

www.mate.com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B55

Atlanta Drive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88号海丽大厦10E

电话：86-021-50485680

www.atlanta-drives.cn

宾科精密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2B56

PEM (China)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晨丰中路99号 

电话：86-512-57269388

www.pemnet.com

东莞市德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B71

Dongguan TAM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简沙洲宝健路68号

电话：86-769-22713872

www.eurofab.cn

江苏创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C01

Jiangsu Chuang Heng Machinery Tech. Co., Ltd.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86-513-88321198

www.chjxkj.cn

深圳市富士技研科技有限公司 2C06

SHENZHEN FUJIME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宝安区石岩街道北环路大树林工业

园10号

电话：86-755-23042355

www.fujimec.com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C21

SHENZHEN DNE LASER SCIENCE & TECHNOL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中心路5号

电话：86-755-40088870

www.laser8508.com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D01

JIANGSU YAWEI MACHINE TOOL CO.,LTD.

地址：江苏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 

电话：86-514-86880518

www.yawei.cc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D06

Jiangsu Jinfangyuan CNC Machine Co., 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吉安南路168号

电话：86-514-80522449

www.jinfangyuan.com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2F01

MITSUBISHI ELECTRIC AUTOMATION（CHINA)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2512-

2516

电话：86-755-82719702

cn.mitsubishielectric.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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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F06

ZHUZHOU CRRC SPECIAL EQUIPMENT TECH. CO.,LTD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

电话：86-731-28463886

www.crrctk.com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F37

Han's Laser Smart Equipment Group Co.,Ltd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重庆路128号大族

激光全球运营中心1栋

电话：86-400-019-0219

www.hansme.com

天田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2G01

AMADA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9号 泰福仓综合大楼八楼

801-803

电话：86-755-83580011

www.amada.com.cn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2G61

HANGZHOU XIANGSHENG ABRASIVE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彭公彭安路53-1号

电话：86-571-88524367

www.xs-sander.com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G66

ESTUN AUTOMATION CO., LTD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水阁路16号

电话：86-025-52793039

www.estun-robotics.com

广州市启泰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2H01

KETEC Precision Tool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明珠工业园丽峰路7号

电话：86-020-87868333

www.ketectool.com

深圳市强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H06

Shenzhen Qiangla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四方埔工业区福成巷9号

电话：86-755-28824800

www.szqljx.com

东莞市川品五金有限公司 2H08

Dongguan Quapin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咸西工业区莲湖路13号

电话：86-769-81606311

www.quapinmould.com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H11

Dongguan Glorystar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外径工业园汇京路

电话：86-769-8222-2218

www.glorylaser.cn

扬州安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H18

Yangzhou Antil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扬州西郊火车站北首3公里

电话：86-514-83838616

www.ntjc.com

江苏文拉折弯机模具系统有限公司 2J01

WILA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太仓东亭北路165号

电话：86-512-53208870

www.wila.com.cn

深圳市新兴田科技有限公司 2J06

Shenzhen New Prosperous Land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黄阁中路天安数码城2栋A座

602B

电话：86-755-89237243

www.sznpl.com

苏州领智迅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J11

Lead Smart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中华园西路1869号

电话：86-512-36832000

www.lead-laser.com

深圳市固泰科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2J25

Goleec System (Shenzhen)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三围社区航空路西湾

智园研发楼201

电话：86-755-29724512

www.goltechsys.com

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J26

Qingdao Dado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明关路729号

电话：86-532-88173933

www.dadongcn.cn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K01

FOSHAN BEYOND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工业区珠江大道8号

宏山激光

电话：86-757-66833376

www.hsg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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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K07

Jinan Bodor CNC Machine Co, 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299号鑫盛大厦1号

楼20层

电话：86-531-82805316

www.bodor.com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2L17

Bystronic Co., Ltd. (Shanghai)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388 号 A 座602室

电话：86-021-60829300

www.bystronic.com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L22

Yangli Group Co.,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499号

电话：86-514-87770888

www.yangli.com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2M01

TRUMPF（China）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北部工业城工业北

四路

电话：86-512-5328-7700

www.trumpf.cn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2M06

Penta Laser（Wen zhou）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滨海园区三道11路4258号

电话：86-577-56581758

www.pentalaser.com

BLM集团中国 2M71

BLM Group China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外环路352号D区2层D206室

电话：86-021-56641669

www.blmgroup.com

莱纳斯工业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2M79

Lanuss Industrial Equipment (Suzhou)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新塘路788号

电话：86-512-50332666

www.lanuss.com

深圳市海吉科技有限公司 2N01

Shenzhen City Haigei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东赤石岗隆丰路1号B栋1楼

电话：86-755-84889769

www.haigei.cn

佛山汇百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N06

FOSHAN BAISHENG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和信路10号

电话：86-400-0088807

www.gzbslaser.com

冠壹机械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2N10

CROWN ONE MECHANICAL EQUIPMENT（SHENZHEN） CO.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莲塘工业城 B 区21栋 

A 单元

电话：86-755-26628134

 

东莞市久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N26

DONGGUAN JIUNUO NC MACH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第四工业区东盛路九号

电话：86-769-82766629

www.dgjiunuo.com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2N36

FOSHAN GEN HA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穆路长田工业园1号

电话：86-075-86401007

www.fsghkj.com

深圳市奥斯玛数控发展有限公司 2N56

Shenzhen OSM CNC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楼村鲤鱼工业区振兴路

33号

电话：86-755-23410770

www.szosm.com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N57

GUANGDONG PUDIAN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

工业北路6号C-1一楼B区

电话：86-769-81767569-812

www.gd-pw.com

瑞铁机床（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P01

Deratech Machine Tool (Suzhou) Corp.,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科技产业园胜泾路178号

电话：86-512-80607637

www.Deratech.cn

苏州锃道研磨技术有限公司 2P21

Suzhou Shinetek Grind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葑镇通园路58号

电话：86-512-62838411-8010

www.sz-shine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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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塞尔切割焊接（中国）有限公司 2P31

Messer Cutting Systems (China)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南浜路528号

电话：86-512-57314949-299

www.messer-cs.cn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P41

GUANGZHOU HYMSON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君龙社区环观南路26号

电话：86-755-28037766

www.hymson-laser.com

深圳市锐特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2P71

Rate Precision Tool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北路新围第三工业区第

三E栋

电话：86-755-29043481

www.ratetooling.com

安徽双力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2Q03 

ANHUI SHUANGLI MACHINE TOOL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经济特区工业园

电话：86-555-6768858

www.ahshuangli.com

东莞市永田实业有限公司 2Q06

Dongguan yongtian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颜屋工业区莲颜路西一巷5号

电话：86-769—85478919

www.dgyijiayi.com 

阳江鸿丰实业有限公司 2Q07

YANGJIANG GRAND HARVEST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阳江市麻演工业区中路19号 

电话：86-662-3177528

www.ghknife.com/cn

广州优科模具有限公司 2Q0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凌边宝石工业区A5-2 

电话：86-020-34855225

www.ugogz.com

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Q11

Heron Intelligent Euq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从化区太平镇新一路63号

电话：86-020-87813325-5075

www.heronwelder.com

天津阿诺数控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2Q13

Tianjin Arno CNC Weld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北屯工业园区松山路16号

电话：86-022-68766168-6118

www.arnoweld.com

广东博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Q14

Guangdong Prosper CNC Mach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怡发工业区

电话：86-075-2522625

www.prospercnc.com

安徽力源数控刃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Q15

Anhui Liyuan CNC Blade Mold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镇溪岗路410号

电话：86-555-6765968

www.ahliyuan.com

兰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Q17

Lantek (Shanghai)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419弄复地万科活力城31号

614室

电话：86-021-68455605

www.lanteksms.com

东莞艾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Q19

AFAB Precision Machinery Ltd 

地址：东莞市高埗镇低涌村创兴路廉商-智造产业园G栋2

楼

电话：86-769-28057627

www.afab.com.cn

广东天丰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2Q20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委会大都工业区

创业路9号4-1号车间

电话：86-757-23303596

 

烟台瑞斯克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2Q21

Yantai Ruisike CNC MACHINE CO.,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富海路188号 

电话：86-535-4311589-8118

www.ytrsk.com

诺雷力（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2Q22

Rolleri (Beijing)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216号东方郁金香大厦B单元

601

电话：86-010-59919086

www.rolleritool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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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纳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Q23

Gunagdong nic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石龙坑荔园路 135号 

电话：86-769-85353993

www.nicenct.com

深圳市固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2Q27

Goodmate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清湖梅龙路与清龙路交汇处

大唐时代8楼804

电话：86-755-33034792

www.szgoodm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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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奥宝杰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3A01

Apogee Electric（Suzhou）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葑亭大道728号C栋

电话：860-512-62997325-808 

www.apogeefan.com

青岛昌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A03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通济办事处闫家岭

电话：86-532-82510601

www.echanghan.com

东莞市巨力气动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3A05

Dongguan JULY Hydropneu Mati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水濂山路8号久力工业园 

电话：86-769-21680168

www.dgjuly.com

宁波德美锯业有限公司 3A06

NINGBO DEMEI SAWTOOLS CO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小港镇衙前村衙朱路16号

电话：86-574-86175181

www.nbdemei.com.cn

深圳市中本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3A07

SHENZHEN ZHONGBEN PRECISION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北环路园岭一巷7号

3楼303

电话：86-755-29681880

www.zbjmyq.com

靖江斯贝得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3A08

Jingjiang Spd Motor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江山路68号

电话：86-523-84883710

www.jjspd.cn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3号展馆

激光加工及钣金冲压展区
HALL 3 

Sheet Metal Processing and Punch Automation Area

江苏科瑞斯机件有限公司 3A09

Jiangsu Krius Machine Tool Accessories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华成东路59号 

电话：86-512-36889706

www.krius.net

深圳市中德利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A11

SHENZHEN ZHEONGDELI DIGITAL-CONTROL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铁岗社区益成工业园D栋

1楼C区3号，E栋1楼

电话：86-755-29072613

 

德州科浦沃数控功能部件有限公司 3B01

Dezhou Kpuw CNC Functional Parts Co.,LTD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庆云经济开发区西环富源路9号 

电话：86-534-3280188

www.kepuwo.cn

澳狮安全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3B03

OURLION SAFETY TECHNOLOGY (SHENZHEN)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凤塘大道50号B栋5楼505 

电话：86-075-27374419

www.bestppe.com

深圳市海维海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3B04

HVHI DESIGN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彩虹大厦25D

电话：86-755-83864538

www.hvhi.net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B06

Suzhou Xinneng Precis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菀坪同心东路32号

电话：86-512-63392098

www.szlug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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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史比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3B08

Suzhou Speeter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金枫南路1258号A3幢4楼

电话：86-512-69213022

www.speeter.cn

广东葆德科技有限公司 3B09

Guangdong Baldor-tech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高新工业区乐民大道3号 

电话：86-757-87398111

www.baldor-tech.com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3B13

山东嘉意机械有限公司 

LAG Machine Tool (Shanghai) Co., Ltd

Shandong Jia Yi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工业区三区恒翔路55号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磁窑镇幸福路北首魁星路南 

电话：86-021-39003785

www.lag-rainer.com

浙江天祥机床有限公司 3B16

Zhejiang Tianxiang Machine Tools CO.,Ltd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天成工业区天勤路18号

电话：86-577-62302666

www.zjtxjc.com

广州无忧云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B17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骏业路257号圣力科技园二栋

703

电话：86-020-87562156

www.zhuangbeidai.com

东莞市百安鞋业有限公司 3B18

BaiAn Footwear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水蛇涌盈丰大厦A座610

电话：86-769-23608987

www.ba-shoes.com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B19

XIAMEN EAST ASIA MACHINERY INDUSTRIAL CO.,LTD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西柯街611号 

电话：86-592-7113080

www.jaguar-compressor.com

深圳市天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B26

Shenzhen Tianc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广田路47号

大南海广发工业园厂房C栋五楼502

电话：86-755-66850377

www.sztclaser.com

深圳爱葛尼机床有限公司 3B28

SHANGHAI AIGENI MACH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李松蓢炮台路48号创新

云谷B栋

电话：86-755-27125790

www.aigeni.cn

深圳市鋐海科技有限公司 3C0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黄金路黄金花园31楼

AE

电话：86-755-28469348

 

深圳市鸿怡威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3C04

ShenZhen ShiHongYiWei Automation Tech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田寮第一工业区TM3

栋三楼

电话：86-755-2967455

hongyiwei.byf.com

深圳市迪诺华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3C06

ShenZhen DiNuoHua Hardware Machinerym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甲子塘社区第二工

业区

电话：86-755-23245326

www.dinuohua.com

宾泰克（天津）泵业有限公司 3C08

PENTAX(TIANJIN)PUMPS CO.,LTD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区赛达集美工业园17号

电话：86-022-23889905

www.pentaxpumps.cn

深圳市小机灵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09

Shenzhen small sharp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到合水口第四工业区五期11

栋  

电话：86-755-27068558

www.cnms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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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好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C12

DONGGUAN HAOSHOU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缪边鸿利工业区14号厂房

电话：86-769-83528312 

WWW.TWHAOSHOU.COM

江苏华途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C13

JIANGSU HAUTO CN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华阳镇经济开发区科技新城科

技大道1号路3号楼2层

电话：86-511-80771255

www.hauto-cnc.com

河北盈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C14

Hebei Yingfei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河北省清河市河北省清河县珠江街61号

电话：86-319-8052750

www.hebeiyingfei.com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铁美高自动化设备厂 3C1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宝安大道旁学子围工

业园A栋 首层

电话：86-755-33880963-805

www.tmggd.com

速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C21

SUPER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高新区吉林大道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

电话：86-317-5501999

www.super1995.cn

东莞市瑞社冷热设备有限公司 3C22

DONGGUAN RUISHE HAV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福隆第三工业区

电话：86-769-86539258

www.ruishe1688.com

佛山市南海云昌空压机有限公司 3C33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丹路罗村交警中队旁

电话：86-757-86793006

www.fs-yc.com

雷诺克斯带锯条 (Lenox Bandsaw) 3C35

Stanley Works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区竹林路101号陆家嘴基金大厦8F

电话：86-021-61621858

www.lenoxtools.com

深圳好尔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D01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约社区高科大道65号C栋

一楼

电话：86-755-28987575

www.holdmachine.com

深圳市同创机电一体化技术有限公司 3D03

Shenzhen Tongchuang Mechatronic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西丽南岗第二工业园8栋

5楼

电话：86-755-85269235

www.sztcjd.com

深圳市瑞源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D0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新木社区新木路251号 

电话：86-755-84006891

 

东莞市安扬实业有限公司 3D08

Dongguan AnYa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大坑工业区大铺路

电话：86-769-88620930

www.dganyang.com

广东瑞泰通风降温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D1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龙路余屋段龙岑95号

电话：86-769-23321332

www.rtfans.com

无锡市华德尔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3D13

Wuxi Wonder Auto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大通路503号通达工业园D

栋5楼

电话：86-510-83729992

www.wonder568.com

深圳市东露阳实业有限公司 3D14

SHENZHEN DOLUYO INDUSTRIA CO., LTD.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三工业区腾丰四路4号

东露阳工业园

电话：86-755-29974506

www.doluyo.com

东莞市岗峰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3D15

Dongguan Gangfeng Precision Industry Co.,Ltd 

地址：东莞市桥头镇大洲社区大东路626号B栋

电话：86-769-81003216

www.gfsi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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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D17

ZHEJIANG YIDUAN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良边村石腊塔工业区石大路段

120号

电话：86-769-83520919

www.xsyiduan.com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D19

Jiangsu CPTEK Serv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溧阳中关村科技园上上路28号

电话：86-051-97962289

www.cptek.com.cn

深圳市林科超声波洗净设备有限公司 3D25

Shenzhenshi Linkesonic Clean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西部开发区深华业宝安工

业区1号厂房第一层B

电话：86-755-29706807

www.linkesonic.com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3D33

NANFANG PUMP INDUSTRY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仁河大道46号

电话：86-571-86390160 

www.nanfang-oilpump.com

西阁玛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3D34

SigmaTEK,LLC., China

地址：上海市长安路1001号1号楼1126室 

电话：86-021-62809316

www.sigmanest.com

惠阳佑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D35

YOUXIN INDUSTRY，LTD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陈江镇拥军路

电话：86-752-3087588

 

深圳市爱生百利科技有限公司 3D36

ASSEMBLY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长春路171

号长春大厦7楼

电话：86-755-27155212

www.kooner.com.hk

东莞市方荣精机工业有限公司 3D38

Dongguan FangRong Precision Machine Indust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沙步第二工业区沙通路163号 

电话：86-769-83126569

www.dgfangrong.com

广州普耐柯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D39

Guangzhou Placker cnc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夏园西路工业西区永同厂房2号

电话：86-020-82001812

www.placker.com.cn

东莞市启隆研磨机械有限公司 3D42

BARREL FINISHING MACH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涌头工业区宏丰路12号

电话：86-769-38932189

www.chiiyea.com

沈阳晶元滤膜有限公司 3D43

Shenyang Jingyuan Membrane Systems Co., Ltd.

地址：辽宁省铁岭县懿路工业园区 桃李沟路19号

电话：86-024-86530244

www.jingyuan.hk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D46

Shenzhen Maxphotonics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芙蓉工业区芙蓉三路创鑫激光产

业园

电话：86-755-27561382

www.maxphotonics.com

东莞市凤岗爱托力机械配件加工厂 3D51

Dongguan Fenggang Atoli Machinery Parts Processing Factory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河背工业区

电话：86-769-82073590

www.atoli.com

深圳市雅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D52

Shenzhen Yakangche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335号龙景工业园F栋2楼

电话：86-755-23287713

www.ykckj-yy.com

浙江沪缙机床有限公司 3D60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兴达路

电话：86-578-3559201

www.chinahujin.cn

佛山市顺德区顺之信机械有限公司 3D61

Foshan Shunzhixi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国际机械城红绿灯

路口

电话：86-757-28618828

www.fss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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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宏标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3D62

DONGGUAN HONGBIAOMACHING HARDWARE CO.,LTD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厦岗建安路金铭国际模具城18栋

19-20号

电话：86-769-82751699 

WWW.HONGBIAOJX.COM

北京赛福斯特技术有限公司 3F01

AVIC Beijing FSW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武兴北路2号

电话：86-010-52332781-801

www.cfswt.com

深圳市鸿汉科技有限公司 3F04

ShenZhen Honghan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盛路8号香玉儿工业园6栋4楼

电话：86-755-84596679

www.honghanrobot.com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F06

GD HAN'S YUEMING LASER GROUP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开发区工业东路28号

电话：86-769-89838888

www.ymlaser.com

北京热刺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F33

Beijing Reci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一号院M6 五层 

电话：86-010-64365885

www.recilaser.com

深圳市名匠智造有限公司 3F35

SHENZHEN MINGJIANG INTELLGENC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楼村第二工业区中

泰路3号11栋B区

电话：86-755-21065109

www.szmjzz.com

南阳市百斯特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3F42

Nangyang Best Hydraulic Machinery Co.,Ltd. 

地址：河南南阳市高新区2号工业园

电话：86-377-63899598

www.zgmysb.com

张家港合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F45

Gipfel Machinery Zhangjiagang Co.,Ltd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悦丰路15号

电话：86-512-58900962

www.jshetai.com

深圳市科伟达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3F55

SHENZHEN KEEPAHEAD ULTRASONI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横郎村科伟达科

技工业园

电话：86-755-81781289

www.chinakwt.com

东莞东三环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F57

Dongsanhuan Environ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社区等水岭村南大街2号

电话：86-769-18908094

www.dshhb.com

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3F60

Shenzhen Han's Scanner S&T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128号大族激光产业园4栋4

楼

电话：86-755-23041055

www.hansscanner.com

大粤激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F62

Dayue laser technology(shenzhen)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路508号5楼

电话：86-755-28432309

www.dylaser.com

深圳市瑞德鑫自动化有限公司 3G01

SHenzhen REDXIN Automatio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广深路沙井段88号206

电话：86-755-27162035

www.szredxin.com

东莞市一辉油压机械有限公司 3G05

DONGGUAN YIHUI HYDRAULIC MACHINERY CO., LTD

地址：东莞市桥头镇禾坑工业区禾石路210号

电话：86-769-83902345

www.dgyihui.cn 

华茂机械（肇庆）有限公司  3G11

WAH MOU MACHINER(ZHAO Q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路6号 

电话：86-758-3601036 

www.wahmou.com.cn

东莞市金拓机械有限公司 3G13

Dongguan Kingto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村安达工业园B2栋

电话：86-769-87551555-8002

www.dgking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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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诚机械有限公司 3G14

NINGBO TOMAC MACHINARY CO., LTD

地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杨路78号 

电话：86-574-86596666

www.toptran.com.cn

深圳市广天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G17

Shenzhen Guangtiandi C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桂花田螺湖工业区1号A

栋1-2楼

电话：400-900-8910

http://www.topdiaokeji.com

天津普瑞赛思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3G34

Tianjin Presence Weld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天津市静海陈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86-022-68761711

www.prssmachinery.com

凯达威尔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G35

Kada-well Creative Technology (Shenzhe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中粮（福安）机器人

智造产业园16栋2楼

电话：86-075-88856968

www.kada-well.com

沃得精机（中国）有限公司 3G39

WORLD PRECISE MACHINERY(CHINA)CO.,LTD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埤城沃得工业园

电话：86-511-86333855

www.worldjj.com.cn

上海锐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3G43

Shanghai Rui Ju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顺联机械城

电话：86-757-63213932

www.ruijujd.com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3G51

GUANGDONG METAL FORMING MACHINE WORKS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大门居委会金

陡路1号

电话：86-757-29899021

www.guangduan.cn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3G52

Yangzhou Metalforming Machine Tool Co., 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钢路1号 

电话：86-514-87518986

www.duanya.com.cn

深圳市创智自动化有限公司 3H0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红巷工业路88号

电话：86-755-23725516

www.szcsjjg.com

深圳市牧激科技有限公司 3H0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335号龙景工业

园F栋2楼

电话：86-755-89350297-6666

www.h-tech-sz.com

深圳市铭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3H31

SHENZHEN HEROLASER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立新北路2号

电话：86-755-29191116

www.herolaser.com

深圳市思博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H66

Shenzhen superwav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宝南路13号

方兴科技园A区A1栋第2层、A5栋第1层 

电话：86-755-82435125

www.sw-laser.cn

深圳市晨皓达科技有限公司 3H70

SHENZHEN CHENHAODA TO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樟坑径懿盛佳科技三楼

电话：86-755-33071500

www.chdlaser.com

深圳市牛顿光学有限公司 3H72

ShenZhen Newton Optic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中心路同方中心大厦509号

电话：86-755-82592270

WWW.SZNEWTON.COM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3J01

Luoyang Ruichuang Electr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开发区

孙辛辅路6号

电话：86-379-65112979

www.lyrcdq.cn



 49

参展商名录Exhibitor List 
按展位号排序Booth No.Order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东莞市中创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3J09

Dongguan Zhongchuang Cnc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荔横樑头围街5号

电话：86-769-87884888 

www.0086zc.com

上海汉尔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J11

Shanghai HeroLift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瓶北路150弄149号

电话：86-021-64907850

www.herolift.cn

深圳嘉得力清洁科技有限公司 3J21

Gadlee Green Cleaning Equipment Corporatio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洪湖二街59号A1

电话：86-755-82293800

www.gadlee.com

沧州艾森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J24

Cangzhou Aisent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蒲洼开发区机床附件园

电话：86-317-6189111

www.aisentejf.net

广州流遍润滑机械有限公司 3J33

Guangzhou Liubian Machinery Lubrication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道东297号(黄埔区塘口) 

电话：86-020-82343389

www.zjliubian.com

深圳市海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K01

Shenzhen Haiwe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德政路惠科产业园8栋

6栋

电话：86-755-27298500

www.hwgd.com.cn

希格盟德(宁波)焊接器件有限公司 3K05

Siegmund Ningbo Welding Systems Co.,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桕墅方南路260号

电话：86-574-86589277

siegmund.com.cn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K11

TETE LASER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锦绣中路太辰光通信厂区1栋西座

电话：86-755-26951759

WWW.tetelaser.com.cn

上海善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K15

Shanghai Shanjia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安公路菊城路33号 

电话：86-021-39532079

www.shanjia.com.cn

深圳市丰科机械有限公司 3K23

SHENZHEN FENGKE MACHINE.,LTD

地址：深圳市松岗镇燕川滨河南路5号丰科工业园

电话：86-755-27556150

 

东莞市先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K31

Dongguan Xianwei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锦厦第四工业区锦富路17号B栋

二层

电话：86-769-85381775

www.sanwa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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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展馆

精密加工及金属材料展区
HALL 4 

Precision Machining and Metal Materials Area

天津元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A01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响螺湾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浙商

大厦A1001室 

电话：86-769-22991011

www.starpoint.cn

东莞市全准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4A03

Dongguan QuanZhun precision hardware CO.,Ltd.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合和区振庆路10号

电话：86-769-81559188-8101

www.qzspring.com

深圳市万和达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4A0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黄埔路42号蓝天科技园8栋

1楼西北面

电话：86-755-33928126

www.whd-mould.com

深圳市大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4A09

Shenzhen Datong Precision Met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第三

工业区广田路华丰科技园第五园区

电话：86-755-33895168

www.wmould.com

东莞斯穆碧根柏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A15

SCHMOLZ+BICKENBACH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新联管理区

电话：86-769-85521818

www.schmolz-bickenbach.cn

深圳亿和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4A2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南环路

亿和工业园

电话：86-755-27629999 

www.eva-group.com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A32

BYD Auto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深汕路1301号

电话：86-755-89888888

www.bydauto.com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A33

Bluestar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步涌同富裕A-2工业区A区第

一、三栋

电话：86-755-8176-9668

www.bluestar-mould.com

深圳方圆阮氏特殊钢有限公司 4A40

Hubei Fangyuan Special Stee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茨田埔社区新兴工

业区第四栋厂房第一层 

电话：86-755-82595852-0000 

www.fyspecialsteel.com

深圳市裕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A44

Shenzhen Yuhong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第四工业区B

区3栋2楼B

电话：86-755-27649281 

 

TOP-A TECHNOLOGY CO., LTD.  4A46

地址：5, 654Beon-gil, Aenggoae-ro, Namdong-gu, 

Incheon, Korea 21689

电话：82-32-8127771

东莞明利钢材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4A4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高英村高英路118号 

电话：86-769-83316878

www.minglee-wim.com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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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平力五金有限公司 4A49

DONGGUAN PINGLI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竹塘村孙尔排路6号一栋1楼

电话：86-769-82078387

www.dgplwj.com

Felss Group GmbH 4A53

Felss Group GmbH

地址：Dieselstr. 2, 75203 Königsbach-Stein
电话：86-512-63912012

www.felss.com

佛山顶锋日嘉模具有限公司  4A5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番公路五沙段37号

电话：86-757-28666115

       

深圳市裕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A58

Shenzhen Yuhong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第四工业区B

区3栋2楼B

电话：86-755-27649281 

 

东莞市蓝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A6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振兴中路25号 

电话：86-769-86720156

 

深圳市正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A61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观光路白花洞金来旺科技园B栋1楼

电话：86-755-28127199

www.szzrsteel.com

 

东莞德力钢材制品有限公司 4B0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赤坎村工业路5号

电话：86-769-86551828

www.ceindustry.com.hk

 

一胜百模具（东莞）有限公司 4B05

ASSAB Tooling (Dong Guan)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业北一路三号

电话：86-769-2289-7888

www.assab-china.com

东莞市金盘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B13

DONGGUAN JINPAN MOULD  FITTING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创业路8号

电话：86-769-87086826-8016

www.jpmould.com

东莞市长安豪康模具配件厂 4B21

DONGGUAN HAO KANG DIE PARTS FACTORY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大街西兴路8号A栋三楼 电

话：86-769-81887670

www.chengangmj.cn.alibaba.com

广东腾鸿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4B22

Guangdong Tenghongjie Met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顺德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翔工业区

金翔路9号

电话：86-757-22386444

www.thjtoolox.com

东莞市合一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B30

Dongguan Heyi Hardware Produc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三中金龙工业区1栋

电话：86-769-87891865

www.gdheyi.cn

深圳市裕鼎模具钢有限公司 4B37

Shenzhen Yuding Mouldstee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公常路25号

电话：86-755-27430666

 

东莞市正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B45

Dong guan Zhengyi Metal Produc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塘沥村楼下小组金凤凰工业区

金鹏路3号厂房B区

电话：86-769-87500819

www.dgzyjs.com

东莞市博耐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4B53

DONGGUAN BONET PRECISION MOULD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1号天安数码城C1栋

1104室

电话：86-769-88777000

www.bonet-cn.com

东莞市越升机械有限公司 4C01

地址：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昌禾路18号

电话：86-769-83480960 

 

广州中誉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4C05

Guangzhou Kingmold Precision Mold Co.,LTD.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方达路6号侨丰工业区内

电话：86-20-32382706

WWW.ching-kingm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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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宏拓智能装配有限公司 4C1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西部工业园B4区43栋

201

电话：86-755-81700778

www.ht199.com 

 

广东万润利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4C1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大浪办事处同胜社

区白云山新村国大工业园厂房10东分隔体

电话：86-755-28070708

 

深圳市汉霸机电有限公司 4C21

Shenzhen Han Spark Mechancal & Electric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

业区、区同富裕工业园5号一楼A段 

电话：86-755-27522600

www.gsmold.com.cn

大桥铜材(深圳)有限公司 4C25

DA QIAO COPPER (SHEN ZHE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金祥工业园

电话：86-755-28052805

www.edmdq.cn

 

东莞精晟模具有限公司 4C31

Dong Guan Jean Cherng Mould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大朗镇金朗南路453号

电话：86-769-83182868

www.jeancherng.com.tw

 

上海翼盼工贸有限公司 4C37

SHANGHAI YIPAN INDUSTRY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高技路655号2号217室

电话：86-21-31773301

www.ypanit.com

宁波博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4C41

Ningbo Bode Hightech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

电话：86-574-83004055

www.bodewires.com

东莞市顶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C45

Donguan Dingzhen 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东莞市清溪镇重河村鸿运街22号A栋一楼厂房

电话：86-769-87890668

www.dgdingzhen.com

深圳市国富特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4C51

SHENZHENSHI GUOFUTE DIE MATERIALS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广深公路松岗段

10-6号

电话：86-755-29629969

www.jg66.com

东莞市腾飞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4C57

Dongguan Tengfei Hardware Mould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社区东南朗路10号

电话：86-769-82936216

www.moldwj.com

 

上海安格利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C61

Shanghai AGLS Material&Technic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1088号凯迪金融大厦902

电话：86-21-36517608

www.agls.com.cn

 

东莞市冠茂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4C65

GuanMao Metal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角工业区上兴路19号

电话：86-769-85470581

 

东莞市高瞬模具有限公司 4C67

High Precision mould CO.Ltd

地址：东莞市清溪镇重河村鹿鸣路51号

电话：86-769-87300786

www.goodprecision.cn

   

东莞市嘉盛铜材有限公司 4D01

Dong Guan City Jia Sheng Copper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第三工业区大兴路232号

电话：86-769-85345008

www.jstongcai.com.cn

东莞市镒凯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4D03

DONGGUAN YIKAI MOL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东莞市黄江镇刁朗大道96号B栋

电话：86-769-87793530-216

www.yukaimold.com

江西凤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4D05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凤凰西大道197号

电话：0793-826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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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容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D07

SHENZHEN WING KAM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嘉里中心1207室

电话：86-755-82300280

www.wingkam.com/cn

深圳市泰日升实业有限公司 4D08

东莞市中电爱华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CEC Aihua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赤岗社区中国电子东莞产业基

地爱华工业园

电话：86-769-33503191

www.tairisheng.com

株式会社 大日 4D12

Dainichi Co., Ltd.

地址：1-33 Himegaoka, Kani City, 509-0249 Gifu

电话：81-574-634484

www.kk-dainichi.co.jp/e/

深圳市精创智能装备厂 4D13

Shenzhen JC rapid-mfg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社区新二北方永

发科技园 第三栋1-3楼，第六栋一楼

电话：86-755-27284386

www.rapid-mfg.cn

秩父精密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4D1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油登良路19号恒裕中心A座

405B

电话：86-755-26818453

www.chi-chi-bu.com

宁波麦杰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恒升国际贸易） 4D17

Ningbo MAGICS Machinery Co.,Ltd (Hengsheng Trade)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钱岙6号

电话：86-574-89257672

www.steelcastingmanufacturer.com

深圳市双锚精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4D18

Shenzhen Shuangmao Precision Hardware Tool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大道龙马工业区24栋

301室

电话：86-755-27959560 

www.shuang-mao.com

发驰精工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4D22

PARTS SEIKO METAL PRODUCTS(SHENZHEN)CO.,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龙田社区牛背村59号

电话：86-755-84114848

www.parts-seiko.com

深圳市美铝精密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4D23

Shenzhen Meilu Precision Moulding Products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兰街道大水田工业园B区

13号2栋

电话：86-755-27992468

www.szmeilu.com

东莞金源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4D25

DongguanJinYuan Hardware Manufacto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横江村棠里大坑工业区

电话：86-769-86412072

www.dgjinyuanwj.com

东莞市彼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4D27

Billion Technology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白马振兴工业区先锋二路二号

彼联科技园A栋

电话：86-769-22905910-837

www.billiontek.com

深圳市翰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D33

Hanstar Technologies Co., Limite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松裕路东方

雾岗工业区1号厂房101A

电话：86-755-27628391

www.hanstartech.com

 东莞市广浩益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4D35

Dongguan Guang Hao Yi Hardwar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东莞市凤岗雁田长塘大道21号建齐工业园

电话：86-769-87552506

http://guanghaoyi.1688.com 

深圳市飞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D36

Shenzhen Fiyta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南环大道北侧飞亚达钟表大厦1栋

B座

电话：86-755-89482816

www.cnfs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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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领时机械有限公司 4D37

IN Machinery (ShenZhe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五联社区瓦窑坑北工

业区2号A楼1楼

电话：86-755-89562001-808

www.inmachinery.vip

深圳市玉井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4D38

SHENZHEN TAMAI PRECISION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玉路佐治工业园3B栋二楼

电话：86-755-29230700

www.sztamai.com

东莞市卓航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4D42

DongguanZhuohang Mol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田坑村五片饭堂正对面 

电话：86-795-83798939

www.dgzhuohang.com

深圳市鸿威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D43

Shenzhen Honvision Precision Technology.,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办事处塘尾工业区CM3号

电话：86-755-27328881

www.honvision.com

佛山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 4D45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六路8号联达大厦

401室

东莞市时利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D60

Shilihe Equipment (Dongguan)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和新洲工业区东扬路

电话：86-769-22987216

www.wau.cn

怀集奥奇智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D61

Huaiji Aoqi Zhihui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地址：怀集县广佛肇经济合作区B区奥科工业园7号厂房

电话：86-758-5115700

 

东莞大工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4D62

Dongguan Dagong Mol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杨涌村岭贝街42号

电话：86-769-81231000

www.dgdakong.com

深圳市朝瑞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4F01

DSH GLOBAL PARTS MACHINING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海城路泰逸大厦F601

电话：86-755-23091070

www.en.dshmould.com

盈珈迈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4F03

Mege Leader Precision Industry(ShenZhen)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和社区新兴工业园

四区C3栋一层

电话：86-755-29912919

www.htmsz.cn

深圳市广恒钢实业有限公司 4F05

SHENZHEN GUANGHENG STEEL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楼村红银路华顺

工业园第6栋

电话：86-755-33691109

 

东莞市祥林精密钢球有限公司 4F0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江海大道

电话：86-769-82112270

www.rx2018.1688.com

东莞苏敏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4F08

Sumitech Engineering Solutions Limited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第二工业区世昌巷4号A栋103

电话：86-769-82285118-825 

www.smtmachining.cn

东莞市中泰精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F10

Dong Guan Visio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河畔路9号

电话：86-769-38821768-88774

www.vision-precision.com.cn

佛山市志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4F12

FOSHAN ZHIMENG STEEL TECH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钢铁世界E2区

电话：86-757-28904554

www.gdzm.cc

东莞市晟起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F1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河南工业区锦升路6号

电话：86-769-85349988

http://dgshengqi.com/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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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德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F15

dMac Precision Technology Limite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鹤洲工业区北区华佳

工业园厂房一楼

电话：86-755-27553690

www.dmac123.com

科裕富橡塑（深圳）有限公司 4F17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办事处宝东路5号6号

电话：86-755-84135716

 

深圳立比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F18

SHENZHEN LI BILLIE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沙井街道上南东路128号恒昌荣高新产

业园3栋一楼A区

电话：86-755-85290275

www.nbntech.com

深圳市凯达丰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F20

深圳市凯智捷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kaida feng precision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塘办事处长圳社区长凤路345号裕

永兴工业区4号厂房

电话：86-755-27191272

www.kdfjmwj.com

惠州市吉邦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F22

HUIZHOU JIBANG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白花镇长塘第二工业区

电话：86-752-8785338

www.jbcasting.com

深圳市速嘉科技有限公司 4F2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泰华梧桐岛8栋（立秋）2楼

电话：86-400-6857057

www.sogaa.net

惠州市天龙记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4F35

深圳市兴盈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华南城印刷纸品包装物流

区P15栋复式109第二层

电话：86-769-87779636

www.tljmjgc.com

深圳市杰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F3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城街道五联社区规划路将军帽厂房

2-3号

电话：86-755-86566757

www.jayzhun.com

晋升泰精密（深圳）有限公司 4F38

JESENTECH GROUP CORPORATION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南昌第二工业区华丰工

业园第一栋二楼

电话：86-755-27492216

www.chjst.net

深圳市元嘉实业有限公司 4F40

Shenzhen Yucca Indust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粤兴三路6号南京大学

深圳产学研基地写字楼第二层A202A

电话：86-752-8269513

www.yuccahk.com

合丰精密（中山）有限公司 4F42

HOPFUNG PRECISION(ZHONGSHAN)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第三工业区

电话：86-760-86210600

www.zs-hefeng.com

东莞国军模型有限公司 4F46

地址：广东东莞长安厦岗S358省道1616号宝益工业区B栋2楼

电话：86-769-82288565

www.leqec.com

立强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4F47

Lap Keung Precision Metal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深圳龙岗区平湖镇良安田村大松园路88号 

电话：86-755-84687667-118

www.lapkeung.com

深圳市三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F48

Savant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库坑同富裕工业

区8-1号  

电话：86-755-2978-4478

www.svgroup.com.cn/jd/

深圳市创晶辉精密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4F49

SHENZHEN CB GLOBL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华新区大浪街道华繁路289号裕健丰工

业区C-D栋

电话：86-755-81486718

www.cbgloble.com

深圳市华新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F50

SHENZHEN HUA XINDA HARDWARE PRODUC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君子布凌屋工业区18号

电话：86-755-29824666-168

www.hxds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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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宏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4F60

Dongguan HongYu Mould TECH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石碣镇同富东路水南脉洲工业区

电话：86-769-86016599

www.dghymold.com

东莞市撑头哥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4F6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新城工业区新城路194号 

电话：86-769-83434568

 

东莞市盛通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F6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环村东路88号B栋3楼

电话：86-769-81551397

 

玉环太平洋机械有限公司 4H01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干江镇小屿门工业区 

电话：86-576-87456598/87451278 

www.zhengyicn.cn

成都思创精密机械有限公 4H03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经济开发区同心路66-2号

电话：86-28-89748941

www.adjmjx.com

深圳市华智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4H04

SHENZHEN HUAZHI PRECISION MOULD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荔都路32

号一楼

电话：86-755-23426405

WWW.huazhimold.com

 

深圳市康富兴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H0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盛路孚成

塑胶制品厂40号2层

电话：86-755-23020058

www.kanfux.com

纳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H09

DONGGUAN HANJING NANO MATERIAL CO., LTD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兴平二路1661号

电话：86-769-83129111

www.naxau.com 

 

深圳市顺益丰实业有限公司 4H13

Shenzhen Shunyifeng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江边工业六路1号

电话：86-755-23571172-808 

www.szruihong.com.cn

朗铎科技有限公司 4H15

地址：浙江省嘉善县大云镇创业路555号A1幢1002-4室

电话：86-573-84457055

www.longduosci.com

深圳美工源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4H1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步涌工业D区步涌工业

路70号第一栋厂房

电话：86-755-27568852

http://szmgy.gz008.abaizx.com 

东莞市恒生锁业有限公司 4H1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百业五金城五街102-104号

电话：86-769-33200646

www.henghuisuoye.com

深圳市爱得利机电有限公司 4H19

Shenzhen Aidely Electromechanic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水围村七栋

1-3楼

电话：86-755-28137033-863

www.aidely.net

东莞市三威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H23

地址：广东东莞长安镇乌沙李屋第六工业区东鑫工业园  电

话：86-769-85649119

台湾侨佳工业有限公司 4H26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霄边莞深五金城F栋218

电话：86-769-85352612

www.jaguraweb.com

东莞市虎门特锐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4H2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大宁村大坂地工业区创新路7号

电话：86-769-85645198

www.cntrspring.com

深圳市金佳利机电有限公司 4H29

KGL MACHINERY&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社区东

方建富怡景工业城B4栋2楼

电话：86-755-23011758

www.kglmfc.com

沃勤型钢（上海）有限公司  4H33

VOL-Stahl Special Steel Profiles(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58弄6号江桥万达8号楼609室

电话：86-21-80128098

www.vol-sta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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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阪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4H35

Guangzhou BanShang Rubber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5号2417

电话：86-755-83142993

WON JIN INDUSTRY CO. 4H36

电话：82-51-327-5988

www.wjind.com/

金山川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4H37

Kingson Powder Metallurgy Stainless Steel co.,Ltd

地址：蓝山县金山川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电话：0755-25563636

www.jinshanchuan.com

重庆里博仪器有限公司 4H38

Chongqing Leeb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四川成都重庆市渝北区高新园水星大厦B1区南翼厂

房6楼

电话：86-23-68652316

www.leeb17.com

东莞市优鼎实业有限公司 4H39

Dongguan Unite Indust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市水边工业区

电话：86-769-33352454

www.uniteyd.com

东莞市龙铭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4H40

Dongguan Long Ming Precision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横沥镇三江工业区98号

电话：86-769-82181377-8019

www.lm-precision.com

东莞市鼎铭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H4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振发路1号

电话：86-769-85445780

 

广州市富精模具有限公司  4H44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181号永和工业村 

电话：86-20-39961126 

www.fujidie.com

隆昌精机有限公司 4H49

Launch Precision Machine Co.,Ltd.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树田社区树安工业区银泰北路1号

电话：86-0-18681137666

www.longchangcnc.com

   

东莞市昌发模具有限公司 4H61

Dongguan Changfa Mould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第二工业区河背

岭六路一号

电话：86-769-87770778

www.chinacfpg.com

韶关市万立齿轮有限公司 4H63

SHAOGUAN  WANLI  GEAR  CO.LTD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韶关市沐溪工业园沐溪一路北端山脚

电话：86-751-8173800

www.wanligear.1688.com

深圳市兆亿表面处理厂 4H64

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兆亿模具店

Zhaoyi Mold Coating company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宝安区公明田寮塘口工业区16栋

电话：86-755-27198501

www.gdzhaoyi.com

东莞市康铭实业有限公司 4H66

DONGGUAN KANGMING INDUST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社区河东一路14号

电话：86-769-81555935

WWW.DGKANGMING.COM

青岛富光特科贸易有限公司 4H67

Qingdao Bukwang Technology Trade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山东省 青岛黄岛区 易通路65号

电话：86-532-85165260

www.bkind.co.kr

POWERTEC CO., LTD. 4H68

地址：55,Jingoksandan  4beon-ro,Gwangsan-

gu,Gwangju,62464,Rep,of KOREA

电话：86-512-88933186

www.jupowertec.co.kr

东莞市双宏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H7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李屋第六工业大道肖发中

路西二街3号

电话：86-769-8586-79885

品越精密模具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4H7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松岗田洋一路29号   

电话：86-755-27143680

www.pinpoi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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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玛斯自动化精密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4H7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朗镇沙步第二工业区沙园路50号

电话：86-769-83015889

www.imasmold.cn

深圳市金盾兴机电有限公司 4H73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东爱南路62号

电话：86-755-84849665

东莞市翔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H74

Dongguan Xiang Ya Machinery Company Ltd.

电话：86-769-81153535

深圳市普利达投资有限公司 4H7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1号桑达科技大厦4楼

电话：86-755-23985026 / 23985029-816

东莞市富锐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F45

Foxron Precision Metal Parts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温塘砖窑工业区

电话：86-769-83062140

www.foxron.cn

深圳市米苏米科技有限公司 4H0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上廖商业城

电话：86-755-27563226

www.zgmicmi.com

南靖长青精密丝杆制造有限公司 4H34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丰田镇桥东路4号

电话：86-596-7671086

https://changqingsigan.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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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5A01

Guangdong Hanbang 3D Tech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23号(宏基工业

城一期1幢第一、二层) 

电话：86-760-89965021

www.hanbang3d.com

深圳市精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5A03

ShenZhen Jingxi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草埔二路68号

电话：86-755-28452912

www.jingxinmodel.com

深圳市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5A05

Shenzhen 3DPrin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劲松大厦5C

电话：86-755-82953613

www.3dpt.cn

 

深圳市阿尔比斯快速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5A07

Shenzhen RPS Rapid Prototyp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芬社区龙屋工业区7栋四楼

电话：86-769-85336970

www.realrps.com

冠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5A09

Kontech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imited

地址：Unit 1801, 18/F., 53~57 Kwai Fung Crescent, 

Kwai Chung, N.T.

电话：852-26146710

www.mastercam-cn.com

3D Systems中国 5A11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2号楼四楼

电话：400-890-7899

www.3dsystems-china.com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5A17

HangZhou Scantech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98号4幢6

层

电话：86-20-89850276

www.sikantech.com

广州市模创三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5A21

GUANGZHOU M&C 3D DIGIT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北路700号东鹏湾商务2层

8699室

电话：020-31029373

http://www.sly-tech.cn

深圳市智能三的科技有限公司 5A23

东莞市安萨姆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新铭盛工业区3栋

电话：0755-33079371

http://www.zn-3d.com

东莞市博泰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5A25

DongGuan City Broad 3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盛社区长青南路1号长安万科

中心8栋商业办公楼40楼4005

电话：86-769-83078828

www.3dsales@broad-tec.cn

立模激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A28

地址：上海市莘庄工业区春光路11号2栋

电话：86-21-54473516

 

深圳市吉之祥科技有限公司 5A29

Hengtong Westpass Smart Machines(Guangdo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红星南岸社区聚顺达智

能产业园H栋二楼

电话：86-755-29101571

www.jzxmodel.com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5号展馆

工业 3D 应用及紧固件展区
HALL 5 

Indsutrial 3D Application and Fasten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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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A30

ZWSOFT CO., LTD.(Guangzhou)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5号珠江城32层

电话：86-20-38289780-540

www.zwcad.com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A32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南山高新区朗山路13号清华信

息港C座1层

电话：86-755 26981500

www.sunshine3dp.com

深圳市洋明达科技有限公司 5A34

Shenzhen Mingda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大和村597

号-3 鑫潮工业园厂房101

电话：86-755-82783379

www.3dmingda.cn

广州形优科技有限公司 5A36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夏COCO创意大院2栋107 

电话：400-852-0092

www.deed3d.com

广东越联仪器有限公司 5A38

Guangdong Yuelian Instru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1号天安数

码城A1栋1115号 

电话：86-769-85648168-614 

www.yuelian-china.cn

深圳市凯普机械有限公司 5A39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塘街道玉律社区根玉路摩比科技

大厦601

电话：4001803989

http://www.kapmega.com

硕威三维打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A41

TPM Machinery（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3000号7号楼一层北侧

电话：86-21-56166181

www.tpm3d.com

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A42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创智谷A17-3

电话：86-27-87741893

http://www.zg-3d.com

北京天远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A43

Beijing Tenyoun 3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永泰园甲1号综合楼512-519房间

电话：86-10-82600881

www.3dscan.com.cn

北京易加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5A44

Beijing Eplus3D Tech Co. Ltd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路97号新元科技园B幢705 

电话：86-10-80734969

www.eplus3d.com

马路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5A45

Road Ahead Technologies Consultant Corp.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108号中盛商务大厦

1401-1404

电话：86-769-89896788-780

www.ratc.com.cn

深圳市强力达不锈钢紧固件有限公司 5B0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宁西路新辉科技园新辉

大厦首层

电话：86-755-83110190

www.szqld.com

东莞市粤钢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5B03

DongGuan YueGang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增田村恒泰路6号

电话：86-769-81667703

www.yuegangbxg.com

东莞市宝进五金有限公司 5B05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中125号

电话：86-769-87882480

www.baojinfastener.com

深圳市深鼎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B06

SHEN DING SHENG METAI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兰街道办章阁老村东区诚

基工业园第一栋

电话：86-755-28179975 

 

深圳市顺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B0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花果山社区环城路食

品大楼505号

电话：86-769-8213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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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达克罗工业有限公司 5B0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社区桂花路3号

电话：86-755-85240690/81733010

www.sz-dacro.com

中山市迪威变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B09

Zhongshan Diwei Variabl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民营科技园兴发路2号一楼

电话：86-760-23328644

www.zs-deway.com

深圳市龙升腾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5B1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东路384号

电话：86-755-89951141 

东莞市奥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B11

Dongguan AoYi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北三街5号

电话：86-769-83559961

www.jiachengcn.com

东莞市鼎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B13

（东莞市大朗鼎邦机械厂）

Dongguan Dingxi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犀牛陂村大院地横街168号B栋

电话：86-769-81115095

http://dingbangjixie.1688.com

深圳市博瓦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5B1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福城街道核电工业园C3栋2

楼

电话：86-755-36629299

www.bowak.com.cn 

佛山市广庆昌金属塑料有限公司 5B17

Foshan City Guangqingchang Metal Plastic Co.,Ltd

地址：广东佛山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城区城西工业区

电话：86-757-86610511

www.qingchang.com

东莞市东标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5B18

Dongguan Dongbiao Precision Hardware.,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菜边村白云前工业区大浪高新

技术产业园A5栋

电话：86-769-82913670

 

温州市锐译标准件有限公司 5B21

WEN ZHOU RIA FASTENER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高科技园区兴益路22号

电话：86-577-28888878 

东莞市金骐五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B2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鎮校椅圍村7路100號  

电话：86-769-83205377

www.dgjinchi.com

泰州市兴联不锈钢制品厂 5B29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九龙五金城A111-114号

电话：86-757-81020701

 

深圳市兴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B3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公明街道西田社区第二工业区22栋二

楼

电话：86-755-29420090

www.szxyauto.com 

东莞市贯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5B41

Dongguan Guanhong Hardwar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 朗厦村华夏一路48号D栋

电话：86-769-83691202

www.dgghkj.com

深圳深沪标准件实业有限公司 5B45

SHENZHEN SHENHU FASTENERS INDUSTRY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大磡社区王京坑工业

区25栋二楼

电话：86-755-27443041

www.szshenhu.com

广州市建恒五金有限公司 5B47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150号之一

电话：86-20-81885191

 

东莞市昕艺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5B58

GRAND METAL MANUFACTORY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牛荣路1号

电话：86-769-85161020

www.grandametal.com

深圳市强力达不锈钢紧固件有限公司 5B7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华宁西路新辉科技园新辉

大厦首层

电话：86-755-83110190

www.szq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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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西陵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5C01

Shnezhen Xiling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深圳宝安区沙井镇南环路和一村鸿桥工业园二

期C栋

电话：86-755-27253672

www.szxlbxg.com

深圳市昇沪紧固件机电有限公司 5C0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平东路295号

电话：86-755-84856319

 

华拓智能检测（深圳）有限公司 5C0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创艺路亿康工业园A栋

电话：86-755-28091399 

 

深圳市源山配线器材有限公司 5C0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岗头工业区鹏城物流

园A栋501

电话：86-755-27787769

www.yswiring.com 

深圳市唐荣实业有限公司 5C10

SHENZHEN TANG RO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深圳宝安区松岗镇松明大道162号松明大厦8楼

电话：86-755-27065186

www.sztangrong.com

东莞市普科润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C12

PRO CHEM INDUSTRIAL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太联巷1号8栋102室

电话：86-769-85332023 

www.pro-chem-ltd.com.cn

桐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C15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西樵镇南朗工业区68号

电话：86-757-8687103

 

东莞市宁鼎五金有限公司(华宁） 5C1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中路1号（大润发正对面）

电话：86-769-89049288

www.huaning-cn.com

洛阳欧纳轴承有限公司 5C17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国花路营庄工业园12号

电话：86-379-62239521

www.onabearing.com 

汕头市宏生螺钉实业有限公司 5C18

Shantou Hongsheng Bolt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区B6片区

电话：86-754-88221246

hongshengbolt.1688.com

深圳市百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C19

SHENZHEN BESTCO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九头村

电话：86-769-23328806

www.bestco.cn

深圳市恒隆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C25

Shenzhen Henglongda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村永和路金丰工

业区2栋（华东服装城对面）

电话：86-755-61500880-181

 

江苏超越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5C29

Jiangsu Chaoyue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CO.LTD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园区东路北侧

电话：86-523-83980296

www.chaoyue818.cn

 

东莞市固来诺五金有限公司 5C3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岗复兴路33号金铭国际模具

城3B栋3号

电话：86-769-85642526

www.gulainuo.com 

中山市震耀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C31

ZHONG SHAN ZHEN YAO MACHINERY MANUFACTR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高沙第二工业区

电话：86-760-22222466

www.zszhenyao.cn

佛山市奥迪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C32

Foshan Aodisi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岭南大道北131号碧桂园城市花园南区

三座29楼（东平大桥旁）

电话：86-757-83781208

WWW.fsids.com

浙江海纳鞋业有限公司 5C33

Zhejiang Haina Shoes Co., Ltd.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莘塍街道东新工业区

电话：86-577-58805109

www.aplusa-safe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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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钛吉多轴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5C34

Shenzhen Tegi multiaxis   CNC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燕川红湖路168号168

工业园一栋一楼

电话：86-755-29542302

www.tegicnc.com

瓦房店凯威精工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5C37

WAFANGDIAN KAIWEI FINE BEARING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辽宁省瓦房店市钻石街2677号

电话：86-411-85395866

www.whz.cc 

 

深圳市吉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5C40

SHENZHEN JHDFA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4832号福森工业园B

栋1楼

电话：86-755-26405558

www.jhdfan.com

深圳市粤鹏孚化工有限公司 5C43

SHENZHEN YUE PENG FU PETROCHEMIC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卓越中心广场2栋

1501－1502

电话：86-755-83860388 

 

力奇工业吸尘器 5C45

深圳市戈瑞德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Nilfisk Clean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龙山工业区11号A栋一楼

电话：86-755-85286885

www.greenda-sz.com

聚才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5C46

地址：广东惠州仲恺高新区腾达路1号聚才股份

电话：86-755-28039922

广东悦玛空气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5C49

Guangdong Yuema Air Handl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大汾工业区新基一路 

电话：86-769-23627905

www.rundongfang.com

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5C51

SKYMEN CLEANING EQUIPMENT SHENZHE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李松蓢第一工业区

110号F12栋

电话：86-755-29784256

www.skymen.cn

东莞市粤翔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5C53

YueXiang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涡岭工业园8号厂房 

电话：86-769-83266758

www.yxscl88.com

东莞市博克螺套有限公司 5C5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黄洞村岭南路68号重光工业园

C栋厂房4楼

电话：86-769-87841012

www.bokcoil.com

艾恩司环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C59

Ai Ensi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大塘工业区莲峰一横路3号

电话：86-769-82930682-818

www.aiensi-sz.com

北京机工弗戈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5C69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1号11层 

 

广州华螺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C65

地址：广东省广州萝岗区科丰路91号万达广场C4栋1816

电话：020-82270030

www.luosi.com

香港螺丝业协会有限公司 5C66

地址：广东省东莞塘厦镇平山 188 工业区先锋路 23A 

 

嘉兴中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C68

地址：浙江嘉兴长平路城市富邦A区23幢

电话：86-573-82570053

 

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紧固件分会 5C72

地址：江苏苏州吴中区木渎大运城商业广场5幢1301

工场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D01

Factory Network China Inc.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2201号上海国际贸易中心2楼268室

电话：86-021-33538866

www.ecfna.com

苏州斯尔曼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D02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浦沙路985号4栋

电话：86-512-65799943

www.smtsz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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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意旺高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5D03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9号出口加工区

电话：86-514-87887757

 

悠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D04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17号B座503-505

电话：86-21-62351212

www.narasaki.com.cn

大连武藏新材料有限公司 5D05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

电话：86-755-27333381

www.dlmusashi.com

協立誉威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5D06

深圳協理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岡街道沙浦工業区6-1

电话：86-755-27142209

kyorituseiko.jp

八千代机电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D0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98号卓越大厦1610室 

电话：86-755-22664372

www.yachiyo-corp.co.jp

日传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D08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1333弄28号万科虹桥云31 幢

803単元

电话：86-769-23131989

www.nichiden.com.cn

嘉兴市高岛五金有限公司 5D09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美盾路58号

电话：86-573-82763965

www.tksm.com.cn

福集莱泰库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5D10

地址：上海市長寿路360号1001室

电话：86-21-32201596

 www.fujilatex.cn

迈进精密部件（东莞）有限公司 5D1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龙信息产业园9号

电话：86-769-86186600(6668)

www.advanex.co.jp

星本机电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5D12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邬桥镇叶张路89号

电话：86-21-57407335

www.hoshimoto.com.cn

惠州市美好精机工业有限公司 5D13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小金口镇金鸡管理区英头村惠博公路

旁（金山汽车城对面）

电话：86-752-5306926

www.miyoshi-sk.co.jp/gaiyou.html

深圳市大荣日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5D1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理处上村社区上南工

业区B区C栋

电话：86-755-27153913

www.nissin-precision.com

瑞穗精密部件（深圳）有限公司 5D1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科技园路6号

电话：86-755-28805058

mizuho-spring.co.jp

拓希玛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5D1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

电话：86-755-29619311

www.takashima-cn.com

东莞市北湘实业有限公司 5D1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

电话：86-769-82611706-801

www.beixiangshiye.com

世纪热流道（深圳）有限公司 5D1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新田社区新塘路28号101A

电话：86-755-27330842

www.seiki-hot.com

东莞市丰典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D1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泰花园协和大厦139号 

电话：86-769-23605664 

www.ndt360.com 

富山技研有限公司 5D20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工业区 

www.tomiyam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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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永初商贸有限公司 5D21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兴二路988号109

室

电话：86-573-85061971

 

东莞怡宝三协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5D2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沙边路25号

电话：86-769-85964777

www.eagle-screw.com

伊升机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5D2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2002号彭年广场35楼

3552室

电话：86-755-22385147

itoshanghai.com.cn

上海八幡五金有限公司 5D24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浜工业园区浩海路318号11-12

电话：86-21-52305015

www.yht.co.jp

协荣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5D25

地址：东莞市石碣镇桔洲第三工业区振华路13号

电话：86-769-86010708 

www.kyoei-denki.com

四变精密模具贸易（东莞）有限公司 5D2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中路118号6楼610室

电话：86-769-87029980

www.shihen.co.jp

常州田上机械有限公司 5D27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378号

电话：86-519-81186660

www.tagamiex.co.jp

兼湖化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D28

地址：上海市安亭镇墨玉路28号嘉正国际1512室

电话：86-21-59586011

www.kaneko-chemical.com

致琦雅（佛山）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5D29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上亨田工业区第6栋1楼

电话：86-757-85609669

www.tsuchiya-gk.com.cn

青岛关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D30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550号海洋大厦1815室

电话：86-21-63517001

www.kankokisen.co.jp

杭州非白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5A40

Hangzhou Blackbox 3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1818-2号人工智能小

镇8号楼502

电话：86-571-28956099

www.blackboxcv.cn

温州市恒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B66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陶山工业区鲤山路3号

电话：86-577-65477882 

东莞市东迪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5B6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金富西路 江瑞科技园B栋

电话：86-769-81112632 

东莞市造群机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B7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创盛路17号1楼

电话：86-769-88925309 

深圳市大金实业有限公司 5B7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黎光新工业区23号

电话：86-755-29435386

www.sz-daking.com 

东莞市伯億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C2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屏山村屏康路3号

电话：86-769-83128860

www.boitscrew.com

深圳市恒通仓储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5C3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老坑社区深

汕路162号一层

电话：86-755-81789870 

无锡亚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C39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811号B栋710室

电话：86-510-85539077

www.wxyaxie.com 

舜驰实业（东莞）有限公司 5C6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等水岭大街南2号

电话：86-769-2208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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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工弗戈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5C69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1号11层

Global Sources 5C71

地址：33/F Shenzhen  Int.'l  Chamber Tower  168 

Fuhua 3rd Rd.,  Futian, Shenzhen  518048 

Guangdong, China

电话：86-755-82827025

www.global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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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晓宇宙齿条科技有限公司 6A01

SUZHOU GLOBAL RACK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地址：太仓市岳王镇太星村协星路107号

电话：86-512-53591996

www.global-rack.com

金华世帝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A02

Jinhua SDF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昆仑大厦A6-503 

电话：86-579-82235872

http://sdfmachine.1688.com

浙江中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A03

Zhejiang Zhongxia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水阁工业区文宝三路1号

电话：86-578-2693662-0000

www.CNDXD.net

广州市欧登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6A05

Otennlux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一村中兴工业区兴

达路4号3栋3楼

电话：86-20-84775896

www.otennlux.com

上海正盟精密传动有限公司 6A06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工业园园中路61号

电话：86-21-60273626

www.dlchainpower.com

深圳市山卓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6A07

Shenzhen Sunjoy Driv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南东路127号C栋 

电话：86-755-23064626

www.sunjoydrive.com

蔚奥斯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6A09

VOS Technology (ZH) Co., Ltd.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翠微东路138号办公宿舍楼3楼306房 

电话：86-22-26931022

www.vos-1.com/co/co.html

 

东莞市玛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6A10

DONGGUANCITY MALI STEEL GEAR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S358省道1208号三

楼

电话：86-769-85383819

www.dgmlgears.com

台州市金维达电机有限公司 6B01

TaiZhou JWD Motor Co.,Ltd.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太和路98-3号

电话：86-576-88888290

www.jwdmotor.com

武汉中勒电器有限公司 6B03

Wuhan Zhongle Electrical Appliances Co., Ltd.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湖路1号 

电话：86-27-84394698

www.whzhongle.com

东莞市信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B04

Dongguan Crius Intelligent Technoloh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南城区高盛科技园北区C栋5楼

508

电话：86-769-33818188

www.crius.cn

日本貝託精機株式会社 6B06

Japan Beto Machinery Co., Ltd.  

地址：上海张江平湖科技园区

电话：86-573-85820598

www.beitto-china.com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6号展馆

工业测量及动力传动应用展区
MeasurIndustrial Measurement and Motion Transmision Application Area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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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昊荣五金设备有限公司 6B0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明新工业区A栋二

楼

电话：86-755-61960117

 

济南华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B08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 

电话：86-137-91028682

www.vow-join.com

广东大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6B10

东莞市艾京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市峰茂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居岐社区居中岐路86号1楼A-B区

电话：86-769-81606103-818

www.daligear.com www.afm.tw

www.ajgear.com 

骏腾发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6B13

Juntengfa Industrial (Shanghai) Co., Ltd. Shenzhen Branch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观光路3009号留学

人员创业园

电话：86-755-89456519

www.china-welding.com

无锡市恒翼通机械有限公司 6B14

WUXI HENGYITONG MECHANICS CO.,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曙光工业园9号 

电话：86-510-83882502

www.wxhyt.cn

东莞市卓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B18

Dongguan Zhuo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莫屋社区致富路17号

电话：86-769-27229274

www.zljsj.cn

东莞安达电机有限公司 6B2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溪头社区溪寶路5号 

www.antech.com.cn

深圳市众诚皓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6B2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七号路7号

806

电话：86-755-27389250

www.zch-china.com

台湾台稳精机有限公司 6C01

T-WIN PRECISION MACHINERY(CHINA) Co.LTD

地址：台中市乌日区溪南路三段503巷85弄82-1号

电话：886-4-23358115

www.preyp.com.cn

苏州工业园区东茂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6C05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东环路1408号东环时代广场1605室 

电话：86-512-62659840

www.dongmao-drive.com

湖北科峰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6C09

HUBEI KOFON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湖北省黄冈市武汉经济开发区黄冈产业园中粮大道9

号

电话：86-713-8585866

www.kofon.com.cn

深圳市创银鑫科技有限公司 6C1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中路26号创银鑫科

技园

电话：86-755-29851285

www.hiwincyx.com

深圳市星超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6C17

XINGCHAO INDUSTRIAL EQUIPMENT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第五工业区七楼

三楼

电话：86-755-27632066

www.xc-gc.com

浙江索特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6C19

Zhejiang Saut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台州温岭市箬横镇广场路31号

电话：86-570-86865666

www.cnstcd.com

深圳市克洛诺斯科技有限公司 6C21

Shenzhen Cronu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宝石东路268-3号伟兴科

技园A栋1层

电话：86-075-23706850

xyz.factoryun.com

摩尔斯精密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6C25

Morse Precision Technology (Guangdo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道窖镇万道路2号华科城产业园29栋8号

电话：86-769-89872616

www.jingsuzd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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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旭瑞电子有限公司 6C27

地址：浙江乐清市北白象镇东斜

电话：86-577-62888855

http://www.chinaxurui.com

深圳市嘉景机电有限公司 6C28

SHENZHEN KAIKI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料坑村民生三路

嘉一达科技园11栋一楼 

电话：86-755-26519568

www.szsjj.com

东莞市联顺机械有限公司 6D01

DONG GUAN LIANSU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江贝第一工业区新乐路11

号

电话：86-769-81501600

www.dgwellsun.com

深圳市嘉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6D03

Shenzhen Jiaji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1077号北科创业

大厦2楼

电话：86-755-86175926

www.gdjiajie.com

深圳市铭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D09

Shenzhen City Mingta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前进路139号勤业冠

城商务中心第四层3A18室

电话：86-755-29822338

www.sz-mt.net

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D11

GUANGDONG HEIGHT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北安北路19号

电话：86-750-6693278

WWW.HTPM.COM.CN

广州长仁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6D17

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新围工业路11号

电话：86-20-82980866

 

北京中技克美谐波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6D23

Beijing CTKM Harmonic Drive Co. Ltd.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华路甲21号

电话：86-10-80492316

www.ctkmhd.com

珠海创锋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6D29

Chuang Feng Seiko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东一路7号B1栋2楼

电话：86-756-6182835

www.cf16.com

深圳市中德焊邦科技有限公司 6D35

SHENZHEN ZHONGDE WELDINGSTAT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石井社区金田路47号

电话：86-755-89786389

WWW.SZZdhb.com

深圳一诺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6D39

SHENZHEN EINU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洪田金源工业区

A23号

电话：86-755-27569236-803

www.einuo.com.cn

深圳市鸿栢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6D47

Shenzhen Hongbai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大道58号

电话：86-755-26013288

www.sawchina.cn

深圳市仕达盛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6D48

SHENZHEN SHIFENG ROBOT SYSTEM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山门第一工业区12栋

电话：86-755-27533585

www.szsf-robot.com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6D59

GSK CN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观达路22号

电话：86-20-81992188

www.gsk.com.cn

直得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6F01

CHIEFTEK MACHINERY KUNSHAN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虹桥路1188号 

电话：86-512-55252831

www.chief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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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鑫台创电机有限公司 6F10

SHENZHEN XINTAICHUANG MOTOR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第一工业区20-22

栋

电话：86-755-27463786

www.tcg-motor.net

深圳市合发齿轮机械有限公司 6F11

Shenzhen Hefa Gear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大浪创艺路16号安宏基工业园1栋

1-4层C区，2栋1层

电话：86-755-28106587-8054

www.szhfcl.com

永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F19

YongHong Technology（ShenZhe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桥洋仔一路二号庭轩雅

苑A栋五楼

电话：86-755-27253549

www.yhtgear.com

深圳市维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F27

Shenzhen Win-drive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松园路9号茂源大厦

708室

电话：86-755-82331667

www.sz-windrive.com

凯厚传动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6F31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金丝港路39号

电话：86-512-66986642 

www.kh-rack.com

雅科贝思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6F33

Akribis Systems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区川沙路6999号川沙国际精工园A区2号

楼

电话：86-21-58595800

www.akribis-sys.cn

天津龙创恒盛实业有限公司 6F43

Tianjin Longchuang Hengshengshe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北区三号路23号

电话：86-22-27420909

www.hiwinlc.com.cn

深圳市东马机电有限公司 6F45

SHENZHENSHI DOMEMOTOR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广深公路98号大唐科技园A栋

3A

电话：86-755-29360755

www.tomogawa.cn

深圳市三雅科技有限公司 6F55

Shenzhen Sanya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创新工业园 

1600400 号创新工 业园 Q 栋 201 

电话：86-755-29403183-8092

www.sanyakeji.com

广东恩优极科技有限公司 6F57

GUANGDONG NU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水蛇涌社区光明路13号鑫鸿

产业园

电话：86-769-22222169

www.leynon.com

 

上海巽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6F63

台湾飞梭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XUNJI MECHANICAL&ELECTR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博园路1333号北虹桥电商产业园内8

号楼10层81009室

电话：86-21-52682191

www.xunji-cn.com

青岛祥银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6F65

CSK Mo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马店工业园 

电话：86-532-83225999

www.cskmotion.com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6G01

Tianjin ACE PILLAR Co.,Ltd. 

地址：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十道3号

电话：86-22-23556000-3004

www.acepillar.com.cn

沈阳众拓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 6G04

Shenyang Zhongtuo Robot Equipment Co.Ltd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洪润路70-2号2门

电话：86-24-25280345-809

www.zhongtuo-rob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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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益模精钻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6G06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将石社区石围大田洋工业

区8A栋

电话：86-755-23072360

www.ea-robot.com

深圳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6G17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麻勘村麻堪南路31号益民工业

区7栋1-3楼

电话：86-755-26733753

www.hsrobotics.cn

广东罗庚机器人有限公司 6G35

Guangdong Logen Robotics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号基德福科技创新园

九座首层

电话：86-757-82621835

www.logen-robot.com

河北维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6G50

地址：河北省辛集市范庄开发区兴业街与盛兴西路交叉口

北行1000米路东

电话：86-757-25560775

www.glroust.com

上海东培企业有限公司 6H01

Shanghai Tungpei Enterprise Co.,Ltd 

地址：上海市上海松江工业区荣乐东路1555号

电话：86-21-57744698-153

www.tpi.tw

东莞市美科贸易有限公司 6H10

Dongguan Meike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横中路18号

电话：86-769-85352345

www.meikecn.com

深圳市海威机电有限公司 6H19

ShenZhen HaiWei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坂雪岗大道象角塘村沿河

路1号海威科技园

电话：86-755-82112558

www.hiwincn.com

艾克欧东晟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6H21

IKO-THOMPSON ( SHANGHAI) 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55号长房国际广场1608-

10室

电话：86-21-32505525

www.ikont.co.jp/cs/

深圳德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H31

ShenZhen De Gong Intelligent Technolog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洋涌路4号 粪盈智汇创

新园 A1栋101号

电话：86-755-33085288

www.degongkeji.com

上海博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6H33

Bosin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2588号A601室

电话：86-21-34312655

www.bosinrobot.com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H43

Leader Harmonious Drive Systems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木胥路19号

电话：86-512-66362298

www.leaderdrive.com

村田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6H45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昆山市城北西路2888号

电话：86-512-57758288

www.tsuntien.com.tw

深圳敏硕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6H47

Shenzhen Harvest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东环二路8号中执时代广场B座5C

电话：86-755-23770087

www.harvest.com.cn

东莞市汉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J01

Dongguan Hanxia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草塘街413-417号

电话：86-769-81662952

www.aim-ec.com

广东台勒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J03

地址：广东省汕头区金平区护堤路7号第一纸仓之二

http://www.gdtaile.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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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森吉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J05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城南路229号

电话：86-510-85215436

www.sungilfa.cn

深圳市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6J06

Shenzhen Seiko Bear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茅洲山工业园全至科

技创新园叁号楼5层S

电话：86-755-25950023

www.dahua-bearing.com

东莞市博世轴承有限公司 6J0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八达路84-86号

电话：86-769-87073921

www.boshizc.com

深圳倍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6J2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东方大道6号C栋厂房

电话：86-7755-29629378

http://www.sz-better.net/

深圳市凌罡机电有限公司 6J29

ShenZhen LingGang Electrical Me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工业区B3区A3栋

6楼北

电话：86-755-23038813

www.szlgjd.com

东莞普洛飞传动有限公司 6J30

Dongguan Professional Transmission Company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水濂路联科国际产业园1栋 

电话：86-769-22991832

www.profe.ltd

广州日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J31

GUANGZHOU SUNINC MACHINERY MFG.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长红工业区

长红西路7号

电话：86-20-36505151

www.suninc.com.cn

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6J32

地址：吉林省辽源西安区东山街育东路1号

电话：86-0437-3636796

www.j-ydl.com

东莞市冠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J36

DongGuan GuanBon Io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广东小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沿河西路9号

电话：86-769-85632989

 

深圳市唯盛机械有限公司 6J37

Shenzhen Viso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上油松荔苑新村B区42栋首层

电话：86-755-22361750

www.visonbearing.com

东莞中直轴承有限公司 6J38

Dongguan Zhongzhi Bearing Co., Ltd.

地址：东莞市寮步镇横坑社区横东三路一巷17号（万亨科

技园）A栋1楼

电话：86-769-23223333

www.myt-bearing.com

深圳市月贝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6J41

DASEN SYSTEM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大庙前路二巷二号 

电话：86-755-23228552

www.dasen.com.tw

深圳市赛瑞德精工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6J42

Shenzhen BSG Precision Machin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沙河世纪广场B座311 

电话：86-755-26735791

www.szbsg.com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6J46

Luoyang Bea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润西区吉林路1号

电话：86-379-64884653

www.zys.com.cn

东莞市名创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J48

Dongguan Mingchuang Precision Mechan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村第一工业区祥锋街49

号金棱工业园厂房A栋1层

电话：86-769-82658815

www.dgmckj.com

宁波劲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J49

Ningbo Koctdex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科兴路58号吉品工业园区内第

三幢厂房

电话：86-574-87011311

www.kocede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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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中轴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6K05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新胜6街6号B栋

电话：86-760-88638278

ww.skfzz.com

深圳市华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6K0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固戍一路南昌第一工业区F栋307

电话：0755-29968148

上海劲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K10

Shanghai Jinke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888号 

电话：86-21-5988-6811

WWW.sh-jinke.com

深圳市丰泰顺科技有限公司 6K15

SHENZHEN FTS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环观中路124号2楼

电话：86-755-23494177

www.szthk.com

万司梯（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6K20

WON ST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689号H栋118室

电话：86-21-54701055

www.wonst.co.kr

深圳市金旺达机电有限公司 6K21

Shenzhen Jinwangda Electromechanical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松白路2507金旺达一楼

电话：86-755-86238672

www.szjwdcd.com

深圳海诺伟德科技有限公司 6K40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西乡大道宝源华丰

总部经济大厦B座三楼303、305号  

电话：86-755-26859975

www.hirow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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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展馆

运动控制方案与机器人应用展区
HALL 7 

Motion Control Solution and Robotics Application Area

苏州睿高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7A01

TDE & HPB Motion Control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天灵路25号C幢201室

电话：86-512-67080899

www.tde-hpb.com

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 7A03

Shenzhen Coolmay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1栋6楼

电话：86-755-86950416-803

www.coolmay.com

深圳市永旺电子有限公司 7A05

SHEN ZHEN YONG WANG 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

国际文化大厦1109室

电话：86-755-83044760

www.szyongwang.com

广州特控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7A07

Guangzhou Special Control Electronic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东兴工业区B1栋综合楼

2楼201

电话：86-20-82526990

www.tekongtech.com

深圳市博荣自动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A09

Shenzhen bo ro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泗黎路润塘工业

区167号2楼

电话：86-755-89531158

www.szborong.cn

深圳市老狗科技有限公司 7A11

Shenzhen Laogou Technology L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麒麟路金龙工业城

1A3-4层（现马家龙金龙工业城64栋4层439、440

单元）

电话：86-755-89666680

www.123321yun.com

合易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7B01

HEVY Machinery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翔东路58号友喜国际高科技园13号

楼1楼

电话：86-21-37780618

www.hevy.com.cn

赛普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7B03

SAIP ELECTRIC GROUP CO.,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1018号

电话：86-21-33050667-8055

www.saipwell.com.cn

深圳市东本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B04

VALCOM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南路1001号粤运大

厦1301A

电话：86-755-25526585-602

www.szdandb.com

红波按钮制造有限公司 7B06

ONPOW PUSH BUTTON MANUFACTURE CO.,LTD.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象阳四板桥工业区

电话：86-577-62627272

www.onp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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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申思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7B08

Sanseer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南路92号蚂蚁智

库创业园创业楼205

电话：86-755-28686915

www.sanseer.com

广东诺能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7B09

Guangdong Nuonengtai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吉街一栋厂房

电话：86-769-81860208

www.nntqd.com

上海大内双福贸易有限公司 7B11

Shanghai Da Nei Shuang Fu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新公路76号1005室

电话：86-21-37829391

www.shdnsf.com

深圳市智创电机有限公司 7B12

SHENZHEN STONKER MOTOR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华丰第一科技园5

栋3楼

电话：86-755-27798694

www.stonker-motor.com

深圳市杰美康机电有限公司 7B14

Shenzhen Just Motion Control Electromechanics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二路6号鸿威工业区

A栋2楼

电话：86-755-26509689

www.jmc-motion.com

山东大银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7B15

Shandong DAIN Linear Guideways Manufacter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冠县市冠县北馆陶镇政府驻地315省道路西 

电话：86-635-2106665

 

一佳工控电器有限公司 7B17

Yijia Industrial Electric Co., Ltd.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区一佳工控

电话：86-577-62981795

www.yjele.com

 

深圳吉兰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B1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臣田工业区

36栋301室

电话：86-755-23022951

www.grindoctor.com

佛山市鹏旺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7B20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兴盛路29号

电话：86-757-88629668/5668

 

承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7B22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与密云路交口煕汇广场D座401

电话：86-22-87887662

 

洛阳普瑞森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7B23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新产业集聚区京津路东大科技产业

园

电话：86-379-64361320

 

浙江今日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7B24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龙庆路291号 

电话：86-578-2262326

 

深圳市新力川电气有限公司 7B25

Shenzhen Xinli Chuan Electric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九祥岭工业区9栋5楼

电话：86-755-86624056

www.xlichuan.com

美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7B28

MEITE TECHNOLOGY (TIANJIN) CO., LTD. Dongguan Branch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巨峰德荣工业园41C 

电话：86-22-88369270

www.tjwbd.com

浙江鹏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B29

Zhejiang Peng Silv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桑德兰路8号

电话：86-573-86867888

www.zjpykj.com

榮興自動化科技 7B30

RONG SHIN AUTOMATION TECH.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领山镇大塘管理区蓮峰新路120號 

电话：86-769-83355911

www.rosati4u.com

深圳市伙伴气动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B32

Shenzhen Partner Pneumatic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潭头西部工业区B45栋

电话：86-755-27299886

www.szhuo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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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迅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7B38

Dongguan Xuntuo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工业区二横路 2 号

电话：86-769-21666181-815

www.sento.cc

大连亨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B40

DALIAN HENRYLI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昌盛街道建设南四街亨力工业园

电话：86-411-89372937

www.wnko.com.cn

北京中宝伦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7B46

POWERLAND Automation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嘉华大厦F座1001室

电话：86-10-82840855

www.power-land.com

比克力脚轮 (太仓) 有限公司  7B48

Blickle Castors (Taicang) Co., Ltd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南郊西新路8号福地欧美工业园A幢

电话：86-512-53207609

www.blickle.cn

东莞市嘉刚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B49

CLAMPTEK ENTERPRISE CO.,LTD.(TAIWAN)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东城区桑园工业园金龙北路6号

电话：86-769-38937833

www.clamptek.com

天津斯迈利科技有限公司 7B53

SMALLEY

地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融和广场6-1-805

电话：86-22-88956811

www.smalley.cn

东莞市润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B54

Dong Guan Run Ding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双龙路太联巷太联工

业园A栋三楼

电话：86-769-82254266

www.runding-auto.com

东莞市高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B55

Dongguan Gao Fe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皂一(2)村黄泥岭工业区D

栋2楼

电话：86-769-22655045

www.0769gf.com

深圳市力准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7B58

Shenzhen Ligent Sensor Tech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工业区创业二路23号

电话：86-755-89233819

www.ligentcn.com

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有限公司 7C01

Shenzhen Zmo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钟屋一路70号大广

发综合楼5楼

电话：86-755-32976042

www.zmotion.com.cn

深圳市菱电实业有限公司 7C03

SHENZHEN LINGDIAN INDUSTRY & COMMERC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下雪工业区7栋1楼

电话：86-755-25530646

www.szlingdian.com

广州市力辰工业包装有限公司 7C05

Guangzhou Leechan Industry Pack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后勤区2号楼102室

电话：86-20-86181312

WWW.LEECHAN.CN

深圳市高捷力科技有限公司 7C06

Shenzhen GAOJIELI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丽荣路1号国乐科技

园4栋3楼305

电话：86-755-88378588

www.gaojieli.cn

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7C15

Hangzhou Zhishan Contro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兴路9号

电话：86-571-88686776

www.zscnc.cn

广东易库智能仓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7C18

GUANGDONG E-STORE INTELLIGENT STOR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汇

路1号14楼1407-1411室

电话：86-769-89880901

www.ykzn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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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森默电气有限公司 7C19

Foshan SenMo Electric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港大街1号（金谷光电B座

4楼）

电话：86-757-86678676

www.senmodianqi.com

东莞市震霖实业有限公司 7C2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江贝第一工业区新乐路

电话：86-769-985092365

www.chienwah.com

广州大民科技有限公司 7C23

Guangzhou DM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Co.

地址：广州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内产业

大厦1座403

电话：86-20-39218116

www.dmitech.cn

佛山登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7C33

FOSHAN GOIDEN AGE MOTOR TECHNOI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松夏工业园桃园东

路19号

电话：86-755-81991712

www.gkmotor.com

东莞市沃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C42

World Precision Manufacturing(Dongguan)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和创业工业路8号

电话：86-769-89202266-8232

www.world-machining.com

武汉华大新型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C47

Wuhan Huada New Type Motor Technology Co., Ltd.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谭

湖二路6号

电话：86-27-87541480-102

www.hxdwh.com

卡迪斯物流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7C51

Kardex  Logistic System（Beijing）Co.,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南路一号海兴广场27楼BC 

电话：86-21-51879876-108

www.kardex.com.cn

广州亿图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7D01

HUST Automation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道办创源路雅柏

工业园厂房三6层

电话：86-20-84780717

www.hust-cnc.com

深圳市恒拓高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D08

HITOP INDUSTRIAL HOLDINGS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航空路西湾智园A2栋

电话：86-755-61150588-8206 

www.hitop-pma.com

上海铼钠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D28

Shanghai LYNUC CNC Technology Inc.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平福路279号

电话：86-21-61837766-8019

www.lynuc.cn

东莞市大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D31

Dongguan Daxie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南城区天安数码城C2栋709

电话：86-769-21687478

www.dgdasheng.cn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D33

Shanghai Weiho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上海市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1590号

电话：86-21-33587550

www.weihong.com.cn

武汉迈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7D40

WUHAN MAXSINE ELECTRIC CO.,LTD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路7号

航域A6栋

电话：86-27-87921282

www.maxsine.com

麻电子工业株式会社 7D55

ASA ELECTRONICS INDUSTRY CO.,LTD 

地址：東京都小平市小川東町5-16-8

电话：86-21-52828645

www.asadenshi.co.jp

鸿准精密模具（昆山）有限公司 7D57

Hongzhun Precision Tooling(Kunshan)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南淞路299号

电话：86-23-61702888-31340

www.foxk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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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诺达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7D59

SUZHOU NODKA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横泾街道天鹅荡路2649号

电话：86-512-66202700

www.nodka.com

昆山泰润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7D61

地址：昆山市江苏省昆山市康庄支路158-2号

电话：86-512-57107377

www.57107377.com

广州市博谷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7F01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小罗工业区进村南街3号之3

电话：86-20-39902580

www.bgatc.com   

不二越（中国）有限公司 7F08

NACHI-FUJIKOSHI (CHINA) CO.,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988号国家会展中心A座5楼 

电话：86-21-6915200

www.nachi.com.cn

意大利摩力伺服有限公司 7F17

Motor Power Company S.R.L

地址：Via Leonardo Da Vinci 4 42024 Castelnovo  

Sotto(RE) Italy

电话：86-512-33337978

www.motorpowerco.com

深圳市中和创机电有限公司 7F4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平东路190号华特工业园112

栋

电话：86-755-84848811

 

深圳市湘聚实业有限公司 7F46

SUNET INDUSTRY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胜发大厦A栋

三楼

电话：86-755-26891790

www.sunetchina.com

深圳蚂蚁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7F49

Mym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嶂

背路482号

电话：86-755-28918680

www.mymooo.com

深圳气立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7G01

SHENZHEN CHELIC PNEUMATIC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上村社区

莲塘工业城B区第十二栋3楼B区（恒寿科技大厦） 

电话：86-755-33699188-6126

www.chelic.com

广州市路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G04

Rulertech

地址：广州市新塘镇荔新12路96号31栋1701

电话：86-20-22127661

www.rulertech.cn

台达 7G06

Delta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工业园区民雨路182号

电话：86-21-58635678

www.deltagreentech.com.cn

東莞寶元智動數控有限公司 7G28

LNC Dong Guan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區水濂山路96號 

电话：86-769-88786162-2267

www.lnc.com.tw/zh-tw/

苏州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7G32

SYNTE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春晖路9号

电话：86-20-39089367

www.syntecclub.com/default.aspx

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7G55

Shanghai Camozzi Automation Control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区马陆园区双单路717号

电话：86-21-59100999

www.camozzi.com.cn

北京发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G57

Fagor Automation 地址：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西八间房万

红西街2号燕东大厦C座2层

电话：86-10-84505858

www.fagorautomation.com.cn

考世美（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7G59

KOSMEK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21弄55号银亿滨江中心601

电话：86-21-54253000

www.kosmek-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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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研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7G61

Shenzhen YAKO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新西路7号蓝光

科技大厦A802

电话：86-755-86142288

www.yankong.com

牧气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7H01

MOOXEE PRECISION INDUSTRY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龙华和平路105号28栋

电话：86-755-81487869-806

www.mooxee.net

深圳市山龙智控有限公司 7H04

SHENZHEN SHANLONG INTELLIGENT CONTROL CO., LTD. 

地址：广东深圳宝安区留仙一路高新奇科技园BC栋3楼 

电话：86-755-26688518-8821

www.shanlong.cn   

广东天机机器人有限公司 7H20

GUANGDONG TIANJI ROBO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工业东路24号现代企业加速器5

栋3楼

电话：86-769-22891196

www.tianjirobot.com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7H28

Leadshin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南山智园A3栋

11楼

电话：86-755-26433338

www.leisai.com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7H37

B&R Industrial Automation (China) Co., Ltd.

地址：上海市田林路487号宝石园21号楼

电话：86-21-54644800

www.br-automation.com

深圳市传动网科技有限公司 7H40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越华路2号1栋504室

电话：86-755-82048561 

www.chuandong.com

大连美德乐工业组装技术有限公司 7H47

Modular  Assembly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海湾工业区

电话：86-411-66316200-8033

www.moduasm.com

深圳市哈瓦洛轴承机电有限公司 7H53

SHENZHEN HWL BEAR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百旺研发大厦1栋903室

电话：0755-26403931

www.szhwl.com

深圳市长实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7H54

地址：光明新区楼村社区红银路147号

电话：86-755-23196745

www.changshijingmi.com

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7H55

SHANGHAI ECHU WIRE AND CABLE CO., LTD.

地址：上海市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周公路2600弄82号 

电话：86-21-68182666-636

www.echu-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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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展馆

机器人及应用、3C 非标自动化设备展区
HALL 8 

Robotics Application and 3C Non-standard Automation Equipment Area

深圳市中西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A01

SHENZHEN SSPF AUTOMATIO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5015号中银大厦B座7楼

电话：86-755-83517198-825 

www.cpf-china.com.cn

深圳是三同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8A0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下围工业区一路1号茂

源工业区G栋202

电话：86-755-29529015

www.szstzd.com

深圳市森伽科技有限公司 8A05

Senja Science and Technology(SZ)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新生文化广场龙凤路29号永和

达工业区F栋2楼南侧

电话：86-755-26219990

www.szsenja.com

深圳市三阶微控实业有限公司 8A06

SHENZHEN SANJIE MICRO CONTROL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二路中粮商务公

园3栋801室

电话：86-755-27218820

www.sanjieweikong.com

东莞市伯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A0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街口上新路124号一栋

三楼A区

电话：86-769-87011517

 

北京东方嘉宏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8A08

Beijing DFJZH Mechanica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9号院25号楼7层3-726

电话：86-10-62325085

www.dfjzh.com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8A09

Shenzhen Rect R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观光路3009号招商局光明科技园B5

栋六楼

电话：86-755-27440378

www.plcstar.com

深圳市德鸿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8A1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广东百业工业城

电话：86-755-23726873

www.dehong123.com

东莞稳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A12

DONGGUAN WINDEED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民大道7号A栋三楼

电话：86-769-85307436

www.wenjian-auto.com

庚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8B01

EAST - PROSPERIT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3075号北京大厦1203

室

电话：86-755-25581086

www.bepop.com.cn/html/index.asp

深圳市精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8B02

SHENZHEN JINGXI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后亭社区大宏高新科

技园902

电话：86-755-36987100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8B03

KEYENCE(CHINA)CO.,LTD.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楼

电话：86-21-5058-6228

www.key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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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纳智电机有限公司 8B04

HANGZHOU NAZHI ELECTRIC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石岩纺织1号楼

电话：86-571-87117137

www.nazhidj.com

深圳市汉凯科技有限公司 8B06

HANKAI TECHNOLOGIES CO.,LTD.SHENZHE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木墩路24号鑫永盛科技园4层 

电话：86-755-23425921

www.hankai.com

深圳市艾克斯自动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8B08

SHENGZHEN IKS AUTO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新北路佳业路南1号

电话：86-755-28853533

www.sziks.com

广州恩斯凯轴承有限公司 8B09

Guangzhou NSK bear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630号618-622室

电话：86-20-36228266

www.shnsk.com.cn

深圳宏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8B10

SHENZHEN HONG YUAN METAL INDUST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同庆路12号

电话：86-755-84292189-871

www.hymotor.cn

深圳市旗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B12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翠宝路28号赛格导航科技园2栋

4楼 

电话：86-755-89455915

www.qizhongmc.com

翰坤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8B14

HANN KUEN MACHINERY &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西南镇华兴路15号南座101

电话：86-757-87666580

www.hardy-tw.com

深圳深浦电气有限公司 8B15

SHENZHEN SENPUM ELECTRIC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保利大厦1207室

电话：86-755-83330055

www.senpum.com

坂东电线（深圳）有限公司 8B19

BANDO DENSEN(SHENZHEN)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潜龙曼海宁广场（北区）6栋

07B

电话：86-755-23771282

www.bandocn.com

山东国兴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20

Shandong Guox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港路18号

电话：86-535-6958705

www.sdgxzn.com

深圳市恒工科技有限公司 8B22

SHENZHEN HENGGONG TECHNOLOGIES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桥新和大道6-18大宏高

新科技园1401

电话：86-755-29939720

www.henggong.com

东莞市梓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B23

地址：东莞市茶山镇粟边工业区

电话：86-769-86176375

https://shop636j53472j140.1688.com/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B24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兴中路365号

电话：86-571-86240288

www.wgmotor.com

深圳鑫久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B25

地址：宝安区松岗镇燕川第三工业区红湖路57号 B 栋鑫永

盛科技园4楼

电话：86-755-36989394

www.szxjsled.com

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8B2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大兴路汇利兴工业园

电话：86-769-23888888

www.huixinggroup.com

佛山市金怡通贸易有限公司 8B30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二路宏城文华花园首层 

28-29 号  

电话：86-757-83938232

http://fsjyt.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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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多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B32

SARDORY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横沥镇三江工业区七号

电话：86-769-81177488

www.sardory.com

深圳市海布里电气有限公司 8B35

SHENZHEN  HAIBULI  ELECTRIC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金碧路565号2楼海布里

电话：86-755-22654400

www.haibuli.cn

安徽科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36

Anhui Keb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特步大道258号A2-2号

电话：86-552-3199666

www.ahkebi.com

深圳市恒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8B37

SHENZHEN CITY HOTO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朗下第三工业区13栋

厂房

电话：86-755-27366817-0000

WWW.SZHOTO.COM

深圳市大河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8B3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学生工业园路7号2

栋 

电话：86-755-27396860

www.dahetop.com

广州市科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8B40

GUANGZHOU FORTUNE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雁洲.雁洲路1号

电话：86-20-34565210-211

www.gdfortune.com.cn

深圳市藤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B46

ShengzhenTeng Tian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石角头工业区10号

202

电话：86-755-21017757

www.tengtianzdh.com

瑞典玛帕斯软件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8B47

Mapaz.AB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卢屋荔枝园浦京科技园C1栋

电话：86-769-83637718

www.mapaz.com

明纬（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8B4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金谷南路11号

电话：86-755-23221521

www.meanwell.com.cn

深圳市牛奔科技有限公司 8B50

Shenzhen Niube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后亭社区后亭茅洲山

工业园全至科技创新园壹号楼3层L 

电话：86-755-23212869

www.niubentech.com

东莞市石龙富华电子有限公司 8B51

Fuhua 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新城区黄洲祥龙路富华电子工

业园

电话：86-769-86022222-2878

www.fuhua-cn.com

深圳倍泰科技有限公司 8B53

Shenzhen Alphabetech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吉地街2号3楼

电话：86-755-28377814

www.alphabetech.cn

深圳市宏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B54

ShenZhen Hong Yao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兴社区大二村合

和科技园4栋

电话：86-755-28417326

 

大连锐拓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B56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辽河西路117号万达广场4号楼2713室

电话：86-411-88700597-803

www.china-dlrt.com

深圳市精品日兴机械有限公司 8B57

ShenZhen Champion & Rising Mach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五路一号深

兆业工业园B栋3楼303 

电话：86-755-82377430 

www.championauto.com.cn

速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8C01

Zimmer Group China Ltd

地址：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东三路526号4号楼二层d3

电话：86-21-61005671

www.zimmer-group.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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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瑞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C0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管理区全通路26号

电话：86-769-86712036

 

深圳市速牌科技有限公司 8C07

Shenzhen Supai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松岗镇罗田象山大道象山湾工业园B栋

电话：86-755-61899636

www.spdcf.cn

东莞科卓机器人有限公司 8C10

Dongguan Quadro Robo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周溪科技路39号福地科技园1栋

107

电话：86-769-28829280

www.qrobotweb.com

深圳市思普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8C15

Shenzhen SIP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沙井街道新桥芙蓉工业区岗仔工业园

第11栋1-4层    

电话：86-755-29927385

www.sipotek.com

智诚计算机辅助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8C17

Intelligent CAD/CAM Technology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4018号爵

士大厦B座 13A层B01-08室

电话：86-755-82900794

www.ict.com.cn

   

玉溪建福集团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8C18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红塔工业区观音山工

业区14号 

www.yxjc.cn

广州友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C20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大敦东江工业区花园路

55号

电话：86-20-82238216

www.ytwelding.com

国工信（沧州）机器人有限公司 8C21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青蓝街22号国家数字家

庭应用示范基地B区5楼

电话：86-20-31078187

www.niicnc.com

深圳市宇联科技有限公司 8C35

Shenzhen Yulia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楼村第二工业区硕泰路6

号世峰科技园J栋一楼 

电话：86-755-29694066-8014

www.szyul.cn

深圳配天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C42

Anhui A&E Robot Technologies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

大厦23层（2303-2306）

电话：86-755-81489860

robot.peitian.com

深圳市富发牌实业有限公司 8C48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荷坳长江埔工业区长金路16号

电话：0755-28869989

www.cnfufa.com

鑫昂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C49

BOTAI Intelligent Equipment (Dongguan) Co.,Ltd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宵边双龙路华盛工业园F栋 

电话：86-755-83917777

www.rbotai.com

深圳市宇川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8C5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业勤一路天汇

大厦533-535

电话：86-755-28286271 

www.ideccn.com

东莞市龙健电子有限公司-朗景自动化 8D01

Dongguan Longjoin Electronics.,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水朗村龙健路8号龙健大厦

电话：86-769-81159988

www.dglongjoin.com

温州汉桥科技有限公司 8D03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经济开发区新区纬五路222号

电话：0577-62669995

http://www.hanqiao.cc

广州科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8D04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石新路234号凯昌工业园C1栋3楼

电话：86-20-82686501

www.kyc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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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益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8D08

Smartguy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硅谷动力汽车电子创业

园A8栋

电话：86-755-82598556

www.smartguy.com.cn

乐清市海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D16

地址：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山东路51号 

电话：0577-57572672

www.cn-CHL.com

深圳龙海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8D19

SHENZHEN LONG-HIT ROBOTIC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十路6号深圳航天科技

创新研究院大厦B701室

电话：86-755-26727069

www.long-hit.com

东莞市科士威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8D30

Dongguan Ke Shi Wei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东莞万江区拔蛟窝社区大塘工业区2号

电话：86-769-26986588-888

ksv-tbi.cn

东莞市骏贸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8D3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振安东路131号长城大厦二

楼

电话：86-769-81627266

 

广州市大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8D33

Guangzhou Dojet Intellin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开源大道11号B9栋 

电话：86-20-32037650

www.zjuhngyy.com

东莞科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D37

Dongguan Kewei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岗梓村大埔工业街2号-A

电话：86-769-82821299

www.dgkewei.com

东莞市速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D55

DONGGUAN SUDO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大洲社区桥常路西南一巷19号

电话：86-769-83816366

www.sudong.com

泉州铭宏机械有限公司 8D58

QUANZHOU MINO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金龙石崎新港路18号 

电话：86-595-22811688

 

深慧视（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8D59

SMARTEYE TECH LIMITE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研究511室

电话：86-755-84826593

www.smarteyetech.com

东莞市雅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D61

Dongguan Ya Chua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松木山村祥荣路108号

电话：86-769-89772079

www.yachuangdg.com

达明机器人 8F01

Techman Robot Inc.

地址：台湾省33383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二路188号4F

电话：86-136-32605790

tm-robot.com/tw/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8F04

QKM Technology (Dongguan)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竹路4号

总部一号17栋A 

电话：86-769-27231381

www.qkmtech.com

深圳市海科瑞科技有限公司 8F17

Shenzhen Hik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新路阳光科创中心B座

503~506

电话：86-755-26565459

www.hikertech.com.cn

先锋高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8F1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广东百业工业城

电话：86-769-83261520

www.pioneerchina.com

深圳市智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8F20

地址：广东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上南东路新丰泽工业区2号

厂房二楼

电话：86-755-23218989 

www.szzc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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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克精密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8F21

SCHUNK Intec Precision Machinery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春东路420号1号楼1楼 

电话：86-21-54420007

www.schunk.com

深圳市海特奈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F38

地址：广东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赖屋山新村三和国际科技城B

栋二楼

www.height-led.com

东莞八束易之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8F39

DONGGUAN YATSUKA YIZHIMEI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江贝步步高路122号

电话：0769-85412860-106

http://www.yizhimei.com

西人马联合测控（泉州）科技有限公司 8F47

FATRI United Testing&Control（Quanzhou）Technologies Co, Ltd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双阳街道新南社区万虹路158号

电话：86-595-22037880

www.fatri.cn

珠海市协正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8F48

ZHUHAI JOINT-POSITIVE INTEL EQUIPMENT CO.LTD

地址：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工西路157号1栋第五层东边

电话：0756-6857998

c1900727369.xed.xin.clov5r.com/sy

苏州世尔恩电子有限公司 8F49

SEINFLEX CO.,LTD

地址：江苏省州市高新区支英街36号捷美产业园北楼4层 

电话：86-512-66901901

www.seinflex.com

易造机器人网 8F52

Shanghai KMT Automation System Co.,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1号金玉兰广场604室

电话：86-21-63900077

www.ez-robot.cn 

深圳市福士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8F5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云松大厦5D

电话：86-755-88350033

 

数途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8G01

INREVO Ltd

地址：浙江杭州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100号万银国际1705室

电话：86-571-28231736

www.inrevo.com

东莞市中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G0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1号天安数码城C2栋2单

元10楼

电话：0769-26982581

www.dgzhing.com

广东安川美的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8G06

Guangdong YASKAWA-MIDEA Industrial Robotics System Co.,Ltd

地址：广东省顺德市北滘镇美的工业城东区美的全球创新

中心3号楼

电话：86-757-23606685

www.yaskawa.com.cn/about/medi.aspx

深圳市功夫机器人有限公司 8G16

地址：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华宁路117号中安科技园A

栋10层

电话：86-755-21013001

www.kf-robotics.com

深圳市科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8G2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信息港A4-303 

电话：86-537-5523188

 

深圳银光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8G3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新和大道6-18号大宏高

新科技园9楼

电话：86-755-2785 0585

http://www.sz-vinko.com

上海纽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G33

Shanghai New Cor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107号 美奂大厦 8CD

电话：86-21-31669676-0000

www.xinheyun.com

东莞市富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8G55

DongguanFuBao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涌头宏业北路9号荣利大厦B座二楼

电话：86-769-85333197

www.fubao-d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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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G57

Guangdong Tiango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今古洲经济开发区宝源路3号 

电话：86-750-7152989

www.tico-robot.com

上海岳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8G61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大港工业区中德路618号10幢

电话：86-21-57769095

www.uaznc.com

EtherCAT技术协会 8H01

EtherCAT Technology Group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3号新街高和407室

电话：86-10-82200090

www.ethercat.org.cn

川崎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 8H04

Kawasaki Robotics（Tianjin）Co.,Ltd.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外包产业园6

号楼1/2F

电话：86-22-59831888

robotics.kawasaki.com.cn/cn1

深圳市维景贝视特科技有限公司 8H37

Shenzhen Vision Bes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桥新和大道20号众德商务中心203

电话：86-755-23304296

www.szvbt.com

东莞晶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8H47

DONGGUAN JINGDAO ROBO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东莞南城街道先锋路2号宏海科技园A栋六楼

电话：86-769-22015086

www.vip-bot.com

东莞市横沥东菱电源设备厂 8H4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骆边村第二工业区

电话：86-769-83791171

 

中华工控网 8H53

WWW.GKONG.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4050号上汽大厦附楼

302

电话：86-755-86369299

www.gkong.com

东莞市诚鲲五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H55

C&K mechatronix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大洲社区桥新西二路大洲段18号

电话：86-769-87000969-815 

www.dgchengkun.com

深圳鹏力达传感仪器有限公司 8H56

SHENZHEN PONREED SENSING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圳美社区城佳科技园 6 

楼 606

电话：86-755-29354286

www.szsensor.net

深圳普兰德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8H58

Plander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松裕路大田洋西坊工业

区12栋B三楼

电话：86-755-23508660

www.szplan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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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轴电气有限公司 9A04

Zhejiang Jinzhou Electric Co., Ltd. 

地址：浙江省台州路桥新桥镇机新路249号

电话：86-576-80231188

www.kinmotor.com

东莞市福道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9A06

Dongguan Fudao General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社区S358省道1072号

电话：86-769-81887699

WWW.FUDAO988.COM

洛阳信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A12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省洛阳市唐宫东路256号

电话：86-379-63512276

www.lyxc.com

杭州巨星钢盾工具有限公司 9A15

Hangzhou Greatstar Sheffield Tools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科技园九环路35号

电话：86-571-81601143

www.sheffieldtools.com

深圳尚青模具有限公司 9A17

Shen Zhen Sang Ching Mould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区南同大道5号 

电话：86-755-25554721-803

www.lincoprecision.cn

苏州盈通精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9A23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中市41号

电话：86-512-67779446

 

大昭和精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9A26

BIG DAISHOWA SEIKI TRADING(SHANGHAI)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横增路2号生兴商务大厦1107室

电话：86-769-81558976

 

东莞市胜翔机械有限公司 9A3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路衡增路1号网商中心706室

电话：86-769-89793718

www.kennametal.com

深圳市盈峰达贸易有限公司 9A42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民治大道展滔科技大厦B座2001

室

电话：86-755-25126678

www.yfd-group.com.cn

苏州鼎兴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9A50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新区湘江路南创业街60号

电话：86-512-67207911

 

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 9A56

CB-CERATIZIT (XIAMEN) CARBIDE METAL CO.,LTD.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西路69号

电话：86-592-66610000 

WWW.CBCERATIZIT.COM

东莞富兰地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9A59

DONGGUAN FULLANDI TOOLS CO.,LTD

地址：广东东莞长安镇厦岗江南西街9号

电话：86-769-81873999

www.fldtool.com

旭陽國際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9B01

GSA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台湾42052台中市丰原区丰南街66巷67弄81号

电话：886-04-25377888

www.gsaplus.com.tw

CNC刀具世界/深圳市克雷特广告有限公司 9B05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1号建升大厦A907

电话：0755-28462405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9号展馆

刀具工具展区
HALL 9 

Cutting Tools and Accessorie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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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博邦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9B06

DONGGUAN BOM BOM CN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东路158号永盛商务大厦

801-803室

电话：86-769-81663218

 

广东博勒科技有限公司 9B12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花果山路7号

电话：86-769-83529666

www.boller.com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9B20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人民路111号

电话：86-813-8135516006

www.zgcc.com

汇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9B28

Fineness Corporation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西路585号11楼A1室(华富大厦)

电话：86-21-64282885

www.FCT-tools.com

上海贺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9B36

Shanghai  Herly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Dongguan  Branch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19号东泰鼎峰国际广

场A栋901室

电话：86-769-23607083

www.sh-herly.com

深圳市惠邦技术五金有限公司 9B40

Shenzhenhuibang Technology Hardware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龙东路403号421-423

铺、425铺

电话：86-755-29918691-801

www.sz-hbjs.com

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9B46

Shenzhen Weiyua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玉律村第六工业区

A20栋

电话：86-755-27652500

www.sz-wy.com

浙江优特轴承有限公司 9B52

ZHEJIANG UTE BEAR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工业园区

电话：86-576-82520888

www.ute-bearing.com

靖江市建肯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9B53

Jingjiangcity Jianken High-Speed Electricmotor Co.,Ltd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江苏省靖江市生祠镇红光工业区润经

港路16号

电话：86-523-84385453

www.88jg.com

江苏维泽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B56

JiangSu Weize Filter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溪缘路7号

电话：86-519-87192880-8700

www.weizefilter.com

 

深圳市日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9C01

Galaxy Precision Machinery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去107国道西乡段（流塘立交侧）

龙基大厦A409室

电话：86-755-29660881

www.galaxy-mt.com

钴领（常州）刀具有限公司 9C05

Guhring (Changzhou) Cutting Tools Co., Ltd.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峨嵋山路19号 

电话：86-519-88060519

www.guhringchina.com

深圳市宏伟盛科技有限公司 9C06

Shen Zhen HongWeiSheng Technoi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工业园丽彩大厦一楼

电话：86-755-29358662-811

WWW.szhws.net

东莞市德银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9C1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东方时代广场2105 

电话：86-769-85115970

www.endmill.com.tw

青岛万基万贸易有限公司 9C20

QINGDAO YG-1 TRAD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朝阳山路2425号青岛万基万工

具有限公司内6号办公室

电话：86-532-86769779-1051

www.qyg1.com

东莞市希普思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C3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新春路1号新春大厦7楼

电话：86-769-82388260

www.hipp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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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戴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C33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厦岗社区祥隆路26号一楼101号

电话：86-769-82758966

www.dgdint.com 

深圳市力博刀具技术有限公司 9C40

Shenzhen Leepple Tools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稔田社区稔田工业区

第42幢第二层

电话：86-755-27296609

www.leepple.com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C50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安远路518号宝华城市晶典大厦905室

电话：86-21-5283 3505-220

www.phorn.com

东莞市锐锋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9C6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李屋第一工业区沙梨坝6号

电话：86-769-85350968

 

常州瑞利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9C76

地址：江苏常州新北区西夏墅工具交易中心2楼2 38、39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9C70

OKE PRECISION CUTTING TOOLS CO., LTD.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中小企业创业园创业路

电话：86-731-22673810

www.oke-carbide.com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9C72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市开发区城西港区春江路18

电话：86-792-6847608

 

广州汇专工具有限公司 9F01

Conprofe Green Tools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云二路8

号品尧电子产业园门机大楼C座 

电话：86-20-82019166

www.conprofetools.com

深圳市卡尔威特贸易有限公司 9F1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五和大道锦绣科学园11栋213室

电话：86-755-29304360

黛杰工业株式会社中国华南总代理 9F21

DIJET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圳地嘉美路旭联商务

大楼1203

电话：86-769-85336906

www.dijetcn.com

深圳市虹钜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9F2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德政路森海

诺科创大厦1709

电话：86-755-83568691

 

深圳市思锐得贸易有限公司 9F31

Shenzhen Thread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平湖华南城发展中心大厦 

           D1121-D1126室

电话：86-755-85215295

www.yamawa.biz

瑞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9F34

Dynamic Power Transmission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旺路63号2楼 

电话：86-21-59883978-812

www.gtadtc.com

昆山正诠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F41

ECHAINTOOL INDUSTRY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熊庄路25号国测检测大院内3楼 

电话：86-512-57005208

www.echaintool.com

东莞市哆乐数控工具有限公司 9F4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振安东路162号新河工

业园12号 

电话：86-769-81601626

www.dohrecnc.com

东莞市凤岗中机融耀数控工具厂 9F5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村同富路63号

电话：86-769-86204998

www.zjtools.net

大连赛克刀具有限公司 9F54

Dalian Saike Tools Co., 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福泉东路9-5-1号(卧龙工业园

二期）

电话：86-411-88035873-8112 

www.skbsst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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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达切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F61

WINSTAR CUTTING TECHNOLOGIES CORP.

地址：台南市工业六路10号台南科技工业区

电话：886-6-3840386-243

www.winstarcutting.com

大越特殊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9F63

地址：上海市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工业区明业路362弄3号

电话：86-21-57797056-213

www.okoshi.com.cn

昆山硕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F65

SKYLAND TECH. CO., LTD.

地址：江蘇省昆山市張浦鎮垌坵路88號凤冠工业园C栋1楼

电话：86-512-57454480

www.shdiacbn.com

德国普威特等离子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9F67

Plasma und Vakuum Technik Gmbh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佛子凹佛富路1号（松山湖路

口）

电话：86-769-81129900

www.pvtvacuum.de

卓勒（上海）精密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9H01

ZOLLER Shanghai,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1588号C座

电话：86-21-34073978

www.zoller-cn.com

上海市名古屋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9H09

Shanghai Nagoya Precision Tools Co., 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2988号

电话：86-21-59157664

www.snstc.com     www.giveal.cn

 

精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H17

GIN TECH PRECISION.,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石厦村金沙岗二路27号

电话：86-769-83185858

www.gin-chan.com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9H25

Taizhou Beiping Machine Tool Ltd.,co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24街5号

电话：86-576-86578773

www.hdpp.cn

深圳市本土科技有限公司 9H33

SHENZHEN BENKO SCIENCE & TECH.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区C2-H

栋3-4层

电话：86-755-26703075

www.benko.cn

台湾正河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9H41

CHAIN HEADWAY MACHINE TOOLS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丰东路模具城J区12号楼

电话：86-512-57874601

www.chain-headway.com

漳州升源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9H45

SHINER MACHINERY CO.,LTD.

地址：福建省漳州常山华侨工业区F区12号

电话：86-596-8629696

www.syic.com

 

东莞市冠茂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H49

GUANMAO METAL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角工业区上兴路19号

电话：86-769-85470581

www.dgzj888.com

 

柯特（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9H53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279号薛家工业园11号

电话：86-519-85159077

www.kurtchina.cn

东莞市大井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9K01

DONGGUAN DAJING CUTTING TOOL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长荣国际五金机械广场

M30-1号

电话：86-769-85842001

www.shangintool.com

东莞市展威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K03

Dongguan Zhanwei Hardware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朗尾路1号泰宝商务大

厦1楼3号铺

电话：86-769-81628700

www.annwaytools.com.tw

戴杰磨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K09

DJTOL Grinding Machine Group CO.,Ltd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新芜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东1号

电话：86-553-8769005

WWW.DJTO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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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新华硬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 9K17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河南路

电话：86-731-28832354

www.zxhcc.com

深圳市中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K18

Shenzhen Zhongxun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鑫浩源科技园201

单位

电话：86-769-81882642

 

嘉实多（深圳）有限公司 9K26

Castrol(Shenzhen)Co.,Ltd.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由由国际广场

19-22楼

电话：86-21-38605888

www.castrol.com

ACE DIAMOND TOOL CO.,LTD 9K32

地址：Namkwang Centlex  B101~B106,  440-4, 

Cheongcheon-Dong, Bupyeong-Gu, Incheon, 

Korea.

电话：82-32-363-3233~5

www.acediatool.com

东莞市御钻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9K33

Dongguan YuZuan CN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桥头社区S256省道西42号

电话：86-769-85982053

www.yuzuancn.com

东莞市瑞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K35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大宁民安路65号

电话：86-769-85389846

www.yukun0769.com

常州市杜马刀具有限公司 9K41

DuMa tool(changzhou) Co.,LTD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漕河路1号

电话：86-519-85958566

 

泰州市利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K43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城北物流园区

电话：86-523-86593628

www.liyouone.com

法如中国 9L01

FARO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平福路188号聚鑫科技园2号楼1楼

电话：86-21-61917600

www.faro.com/zh-cn/

东莞市三本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9L05

DONGGUANSABENPRECISTONINSTRUMENT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东路8号嘉骏中心1106室

电话：86-769-38852988

www.saben.com.cn

三丰力丰量仪（香港）有限公司          9L10

地址：香港葵涌大连排道21-33号宏达工业中心8楼18室 / 

东莞市长安镇涌头社区莞长路26号 

电话：86-769-85417715

www.mitutoyo.com.cn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9L20

Serein Metrology (Shenzhen)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和泰工业园

第6栋

电话：86-755-33233111

www.serein.com.cn

深圳市玉沣科技有限公司 9L40

YUFENG Metrology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观平路299

号粮食集团观澜工业园4号

电话：86-755-81704985

www.yufeng0755.com.cn

东莞市威克马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9L50

Dongguan Celiang Measur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兴业大道1号

电话：86-769-81177611

www.wekma.com

博力加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9L53

PolyWorks Software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726号华敏翰尊大厦18楼A座 

电话：86-21-62261617-216

www.polyworks.com.cn

广东天行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9L60

Guangdong T-X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山振兴路36号

电话：86-769-38991989

www.t-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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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尚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L65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宾路730号天安科技园

产业大厦2座603

电话：86-20-22883510

www.EZset.info

汉默欧测量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9L70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诚泰路3号

电话：400-003-9658

www.hmprobe.com

深圳市艾威博尔工具有限公司 9N01

SHENZHEN EVERPOWER TOOL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将石油麻岗路70号永顺

丰工业园

电话：86-755-27733037

www.sz-everpower.com

浙江缙云韩立锯业有限公司 9N05

地址：浙江省缙云壶镇华强路12号

电话：86-578-3158444

 

广东铨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N14

地址：广东东莞虎门镇南栅社区第六工业区民昌路8号2栋

厂房

电话：86-769-81224669

www.dgqianguan.com

百成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9N21

Baicheng Cutting Tools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新区塔园路136号A幢108室

电话：86-512-68789791

www.topbct.com

东莞市德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N2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良边石大路136号

电话：86-769-81103466

www.dr-precision.com

昆山延城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9N24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市后街紫藤花园131号

电话：86-512-57010665

easson-co.com

桂林特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9N28

地址：广西省桂林市广西桂林市铁山路20号

电话：86-773-5839856 

www.china-diamondtool.com

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9N31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河南省孟州市西虢工业区

电话：86-391-8398999

 

东莞市里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N3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博越五金模具城3楼B26

电话：86-769-81887107

 

曲阜市崇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N34

Qufu Chongde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经济开发区西区君泰路

电话：86-537-4455161

www.qufuchongde.com

常州普西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9N38

Changzhou Psi Precision Tools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长荣国际机械五金广场

SE2-1D 

电话：86-769-81557861

 

广州捷银电器有限公司 9N43

地址：广东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海安路19号东田大厦801

室

电话：86-20-37883620/22

台州市英络克工具有限公司 9N44

TAIZHOU YINLK TOOLS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温西中心大道和3号路交叉口

电话：86-576-86994400

www.yarak.com.cn   www.yinlk.cn

台州卡赛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9N46

Cassar Precision Tools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温峤镇张老桥新综合大楼

电话：86-576-86970081

 

东莞曼恩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9N48

Dongguan Man Precision Tools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振安中路56号长荣国际机

械五金广场A10

电话：86-769-82282820

 

金巨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9N51

地址：台北市110信义路五段五号4G09

电话：886-2-23452929

www.corremax-taiw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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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铭泰顺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9N53

地址：江苏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微山湖路100号 

电话：86-519-83817015

 

东莞棵皓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9N5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振安中路56号长荣国际机

械五金广场弟首层E区5号

电话：86-769-85301951

 

苏州迈道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9N54

SUZHOU MADAULA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如元路8号 

电话：86-512-67591716

www.madaula.cn

东莞市鼎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N56

DongGuan DingFe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民社区新民路165号豪丰科技

园A栋二楼.06室

电话：86-769-81605755

 

浙江美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9N61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金塘北

路52--16

电话：86-576-89958108

 

深圳杰瑞钨钢制品有限公司 9N63

SHENZHEN JERRY CEMENTED CARBID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坑梓新乔围工业区排坊路2号 

电话：86-755-84139912

www.jrcarbide.com

东莞市文扬刀具有限公司 9N65

DONGGUAN WENYANG CUTTER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南丫亨龙工业区

电话：86-769-82255141

wenyangdaoju.1688.com

上海哈宇工具有限公司 9N67

Shanghai Hayu Tools CO.,LTD

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666号科技京城A118(厦门路35号) 

电话：86-21-63831105

www.shhayu.com

西安爱德华测量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9P01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C区22号

电话：86-29-81881472

www.china-aeh.com

珠海博明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9P11

ZhuHai Bomming V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南方软件园B2座2楼

电话：86-756-3930939

www.bomming.com

东莞市兆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9P13

Good Vision Precision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樟村石柱路68号

电话：86-769-22265125-817

www.dgzf.com.cn

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9P21

QINGHAI MEASURING & CUTTING TOOLS CO.,LTD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和路37号

电话：86-971-8808627

www.qlr.com.cn

DWFritz Automation 9P23

地址：9600 SW Boeckman Rd, Wilsonville, OR – 

97070

电话：800-763-4161

www.dwfritz.com

 

东莞市东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9P3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横坑村百业五金电子城广场街

13号

电话：86-769-82877101

 

苏州帝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P33

地址：江苏苏州相城区太平工业园金瑞路9号

电话：86-512-65483686

www.dihillgreen.com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9P41

OGP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南路2号万科星火

Online 7栋127

电话：86-755-82821840-8002

www.smartscope.com.sg

成都华量传感器有限公司 9P43

Chengdu Hualiang Sensor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大道2888号1楼

电话：86-28-64911128

hua-li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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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力合精密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9P44

Shenzhen Lihe Precision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深圳清华大学研究

院四楼

电话：86-755-23074917-816

www.iprec.cn

冠一科仪 数控机床测量校准 9P48

One Measurement Group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625号东塔（天娱广场写

字楼）9楼903室

电话：86-20-85262155

www.omgl.com.cn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9P51

Chotest Technolog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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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55-83318988

www.chotest.com

江西中控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P53

Jiangxi Zonko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明路1368号国

防工业园

电话：86-790-6662988

 

无锡瑞埃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9P55

Wuxi Rely-Meas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新区菱湖大道200号中国传感网国

际创新园B栋B113室

电话：86-510-85386691

www.rely-measure.com

天机国材精密机械（广州）有限公司 9P58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85 号1320房

电话：86-20-86214769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9P6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92号计量质检院大楼

电话：86-755-26752201

 

深圳市建儒科技有限公司 9Q0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新木

路238号

电话：86-755-89632309

 

集福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Q03

JIFUK METAL&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建安路金铭国际工业模具城3A

幢1号

电话：86-769-85330667

www.jifuk.com

上海真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9Q11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2328弄9幢2楼C室

电话：86-21-54257215

www.stanny.cn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9Q13

SHAREATE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唯西路六号

电话：86-512-62851131

www.hardstone.com.cn

深圳积准贸易有限公司 9Q21

ShenZhen Ever Glo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名优采购中心b1区

122

电话：86-755-29710540

www.ebpl.com.cn

 

东莞起源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9Q2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兴二路169号二楼

电话：86-755-81584354

www.qykgee.com

赛利涂层技术有限公司 9Q31

CemeCon Coa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虹西路81号苏虹工业坊A7

单元

电话：86-512-89174919

www.cemecon.cn

郑州天竞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9Q33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红叶路

电话：86-371-63788868

www.zzmc88.com

东莞市耀欣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9Q3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宵边社区新河路32号

电话：86-769-82283315

www.yasa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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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美格仕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9Q38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宝益路78号吉隆厂区3号厂房2

楼西区

电话：86-769-85922212 / 86-512-55109770

 

苏州瑞森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9Q41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张桥平墅村

电话：86-512-52464666

 

昆山威胜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9Q43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北门路2159号4号厂房

电话：86-512-36835188

 

东莞联阳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9Q44

DONG GUAN LIAN YANG CUTTING TOOL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砖窑四横路41号

电话：86-769-22253266

www.lytool.com

迈睿精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Q48

太原精钨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axrun Seiko Technology (Shenzhen)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第三工业区A6栋238

电话：86-755-23284581

www.szmaxrun.com

福建万恒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9Q51

Fujian Wan Heng Precision Tool CO., Ltd 

地址：福建省连城工业园区工业五路8号

电话：86-769-81153087

www.wanhengtools.com

温岭市圣元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9Q53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三号路东侧（浙江工量刃具交

易中心东大门对面浙江达浦）

电话：86-576-86960122

 

东莞市鸿耀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9Q5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村东深公路油甘埔路段J

幢6号

电话：86-769-82615768

 

爱佩仪自动精密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9U01

Automated Precision Inc. 

地址：北京朝阳北四环东路芍药居北里101号世奥国际中心

A座2118号

电话：86-010-59796858

www.apisensor.com

广州安度测量仪器有限公司 9U05

Asimeto  (Guangzhou)  Inc.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玉树工业园B栋402

电话：86-20-82086170-33

www.asimeto.cn

西安力德测设备有限公司 9U07

XI'AN LEAD METROLOGY CO., 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草堂产业基地秦岭大道西2号科

技企业加速器18号楼

电话：86-29-89026294

WWW.LEADPM.CN

东莞市迪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9U1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和夏塘坊1号

电话：86-769-22280856

www.tsen-om.com

陕西威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9U17

Shaanxi Wale M&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上林苑三路29号

电话：86-29-81134042

www.walechina.com

深圳市塔雷斯科技有限公司 9U2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塘坑路9号

电话：86-755-28668058

 

贵阳新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U27

GUIYANG XINTIAN OETECH CO.,LTD.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光路9号

电话：86-769-21018134

 

泰州市中兴数控机床厂 9U29

TAIZHOU ZHONGXING CNC MACHINE TOOLS FACTORY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东风路28号

电话：0523-86663100

www.zx-cnc.com

东莞市立益泰机械有限公司 9U30

Dongguan City LiYiTai machinery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田美社区星光城第28栋807室

电话：86-769-82698503

 

东莞市中旺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9U37

Sinowon Innovation Metrology Manufacture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白马社区先锋一路2号凯崧科

技园A1栋

电话：86-769-23184144

sinow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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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U3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万丰中心路12号205

电话：86-755-27952896 

www.hb-photoelectric.com/

深圳市畦田达科技有限公司 9U4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梅龙路泽华大厦1409室

电话：86-755-29822497

www.qtd-eda.com

深圳市鑫泰濠科技有限公司 9U4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甲子塘片区七号路七号科诺

工业园12楼

电话：86-755 81766655

www.shinrein.com

哈尔滨精达测量仪器有限公司 9U49

Harbin Jingda Measuring Instruments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开区迎宾路集中区南湖街5号 

电话：86-451-84300077

www.jingdacl.com

东莞市旺民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9U50

Dongguan Wangmin Optical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138工业区宏业北二横路一号 

电话：86-769-87849786

www.wm-3d.com.cn

成都三和量具有限公司 9U52

Chengdu Sanhe Measure Tools.,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象阳工业区正顺西路1号

A栋

电话：86-557-57156575

www.wzsanhe.com.cn

新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U54

New Star Precision Machine Co., Ltd 

地址：山东省高唐市山东省高唐县赵寨子许寨

电话：86-635-3836349

www.lcxinxing.com

北京丹青瑞华科技有限公司 9U57

Swiss Dantsi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裕曦路9号院绿地启航国际6号

楼 

电话：86-10-80470808 

www.dantsin.com 

深圳市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U5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红荔路交汇处中银花园

中行阁27C

电话：86-15302689343

 

密克微测精密仪器（东莞）有限公司 9U60

Mikrometry Precision Instruments (Dongguan)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振安东路96号莞深智

造技术装备工业城F220 

电话：86-769-33295290

www.mikrometry.de

佶致测控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9U62

Acme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Suzhou)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东富路32号B幢

电话：86-15051539900

www.acmeprobe.com 

 

深圳市海康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9U67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上塘百利源电商物流园A3栋3202室

电话：86-755-28148528

 

东莞市索必克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9U69

Dong Guan SOBEKK Precision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九头村工业区A栋3楼

电话：86-769-23883306

www.sobekk.cn

深圳市普力森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9U72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白云山新村国飞

大厦8楼

电话：86-755-27833800

www.szp-laser.com

贵阳瑞极精密测量有限公司 9U73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黔中大道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园7号楼

电话：86-851-84113706

 

深圳市鹰旗实业有限公司 9U74

SHENZHEN EAGLE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凹背社区桂月路334号同

富裕工业园A9栋第3层

电话：86-755-26392670

www.lzgea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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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欧诺威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9W01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金庄镇（泉源大道南博远机电

院内）

电话：86-573-3903390

 

东莞市隆通机械有限公司  9W0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陈屋兴四路30号A栋

电话：86-769-85354558-214

www.dgxingtong.com

深圳市永翔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9W0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后亭第二工业区88号

电话：86-755-82598381

www.yongxjg.com

深圳市蓝蓝科技有限公司 9W1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71区留仙2路新政工业园B栋

电话：86-755-23707810

www.86blue.com

东莞市金犇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9W14

Dongguan Jinbenlai Electromechanical Devic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博览大道10号

电话：86-769-85880760/85590626

www.jinlaiem.com.cn

鑫建福五金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9W1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岗城市中心花园10

栋803

电话：86-755-28653189

 

深圳市鑫明辉钻石刀具有限公司 9W2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大田洋工业区田洋一路13

号

电话：86-755-27254269

www.szmhdj.com

中山市星友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W23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景峰商住楼A幢A01-03号

电话：400-8630-655

 

苏州三骏工具科技有限公司   9W24

Suzhou Sanjun Tool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淼泉淼虹路大虹桥堍老绅贵内 

电话：86-512-52771253-806

szsanjun.com 

山东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W26

Shandong Nano 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华龙路1825号嘉恒大厦B座17-D

电话：86-531-88917773 

www.jnnano.com

东莞市力乐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9W28

Dongguan Leap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犀牛陂村美景西路712号 

电话：86-769-81069870

WWW.DGLEAP.cn

德一克精密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9W31

De one gram  precision tools (Suzhou)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长江路98号56幢10号 

电话：86-512-66355680

www.xmtectool.com

东莞市欧泰克抛光材料有限公司 9W3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汽车总站对面中元大厦A座2F

电话：86-769-82380889

www.dgobd.com

中航巡天数控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9W34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路183号

电话：86-531-67806288/67806388

 

安阳斯普机械有限公司 9W36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文峰区

          文兴大道西段

电话：0372-3393808

深圳市行讯广告有限公司 9W38

Shenzhen Hangxun Advertis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华贸大厦1号楼1109室

电话：86-755-89802005

www.mw35.com

西安秦岭金刚石砂轮有限公司 9W41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二号现代企业中心东

区2-10202

电话：86-29-68590591

www.qinling.com.cn

浙江京速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9W44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3号路

电话：86-576-8699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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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吉恒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9W4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莞长路152号能田科技园B栋

A区一楼

电话：86-769-81878679

 

成都联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9W48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总部经济城

宝耳路2号

电话：86-28-69265973

 

东莞市六欣机械有限公司 9W5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岗金铭国际模具工业城1栋26号

电话：86-769-82288260

www.kapan.cc

輇豊工业有限公司 9W5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展南五管理区

电话：86-769-85912856

 

东莞市蓝博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9W5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路聚和国际机械模具五金

城D2-06

电话：0769-81583875

宁波伟辉磁业有限公司 9W57

地址：浙江省宁波象山滨海工业园海发路41号

电话：86-574-65927988

www.nbwhcy.com

德州北宇机械有限公司 9W58

地址：山东省平原市光明西大街许庄北，北宇机械工业园

电话：86-10-84562375

 

宁波恺天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9W60

Ningbo Kaitian Magnetoelectricity Techon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万特商务中心3号楼403室

电话：86-574-27820450

shopnbkaitianjx.1688.com

 

深圳市智慧钻石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9W6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高新区北区朗山二路7号 

电话：0755-83925591

www.wisdom-diamond.com

温岭市以利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W64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广场路9号北门

电话：86-576-86815288

www.yiliyajixie.com 

美得龙（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9Y01

METROL(shanghai)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755号306室

电话：86-21-62485843-102

www.metrol.co.jp/cn

深圳市榀烨科技有限公司 9Y0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开发区新塘路

78-2号第四层C区

电话：86-755-29974661

www.pinyekj.com

深圳市三测精密量仪有限公司 9Y0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路5106号瑞溢

大厦二楼203

电话：86-755-23196053

www.scjmyq.com

哈尔滨先锋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9Y07

Harbin Pioneer M&E Technical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天平路22号4号楼一层

电话：86-451-82330895/82285451

www.pioneergroup.com.cn

东莞市台超贸易有限公司 9Y09

Vertex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横增路165号之三

电话：86-769-85099960

www.v-tech.net

麦卡隆(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9Y11

Mykaron (Shenzhen) Technology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七区甲岸村85栋5楼

电话：86-755-86543225

www.mykaron.com

東莞寶興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9Y13

Rich Treasure Precision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村景富西路273号 

电话：86-769-83197702-205

www.rtp88.com

兀速切削刀具（江苏）有限公司 9Y15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工业园

电话：86-576-86990899

www.wusu-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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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宁工具有限公司 9Y1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布吉镇布吉路吉信大厦吉福阁27C座

电话：86-755-28280260

yaningtools.com.cn

常州精诺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9Y19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岳山路6-7号 

电话：86-519-83431629

 

富美成钻头（上海）有限公司 9Y21

FORMDRILL CHINA

地址：延安西路2299号10C26

电话：86-21-62362550

www.formdrillchina.com

鸿辉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9Y2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3019号百汇大厦南座

12G

电话：86-755-2578 4324

 

深圳市双平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9Y2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天安数码新城3栋A座

1401号

电话：86-755-26401969

www.shuangping.com

宁波晶钻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9Y27

NINGBO CRYSDIAM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大学科技园中官西路777号

电话：86-574-86689268

www.crysdiam.com

东莞市联佑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9Y2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花果山路3376号

电话：86-769-85075839

www.ly-tj.com

瀚柏格夹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9F11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755号宝虹中心611-612室

电话：86-21-20916384/85

www.hainbuch.cn

埃维斯刀座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9F11

EWS Tool Holder Technologies (Taicang) Co. Ltd. 

地址：江苏省太仓北京东路88号

电话：86-512-33062600

www.ews-tools.de

深圳市比戈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N4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红星社区泰兴工业城

33栋2楼

电话：86-755-27065812 

深圳市东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9U60

Shenzhen Dono Precision Gauge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大运软件小镇27栋

208

电话：86-755-32830209

www.donogauge.com 

东莞市泰坦机械有限公司 9W63

DONG GUAN TITA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横增路83号502室

电话：86-769-85499366

www.titantools.cn 

东莞市奥铭测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A01

Dongguan City AI-Measure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涌头莞长路118号特华大厦

4-11楼

电话：86-769-81889198

www.ch-aim.com 

常州鹏越工具有限公司  9Q58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岳山路5-1号 

电话：86-519-81183779 

科益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9F01

Smartguy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硅谷动力汽车电子创业

园A8东电话：86-755-82598556

东莞市伯斯卡尔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9N11

Dongguan Perth Carle cutting tools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国际五金广场B1-7号

电话：86-769-87029178

www.guoruidj.com

东莞市佳逸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9B0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新民路165号B栋一楼

电话：86-769-853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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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F

精工大道东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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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F

精工大道西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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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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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弗科技有限公司 208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松白路创维

数字大厦写字楼203

电话：86-755-86725993

www.danfoo.com

上海鑫轮超硬磨具有限公司 2101

SHANGHAI XINLUN SUPERABRASIVES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蓬朗昆嘉路10号

电话：86-512-57810082

www.shxinlun.com.cn

东莞市新井五金有限公司 210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新安大道新安工业区

电话：86-769-85263368

www.newwell.com

常州市苏三零工具有限公司 2106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微山湖路5号

电话：86-519-83381866

 

乐清市瑞泰电子有限公司 2108

YUEQING RUITAI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城东街道永和三路9号

电话：86-577-62524338

www.dengyu.com

常州鳄鱼工具有限公司 2109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工业园区育才

巷9号

电话：86-519-68956603

 

雷斯媒体行销有限公司 2111

石秀鑽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EA SHORE Diamond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33382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4-2號 

电话：886-3-4963396

www.ssdc.com.tw

雷斯媒体行销有限公司(北聯研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12

地址：33382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64-2号 

电话：886-3-3288540

www.bayunion.com

宁波市海曙甬辉磁业有限公司 2113

NINGBO HAISHU YONGHUI  MAGNET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西杨村

电话：86-574-88270763

www.cnyhmagnet.com

加拿大NPT国际有限公司 2114

NPT INTERNATIONAL INC.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新亚洲广场新景苑B2-

2(为民路1-8）

电话：86-755-28698965

www.npttools.com

东莞市南芝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211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同沙古二村工业区

电话：86-769-22660094

nanzhicn.com/link/

广州锐钻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2118

Guangzhou Ruizua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高沙路蓝华街40号 

电话：86-20-34983899

www.gzrzjd.com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Booth No.

精工大道
刀具工具二楼展区Cutting Tools 

and Accessories

Precision Product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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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美特刀具科技有限公司 211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松白路

5049号同安商务大厦302、303室 

电话：86-755-27405691

 

无锡诺佳工具有限公司 2121

WUXI PROMISING TOOLING CO., 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民丰路198号锋尚文创中心516室

电话：86-510-82323386

www.nogatools.cn

常州弘俭工具有限公司 2123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灵山中路26号工业产

业基地23栋

电话：86-519-83432146

 

深圳市欧恩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212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新和豪丰科技园二区3楼 

电话：86-755-29566420

www.onnled.com

东莞市东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12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五金机械广场（商贸大

厦）E7-9

电话：86-769-85076588

 

宏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128

JETON R/D & MFG. INC. 

地址：台灣台中市大里區草堤路100巷17號 

电话：886-4-24953456

www.jeton.com.tw

东莞市展睿精密钨钢有限公司 212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鳬山盆岭新村A区1巷2号

电话：86-769-82871726

www.zhanruic.com

德州国昌机械有限公司 2131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桃园街道办事处桃园工业园区

电话：86-534-4610558

www.guochang.xin

东莞市建益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2132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可园南路3号厂内3号楼102室

电话：86-769-23030177

www.dgjf.cn

深圳市新誉通光电有限公司 2135

Shenzhen Xinyutong Opto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东深圳宝安区松岗大道西侧富比伦鼎丰高新产业

园3栋5楼东

电话：86-755-29174882

www.szxinyutog.com

颐昌行机械五金 2137

Yee Cheong Hong Machineries & Hardware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打砖坪街85-89号葵滙工业大厦3楼

303室

电话：852-24200321

www.ych-hk.com

新榮五金機械公司 2139

地址：香港市九龙新蒲岗大有街三十六号华兴工业大厦5字

楼B座

电话：852-23061012

 

宏基国际贸易 2143

地址：香港大埔太和邨福和楼2615室

电话：852-26521638

www.sontools.com

機達有限公司 2145

地址：香港九龙新蒲岗大有街32号泰力工业中心11楼1室 

电话：852-31706636

 

深圳市铠荣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14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合水口松柏路5051-4

电话：86-769-81076736

 

三迪米林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214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油松路天汇大厦B栋

9楼931-1

电话：86-769-81763590

WWW.3dmlling.com.tw

广东尚坤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15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冚下村还金亭工业区

电话：0769-22687696

 

山东方正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山东征宇机械有限公司)  2153

Shandong Fangzheng Machine Tools Co.,Ltd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桃园工业园

电话：86-534-4610989

www.Fangzheng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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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优能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2154

UNT Hardwar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塘街第一栋一号厂房

电话：86-769-82100280

www.unte.net

汇力工业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215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船步街15号渔景大厦

1003室

电话：86-755-25936317

www.mega-power.com.hk

都江堰市大阳量具有限公司 2159

地址：四川省都江堰市天马镇长虹村八组15号

电话：86-28-87240905

 

常州市志伟工具有限公司 2161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天柱山路2号

电话：86-519-83443712

 

深圳市奇达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2162

Shenzhen QIDA Seik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乐路5号多

彩科技城2号楼1011室

电话：86-759-28151781-802

www.wiztank.com.cn

东莞市韩芝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216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寮城西路14号

电话：0769-83262489

长光（沧州）光栅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2166

ChangGuang (ChangZhou) Grating Sens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运河园区内渤

海路南侧车间三层

电话：86-317-5630068

www.cangzhougst.com

翊伟硬质合金(东莞)有限公司 2167

IWIS Hard Materrials (Dog Guan)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凫山村长发工业区兴山路262号

电话：86-769-83212611

iwiscarbide.com

深圳市金盾王金刚石磨具有限公司 216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四联排榜砖厂工业区

电话：86-755-28559998 

www.jingangshishalun.com

玉山县株江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2171

地址：江西玉山工业园区怀玉大道596号

电话：86-793-2205712

 

台州市科驰机械有限公司 2172

Taizhou Kechi Machinery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蔡洋村木城河路65号

电话：86-576-577300

 

深圳市美高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217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镇岗镇松明大道136号云丽大

厦5F

电话：86-755-27086329

www.yeanluyi.com

东莞市集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17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东路业盛广场A座801室 

电话：86-769-82187991

 

东莞市宽扬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217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荣文路23路A座201#

电话：86-769-88034245

 

东莞市凌岱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218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村源兴工业园J栋 

电话：86-769-85639036

www.dglingdai.com

常州利豪刃具有限公司 2182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微山湖路98号

电话：86-519-85188063

 

宁波索驰机械有限公司  2184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东陈乡滨海工业区海发路41号

电话：86-574-65766981

 

哈尔滨众联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2186

Harbin ZhongLian Tool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新城里街3号

电话：86-451-86545810

www.zltool.com

深圳市鑫星凌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218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75区流塘东区3号

电话：86-755-27858188

www.xxldiamo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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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集东邦化学有限公司 2202

地址：广东省怀集县怀城镇龙湾

电话：86-758-5571650

 

韶关市沃德机械有限公司 2203

地址：广东韶关武江区建设路43号之三

电话：86-751-8736185

sggear.1688.com

广州奥胜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204

Guangzhou Olsonk Machinery &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2801号C栋307

电话：86-20-82299639

www.olsonk.comwww.olsonk.com

上海宇越贸易有限公司 2205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市天山路288弄5号202室

电话：86-21-62266603

www.uno-c.com

深圳市利德贸易有限公司 220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路振华时代广场910

电话：86-755-83766590

 

深圳市穗昇五金有限公司 221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华南城五金化工区M05栋

101号

电话：86-755-82401212

 

河北政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212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浦洼城工业区

电话：86-317-6344160

www.hbjygs.com.cn

浙江新春清洗用品有限公司 2213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村锡山路

47弄9幢3号

电话：86-579-87087185

 

洛阳博盈轴承有限公司 2214

Luoyang Boying Bearing Co.,Ltd

地址：河南洛阳市老城区邙山镇营庄工业园

电话：86-379-62275175

www.lybybearings.com

东莞市泛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2215

Pan Pacific (China) Chemical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石大路石步段91号

电话：86-769-23616088

www.chinamost.com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6

AMER TECHN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西路6号

电话：86-400-887-7123

www.amer.cn

深圳市奥科宝特种油剂有限公司 221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松元村海神工业城A8

栋

电话：86-755-28056790

www.alkyl-lub.com

深圳金泽万长石化有限公司 2221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同乐吓坑屋头岭工业区21号

电话：86-755-28657711

 

惠州市兴宏力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2223

HUIZHOU XINGHONGLI LUB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第三工业区

电话：86-755-3533551

www.honlisz.com

深圳市华南天城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2224

Shenzhen Southern China strip machine tool fittings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大布头村

280-1号厂1201-1205室

电话：86-755-89958998

hntcjc.1688.com

武迪（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2226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2337号6幢（D栋）6层A,B,F

单元

电话：86-21-62964040

 

深圳市蓝德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2228

SHENZHEN LANDER LUBRICANT TECHNO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观东路83号荣群大厦

电话：86-755-27740263

www.landerl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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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29

Guangdong Grnge Eco-Tech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大新路大新厂区5号厂

电话：86-769-86093999-8020

www.grnge.com

深圳市精铸模具有限公司 2231

Shenzhen GENZOO mould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沙井黄埔路126号

电话：86-755-29953995

www.genzoo.com

斯达利研磨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2233

STAHLI LAPPING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翁角路308号52号厂房

电话：86-592-6513551

www.stahlichina.com

河北华远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2234

Hebei Huayuan Machine Tool Accessories Co., Ltd.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河北省沧州市开发区黄河东路15号

电话：86-317-3018709

www.hbhyjf.com

常州市铭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2235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南西路132号

电话：86-519-81291896

www.minglutools.com

沧州力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236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望树镇前店村

电话：86-317-5121918

www.czs0317.com

大连和平弹簧有限公司 2237

地址：山东省大连炮台开发区

电话：86-411-85250328

www.hpspring.com

常州铭鸿数控工具有限公司 2239

地址：江苏常州西夏墅育才巷6-10号

电话：86-519-83445945

 

东莞市牧豪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24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金铭模具城12栋11-15号

电话：86-769-85380085

www.moldhar.com

益阳市资阳区迎风主轴科技有限公司 2242

Yiyangshi Ziyangqu Windward Spindl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长春工业园五里堆社区

电话：86-737-4311578

www.wind-ward.com/index.html

乐清市一辰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2243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下贾岙工业区 

www.yichenjc.com

深圳市新宏进五金销售部 224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浪口工业区鑫鸿宇

工业园综合楼三楼

电话：86-755-28144377

青岛艾朗精密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2901

Qingdao Elang Precision Cutting Tools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黑龙江中路480号湖山美地10-

2-201

电话：86-532-80925633

www.inander.com

睿迈拓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290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88号二层066室

电话：86-10-67625586

www.xinfa1688.com

东莞市亮艺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2903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商贸城B2栋9-10号 

电话：86-769-82198239

 

天鼎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290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五金广场主大厦一楼2号 

电话：86-769-81767166

www.tdwj1.com

深圳市朗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905

地址：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井路1号锦康工业园1

栋A座5楼

电话：86-755-27953909

www.szlangrui.com

佛山市明汝远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2906

FOSHAN MINGRUYUAN MACHINE TOOL ANNEX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谢边西滘村村口第二号厂房

电话：86-757-85506140

www.fsmryj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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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飞玛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2907

地址：浙江省温西工量刃具交易中心C区0611

电话：86-576-86978586

 

常州市卓玛工具有限公司 2908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东路101号

电话：86-519-83994822

 

东莞市今朝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2909

Dongguan Jinzhao Numerical Contro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步步高大道225号

电话：86-769-88087776

www.jzcnctool.com

成都奥美加科技有限公司 2910

AMG TECH CO.,LIMITE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高堆路399号18栋附

113

电话：86-755-2729-6008

www.amg-tech.com

东莞市创龙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2911

DongGuan ChuangLo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玉堂围村玉裕接一号 

电话：86-769-88888951-0

www.dgkcl.com

偌伊数控工具泰兴市有限公司 2912

地址：江苏省泰兴市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戴王路西侧

电话：86-519-88997654

www.royitx.com

 

东莞市诺一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2913

ROYEE Hard Mate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村富洋路208号

电话：86-769-83118640

 

平原森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914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平原王庙经济开发区

电话：86-534-4620666

www.sdsyjj.com

深圳市红旗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2915

Shenzhen Red Banner Electricia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福海大道新和新兴工业

园二区二栋

电话：86-755-27347783

www.szredbanner.com

常州市蒋氏合金刃具有限公司 2917

CHANCZHOU JLANGSHL HEJLN RENJU CO.,LTD.

地址：常州市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微山湖路39号

电话：86-519-83439533

www.czjshj.com

惠州市梓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2918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乌石村下刘

村民小组8号

电话：86-752-2853550

 

常州市双锐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2919

Changzhou Shuangrui CNC Tool Co., Ltd.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阳澄湖路233号

电话：86-519-85517927

www.czsrtools.com

深圳市精鑫五金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2920

Shenzhen Jingxin Hardware Mould Stee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新塘坑58号

电话：86-755-28660669

www.ginyn.com

东莞市成川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2922

Dongguan Chengchuan Precision Tool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国际五金城E3-2

电话：86-769-81154511

 

临清佳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923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东环南路

电话：86-635-2346111

www.lqjiarun.com

东莞市硕涵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2924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莞深智造技术装备工

业城A栋一楼30-31

电话：86-769-81660506

 

江门市柏诺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2925

地址：广东江门新会区司前镇前锋工业区

电话：86-757-23316896

惠州市中德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2927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汉水金城工业园5楼A区

电话：86-752-5317663

www.cgc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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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鑫迪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2928

地址：浙江省温岭城东街道前黄工业区

电话：86-576-86180282

  

东莞市南宇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2929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新春路1号新春工业园

A栋5楼

电话：86-769-82381961

www.nanyu-dj.com

郑州博特硬质材料有限公司 2932

Zhengzhou Berlt Hard Materials Co., 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雪松南路23号

电话：86-371-67859793

www.berlt.com

天津市艺桦精密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933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榕苑路天发科技园1-2-

401

电话：86-22-23956937

 

上海犹睿太克精密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2935

地址：浦东市环林东路799弄9号1层D196室 

 

常州安田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293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机械五金广场C-5号

电话：86-769-81882190

www.dgxlhj.com

常州兆华塑料制品厂 2939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工业园区岳山路三号

电话：86-519-83431121-519

 

东莞市仓田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294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河东二路38号

电话：86-769-85330035

深圳市中匠制造研究所有限公司 205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宝山路7号机械协会

大厦1B101

电话：86-13509805511

www.szzjzz.com 

东莞市威易得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20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公常路（黄牛埔段）43号一楼

电话：86-769-82693018 

深圳市逸宝兴科技有限公司 213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大浪街道三合新村高创街道工业区7号

A栋一楼

电话：86-755-81484360

http://ybjgs.cn.alibab.com

常州市英斯泰工具厂 2103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微山湖路69号

86-519-83462621 

 

东莞市华昱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293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桥梓大道13号

电话：86-769-81033601

www.huayu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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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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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eek工控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3号楼16层

电话：0755-83279360-1304

网站：www.Ofweek.com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金属加工》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电话：010-88379790

网站：www.mw1950.com

佛山市顺德区顺联机械城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顺联国际机械城二座二楼

电话：0757-23300087

网站：www.machcn.com

北京机工弗戈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1号11层

电话：010-63326090

网站：www.mma.vogel.com.cn

深圳荣格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海松大厦裙楼02层

201-08

电话：0755-88350829

网站：www.industrysourcing.com

深圳市亚信呈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华美居商务中心A区C

座212

电话：0755-27447918

网站：www.ais800.com

江西网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文化路步行街K栋3楼

电话：400 622 1112

网站：www.fengj.com

南极熊3D打印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院中国铁建广场5号楼

609

电话：010-53350708

网站：http://www.nanjixiong.com

易紧通紧固件网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华星科技大厦6楼

电话：0571-2892 6079

网站：www.164580.com 

中国模聚网

地址：桂林市七星区东城路8号

电话：0773-5888172

网站： www.moulds.com.cn

天津对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海泰发展三道与海泰东路交口

电话：400-887-5770

网站：www.vtoall.com

FSC跨国铸造采购平台

地址：青岛市吉林路41号科技大厦4号楼0106室

电话：0532-83805316

网站：www.foundry.cn

中国外协网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开发区

电话：028-85100800

网站： www.waixie.cc 

广东南海鹏博资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广佛路江夏路段骏翔商务

大厦F16

电话：0757-81188070

网站： https://www.albi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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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代工采购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大街126号

电话：18032496831

网站：www.91daigong.com

金蜘蛛传媒

地址：广州市云城西路724号白云万达广场C区写字楼3栋

721-722室

电话：020-38861363, 38861343

网站： www.chinaFastener.biz 

乐从钢铁世界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佛山一环新桂路出口/大罗出口

电话：0757-29878888   

网站：http：www.lcgt.cn 

青岛三迪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办埠惜路211号

电话：0532-66067890

网站：http://www.3dfocus.com/

机械狗社区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峰尾工业区

电话：15860598118

网站：www.openmech.cn

北京东方铭柜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上奥世纪中心B座1605-1607室

电话：010-84270676

网站：www.dfmg6465.com

中紧传媒

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长平路城市富邦A区23幢   

电话： 0573-82570102     

网站： www.zhongjincm.com

3D打印世界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明珠南路2021号金嘉创意谷1栋4楼

电话：0756-3959285

网站： www.i3dpworld.com 

上海海智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智在线）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古美路1528号A4栋3楼（研祥大厦）

电话：021-3418-1600

网站：www.haizol.com

钢构资讯网

地址：北京丰台区马家堡东路106号自然新天地908

电话：010-15313922113

网站：www.cngjg.com

聚模网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商贸城办公楼A1栋4F

电话：0769-85319999

网站：www.jumold.com

我要外协网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丁桥新城广场1142室

电话：0571-89967020

网站：www.51waixie.cn

中国自动化网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清祥路宝能科技园7栋B座6

楼M单位

电话：0755-82905477

网站：http://www.ca800.com/

先进制造业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777弄多媒体产业园启迪大厦

701

电话：021-51757717

网站：www.amdaily.com

控制网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5-1416

电话：010-62669087

网站：http://www.kongzhi.net/ 

台湾PTC

地址 : 台灣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1號11樓 

電話 : 886-2-2395-1200

網址 : www.ptcsource.com.tw 

机器人库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西路48号

电话：18634378972

网站：www.jiqirenku.com

中自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中地数码大厦A206室

电话：0755-82912183

网站：www.ca16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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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机器人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22号火炬创业大厦10楼

电话：0755-26981898-880

网站： http://www.gg-robot.com

工控之家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京路88号

电话：13156433833

网站：www.gkzj.net

视觉系统设计

地址： 香港九龙长沙湾青山道478号百欣大厦13楼B室

电话：0755-25988571

网站：www.vision-systems-china.com

新材料在线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C座25楼

电话：13640935129

网站：http://www.xincailiao.com/

易造机器人

地址：上海黄浦区打浦路1号金玉兰广场604室

电话：021-63900077

网站：http://www.ez-robot.cn/

制造业人才网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信息楼1层英才网联 

电话：010-82197086

网站：www.michr.com 

中国工控网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B座8层

电话：010-58930088

网站：www.gongkong.com

中国机器人网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二路99号3楼

电话：021—39553798

网站：http://www.robot-china.com/

中国仪表网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D座中

区三楼301

电话：0571-87759945

网站：www.ybzhan.cn

中国智能制造网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D座

中区301室

电话：0571-89719789

网站：www.gkzhan.com

中华工控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4050号上海汽车大厦附楼

302室

电话：0755-86369299

网站：www.gkong.com

传动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越华路2号1栋504

电话：0755-83736589

网站：www.chuandong.com

机器人之家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中恒世纪科技园

电话：0571-85899337

网站： www.jqr.com

智汇工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一区方兴大厦9层

电话：010-62314658

网站：www.ilinki.net

中国智能化网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31号李朗软件园A2栋808室

电话：0755-83089925

网站：www.zgznh.com

数控机床市场网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公益西桥北名流未来大厦1306A

电话：010-67042634

网址：http://www.skjcsc.com/

中国机电产品交易网

地址：合肥市金寨南路157号中辰国际1208 

电话：0551-62572380

网址：http://www.jd-88.com/

中国测控网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802

电话：010-88431819

网址：http://www.ck36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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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与冲压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博雅C座10

层

电话：18515450345

网址：http://www.metalforming.com.cn/

全球数控刀具网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1号建升大厦A907

电话：0755-28462405

网址：http://cctw.cc/default.aspx

《制造技术与机床》（机床杂志社）/MT机床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路 4号

电话：010-64739674/85

网址：http://www.mtmt.com.cn/

《机加工》/天下机械网

地址：北京昌平区路庄桥正西工业城北办公楼C328室

电话：010-57490568 

网址：http://www.qctms.cn/

中国压铸网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袁屋边金钟坊新区8号

电话：0769-38929335

网址：http://www.yzw.cc/

刀具界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怡乐中路422号大搞国际艺术区B座

403室

电话：010-50941009

网址：www.DJCIMT.com

润滑油品导购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奥园城市天地8区2栋730

电话：020 83587112转6013

网址：http://www.allallinfo.com/

中国机床商务网

地址：杭州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D座中区3楼

301

电话：0571-87381969

网址：www.jc35.com

易搜刀具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铁建广场2号楼1707

电话：010-56184466

网址：www.esitools.com/

中国光学网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929号

电话：0431-81702023

网址：www.lightfc.com/

机床工具制造业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绿地中央花园2栋

电话：400-070-0203

网址：网站整改

维库仪器仪表网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石祥路71-8号新天地商务中心二幢

（尚座）西楼12楼

电话：0571-85317666

网址：www.hi1718.com/

MFC金属成形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里36号院东亚三环3号楼

电话：010-68465067

网址：http://www.mfc-china.org/

中国刀具商务网

地址：郑州市陇海路与桐柏路交叉口升龙金中环B座3404

电话：0371-66883317

网址：http://www.cut35.com/

爱锐网

地址：郑州市高新区梧桐街121号

电话：0371-55327154

网址：http://www.iabrasive.cn/

通广传媒

地址：北京市东燕郊东贸国际1号楼614室

电话：010-85893050

网址：http://exposition.mycimt.com/

夹具侠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城星路69号中天国开大厦8F

电话：17326065977

网址：www.cwjoin.com

第一工程机械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沙滩1号院综合楼

电话：010-64886848

网址：http://news.d1cm.com/



合作媒体名录Media List 
按所属行业排序Trade No.Order

120

2019.3.28－3.31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思诚资源网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新安一路2081-1号B栋3楼

电话： 0769-22186189

网址：http://www.sczy.com/

集微网

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泰邦科技大厦17i

电话：0592-6892326

网址：https://laoyaoba.com/

QC检测仪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超前路23号C244-245室

电话：010-58440895

网址：www.qctester.com

亚洲工业网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668号临港松江科技城双子楼

A栋602室

电话：021-37048317

网址：www.oem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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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钣金
Stamping &

Fabricat ing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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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风
云
人
物

让客户更具
全球竞争力

Sheet Meta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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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与机床》杂志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北
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主办，是机床及机械制造领
域著名专业技术期刊。创刊于1951年，国际标准大
16开本。报道国内外制造技术与机床方面的科技成
果和经验，为提高我国机械制造业技术水平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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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自动化平面媒体读者库

20年，工控网络平台数据资源

数十场产业高峰论坛、技术研讨会，大型活动遍及各大行业领域

关注《自动化博览》＆
控制网请扫二维码

视野

业界访谈 特写

聚焦

深度

控制
周讯

专栏

大视野
界·智

控制
专题

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新媒体优势整合，

正着力打造中国自动化领域第一综合全媒体平台！

《自动化博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自

动化学会主办，创刊于1983年10月，立足于整个中国

自动化产业，坚持“突出实用、面向工程、产学研用并

重”的办刊理念，已发展成为中国自动化领域集实用技

术与权威信息为一体的专业传媒。

控制网（www.kongzhi.net）创立于1999

年，作为中国自动化领域的权威旗舰网络媒体，始终

秉承“立足自动化、整合营销资源”的企业理念，

以“自动化企业信息营销专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为目

标，服务中国自动化产业，为客户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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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

微信联盟
金粉讲堂
视频直播
九州云播
网站、EDM
APP
微博、头条号、秒拍、微视、抖音

活动   线上线下联动配合

 技术论坛
 行业高峰论坛
 走进企业技术交流
 定制化会议
 行业调查

增值服务

展会会刊、快讯
图书
宣传册
宣传片、视频制作

纸媒  行业龙头、源远流长

《金属加工（冷加工）》
《金属加工（热加工）》

《汽车工艺师》
《通用机械》

纸  媒 数字媒体

活  动

增值服务

四 大 平 台

 
全 媒 体 服 务 平 台

● 中国百强报刊       ● 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       ● 媒体融合十佳期刊

金属加工领域深受读者信赖的品牌媒体

86-10-88379790-98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编 100037，
http://www.mw1950.com

2019 年广告招商火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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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标准会议

成都 11 月
标准会议

深圳6 月
超级会议

苏州
LaserFocusCon（激光聚会）- 激光技术应用

SbSTC（一步步新技术研讨会）- 电子制造自动化

ChipChina（晶芯研讨会）- 半导体制造

CleanRooms China(洁净室会议) – 洁净技术

携手ACT 4 大会议, 打造2000 人”跨领域, 拓商机”大会

·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用于缺陷检测与缺陷分类 · 机器视觉技术与工业机器人的融合 · 实时在线3D 视觉解决方案

· 嵌入式视觉系统的开发及应用 · 机器视觉在现代智慧型工厂中的部署 · 新颖的镜头技术及打光技巧

· 红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 最新成像技术进展

主题建议

从“制造”到“智造”
机器视觉——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

《Vision Systems Design》杂志是美国领先的媒体品牌，主要致力于报道机器视觉及影像处理系统领域

的内容。其深度的技术杂志、投稿邮件投递的电子快报以及网站内容，每月全球143个国家的超过94,000名

工程师和设计专家提供最新报道，是同类媒体中的佼佼者。《Vision Systems Design》杂志是机器视觉与自

动化解决方案领域非常受欢迎的一本杂志。

《视觉系统设计》在内容方面将以《Vision Systems Design》为蓝本，同时增加中国机器视觉领域的相

关报道，为读者提供机器及影像处理系统领域的技术、设计、应用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欢迎

该领域内的广大厂商积极参与，踊跃投稿及宣传。《视觉系统设计》的权威性内容是视觉及相关应用领域使

用者关注。

微
信
公
众
号

www.vision-systems-china.com

免费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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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773-588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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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金属加工·零部件展区

工场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部

TEL：021-3353-8866  Email：sales@factorynetasia.cn

联系
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