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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在光伏逆变器研发、制造、销售等方面拥有十多年

的专业经验。并在全球主流光伏市场建立了销售、仓储、售后服

务中心，为欧洲、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北美、

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质量可靠、服务完善的光伏逆变器

及系统解决方案。 

艾伏全新三相光伏组串逆变器（10-25kW）专为中国户用和小

型商用光伏系统应用设计，所有型号都采用全铝压铸一体设计，

高压铸造成型工艺，机身更坚硬、更耐腐蚀、抗氧化，使用寿命

更长久。全曲面覆盖到边，圆润柔滑，更具亲和力。配有外置电感，

散热性能大幅提升。元器件选用全球知名品牌，大幅提升产品可

靠性和寿命。逆变器配备触摸按键，配合 GPRS 通讯模块，用户可

在线或 APP 中随时随地查看系统状态。具有宽 MPPT 跟踪范围；最

高1.5倍PV超配；多重智能保护；适用双面组件；组串级数据监控；

最大支持 1100V 系统电压；集浪涌保护；智能 IV 曲线扫描；远程

升级功能等优势与特点。

艾伏一直坚持以技术创新为理念，不仅为合作伙伴和用户提

供优质、智能的光伏逆变器产品，并且提供高效的本地服务和技

术支持。确保客户及用户获得稳定、可靠的投资回报！

爱士惟新能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爱士惟，原全球知名太阳能逆变器领先企业 SMA 集团的中国

全资子公司，经由股权重组于 2019 年 4 月从 SMA 集团脱离而独立

运营，致力于高质量、高可靠性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储能逆变器

的研发和制造的高科技企业。

爱士惟管理总部和研发总部位于中国苏州，在中国上海、扬

中两个城市分别设有商务采购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在澳大利亚、

荷兰、波兰，土耳其、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与服务职能子

公司或合作伙伴。爱士惟拥有一流的专业技术团队、国际认可的

实验室，符合德国质量标准和管控体系的规模化先进制造基地，

逆变器年产能超过3GW。除自身业务之外，爱士惟还在逆变器研发、

生产、供应链、客户服务等方面为 SMA 集团提供服务，有着深度

合作关系。

爱士惟拥有 1kW 至 60kW 光伏并网逆变器、储能逆变器系列产

品，产品已行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基于为 SMA 集团所生产

的优质逆变器产品所积累的成功经验，爱士惟分别面向中国和海

外市场推出爱士惟及Solplanet品牌的高质量、高可靠逆变器产品，

并以更加贴近市场的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带去持续稳定的

贡献和更多的增值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向阳路 198 号 9 栋

邮编：215011

销售电话：0512-6937 2978

销售邮箱：sales.china@aiswei-tech.com

服务热线：400-801-9996

服务邮箱：service.china@aiswei-tech.com

网址：http：//www.aiswei-tech.com

安徽兆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产品研究、

开发、设计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引进先进的全套晶体硅光伏

组件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单晶硅、多晶硅系列各种规格的高效

率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及其应用系统，年产能 1800MW. 我们拥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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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无尘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流水线设备，通过精心的设计，严

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完美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光伏发电站，分布式项目，及东南亚，欧洲，

南美，等海外市场。

我们始终坚持“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谋求发展，为社会

承担责任”的经营理念，与所有员工、客户、竞争者和合作伙伴，

共同致力于让兆拓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开发商及能效管理解决

方案提供商。

发展新能源不仅顺应了世界产业的未来趋势。更有利于我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兆拓致力于光电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技术开发

利用，推动能源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生态环境。为实现国家节能

减排部署，构建节约型清洁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兆拓新能源始终凭借者前瞻的战略视野，一步步实现者稳健

而成功的战略转型，迅速成长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龙头企业。

安宇新能源（山东）有限公司

安宇光伏创建于 2016 年；2017 年始，又相继成立了陵城、

夏津、武城、禹城、平原、德城、宁津、齐河、临邑、茌平等 10

大分公司；到 2020 年，公司累计完成安装近 5000 户、10 万多

kW，产值超亿元；

目前，安宇光伏已经发展成为山东河北极具知名度的光伏销

售安装服务一体化公司，先后被授予 “光伏产品质量十强企业”、

质量·检测·标合格产品、山东省光伏龙头企业、全国 AAA 级诚

信企业、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质量检测—国家标准合格

企业、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技术创新创优领航企业、

2020 年度中国标杆大商等荣誉称号 并形成了“全国光伏看山东、

山东光伏看安宇”的品牌效应！

安宇光伏具备的 10 大特点：

一是具有品牌优势，安宇光伏是山东河北最大的光伏电站集

成商，规模化、正规化，具有全方位的权威资质，公司网点覆盖

200 多个乡镇，1000 多个村庄。

二是具有团队优势，公司有专业的100多人的设计、安装、售后、

运维团队。

三是电站发电量高，安宇的发电量比一般的品牌的 10kw 一年

能多发 1000 多度电。

四是材料质量好，用好材料做出好效果。安宇光伏选用最好

的组件与附件，其中支架选用Q355的锌铝镁合金，螺丝选用热镀锌、

304 不锈钢等材质，寿命大大超过了 30 年。

五是公司售后专业，安宇光伏明确承诺质保由公司承担，而

不是某些品牌的协助服务，安宇光伏有在线售后服务平台，有时

在客户还不知道的情形下，安宇就能通过在线平台发现异常并迅

速主动处理，节假日公司照常提供售后服务，极大的保障了客户

利益。

六是安宇光伏全部采用大厂的正品组件，包括隆基、天成、

鑫安宇、锦浪、奥太等，产品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七是安宇光伏有银行金融作保障，付款方式灵活，全款、贷款、

零首付都可以选择，并且提供正式增值税发票，提供5年免费保险。

八是安宇光伏是国家电网授权合作伙伴，拥有德城、武城、

禹城、陵城等市场开发权。

九是安宇光伏重视安装质量，是同行中率先实现设计有标准、

安装有验收的公司。

十是安宇光伏崇尚文化价值，把投资光伏就是传承孝道这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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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明的光荣传统贯穿于整个销售安装服务过程，深受客户喜爱。

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安宇人坚持“质量优先、服务优

先、价值优先”，坚守“客户零风险、安装零事故、服务零投诉”，

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安宇人通过不断打造卓越团队、完善体系

建设、规划产品体系、提升服务水平，让客户感到选择安宇就是

选择开心、选择放心、选择省心！

百善孝为先，安宇长相伴！

保定盛和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盛和电气科技有限公司（BAODING SHENGHE ELECTRIC 

SCIENCE&TECHNOLOGY CO.，LTD）坐落于保定市竞秀区富昌工业开

发区，公司本着诚信、创新、做实的宗旨，专业为客户提供智能

电网输变电控制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电气产品解决方案，主营业务

涉及电力电气产品生产、研发制造；光伏设备进出口贸易；光伏

系统工程项目

电力电气产品生产、研发制造

包括：各种规格型式和适应不同地区使用要求的并网柜、并

网箱、交流汇流箱、直流汇流箱、光伏防孤岛装置、光伏反孤岛

装置、各种光伏专用电力仪表等；光伏发电应用产品（各种光伏

发电灯具、全功率等级离网逆变电源、各种便携电源）；电力配

电网自动化设备、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等

光伏设备进出口贸易

包括：各品牌（隆基、晶科、英利、乐能、晶澳等）光伏组

件的批发零售、各品牌逆变器（锦浪、固德威、古瑞瓦特、禾望等）

的批发零售、各品牌光伏专用线缆的批发零售；

光伏系统工程项目

包括：大中型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和总包，户用光伏发电项目

的开发和推广，各种光伏发电项目的技术咨询和设计服务，光伏电

站的运维服务，新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服务等。

北京创意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高新科技企业园区，

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清洁能源系统工程领域拥有综合软硬件解决能力及纵

向服务基因，主要为清洁能源热水集成系统和采暖集成系统的设

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节能服务商，提供

1. 系统运行设计方案及控制策略。

2. 提供系统智能控制设备。

3. 提供系统运维云平台。

4. 提供系统数据服务、智慧管理和节能降耗算法。

即：硬件 +平台 +算法 的“铁人三项”模式。

目前，公司是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协会常务理事，主编和参编了

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北京市标准。公司及其主

要负责人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科技创新先进单位、

太阳能供热采暖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一等奖等一系列奖项。

【追能云】北京创意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的旗下品牌，已发

展成清洁能源物联网第三方云服务平台，到目前为止已接入了达

十万多个清洁能源工程系统，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凭借

着海量智能系统硬件的接入，通过多年来对产业深耕及对清洁能

源系统数据流的筛选、加工、建模，实现了以深度学习算法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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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和推动着物联网在清洁能源行业的商业

模式创新，提升行业效率。除自有第三方服务平台以外，公司还

为政府、行业协会、检测中心和其他企业打造了多达 50 个清洁能

源专业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包括近几年的煤改电管理平台。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总部坐落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区。

作为中国电源行业首家上市企业，动力源于 2004 年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多年来一直秉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致力于

电力电子及信息技术相关产品在绿色能源、智慧能源领域的研发

和应用，在数据通信、智慧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拥有良好的

口碑和市场。旗下拥有雄安动力源、北京新能源、安徽动力源、

北京迪赛奇正、香港动力源等子公司。

动力源凭借自身产品实力，成为中国铁塔，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国际知名企业的设备

主流供应商。所研发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包括

国家体育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上海世博园、港珠澳大桥、

大兴国际机场等项目。

动力源一路走来，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并多次受到科技部、

工信部、发改委、北京市政府、中科院、相关行业协会的嘉奖。

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十二五节能服务产业突出贡献

企业称号、标准创制突出贡献奖、国家重点新产品奖等奖项。

北京晶澳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晶澳成立于 2005 年，是光伏发电解决方案平台企业，产业链

覆盖硅片、电池、组件及光伏电站。晶澳在全球拥有12个生产基地，

在海外拥有 13 个销售公司，产品足迹遍布 135 个国家和地区，广

泛应用于地面光伏电站以及工商业、住宅分布式光伏系统。凭借

持续的技术创新、稳健的财务优势和发达的全球销售与服务网络，

晶澳备受国内外客户的认可，连续多年荣登《财富》中国 500 强

和“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榜单。

北京老万清洁供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是中关村科技园区专业从事环保高效家用和商用燃煤、

燃气、生物质能、电热热水锅炉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中关

村科技园区昌平园超前路 23 号，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总资产 4

亿多元。公司在北京、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

辽宁、甘肃等省市建立了销售生产基地，具备 B 级锅炉和 D1、D2

压力容器制造资质。公司拥有 3000 多个营销网点，分布于长江以

北大部分地区的市县、乡镇和农村，形成了产、供、销、服务高

度统一的行销渠道。

公司始创于 1985 年，三十六年来依托各级政府的关怀支持，

在“真情、实干、图强、创新”的企业文化激励下，以“为生活献热，

为社会节能，为人类环保”为使命，诚信经营管理，注重产品研发，

强化品牌塑造，忠诚服务用户，承担社会责任，贡献环保事业，

稳步健康经营，创造了节能减排、清洁供热的新方式和新市场，

开辟了高效节能低排放炉具的先河，赢得广泛赞誉，多次受到国家、

省、市的表彰奖励。为合作者提供了一个实现价值的平台，为用

户送去了温馨。从 2013 年开始，老万公司积极参与京津冀“减煤

换煤 清洁空气”行动，并陆续中标河北、山东、山西、辽宁、河南、

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清洁供暖产品入围工程，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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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采购的重点企业。

传真：010-69743046

电话：010-69743044

邮箱：md@laowan.com

网址：www.laowan.com

昌乐明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昌乐本土唯一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伏

电站的销售，安装，运行维护于一体的专业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零部件、其他太阳能设备和零

部件销售；公司致力于光伏发电设备的销售及技术推广服务！从

光伏项目立项咨询、方案设计、工程安装、并网支持、监测维护、

系统升级、融资贷款等各个环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专业让

太阳能发电很简单。是京普光能、海泰新能、固德威逆变器、锦

浪逆变器昌乐区域唯一指定运营服务商，并参与了多处光伏扶贫

项目的采购、设计、安装和运营维护，具备很强的技术实力、经

济实力和安装服务能力。2018 年，公司率先成立昌乐本土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光伏运维公司。2020 年，公司荣获山东省太阳能协

会 2019 至 2020 年省级“优秀集成商”称号。同年，昌乐县扶贫

开发办公室指定授权昌乐明辉运维承接昌乐县域全部扶贫电站运

维服务，为昌乐本土光伏电站运行维护保驾护航。

昌松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电器之都，是一家极具活力的

规模型企业，省科技型企业，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企业输送源

源不断的新思路、新产品。昌松电气致力于智能高低压电气元件、

断路器、配电箱、配电柜、双电源开关、新能源太阳能光伏配套

产品、风力发电配电产品，是智能电气行业最具活力的企业之一。

企业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多项核心技术，获得多项专利。

已通过 IS09001：2008、14000、OHSAS18000 等认证。其中用于光

伏领域的直流汇流箱、交流并网箱、并网柜、箱变、高压预制舱

等配电产品在 行业内具有领先水平，已率先通过 CE、CCC 等权威

认证。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广大客户鼎力支持下，公司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并成为智能高低压电气优质 供

应商。公司产品线丰富，能够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系统解决方案，

大大方便了客户的选型应用。一流的产品、源于先进的设计理念、

精良的生产装备、严格的检测手段、完善的质保体系、快速的信

息反馈及优秀的售后服务。为用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

持之以恒的追求。

服务特点：可按客户需求定制化生产光伏并网配电箱、并网

柜、汇流箱、预制舱。

常州东盈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伏发电控制系统以及自动化电气控制等

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公司，公司专业生产、

销售光伏并网成套箱、柜、光伏交、直流汇流箱，光伏电站智能

安全监测控制预警系统，民用及商用离网储能系统、工业自动化

设备电气配套柜，便捷移动式光伏离网储能系统、光伏谐波控制

器等配套产品。并提供光伏发电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服务。

常州东盈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单位有：东盈电力（东台）有限

公司、江苏东台登瀛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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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东盈成立于 2014 年，地处常州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新北

高新区，东临沪宁高速薛家出入口，西靠常州国际机场，北依京

沪高铁，交道十分便利。公司拥有两个厂区，4000 平来的集体生

产车间和 3000 平米的光伏成套并网箱、柜、交直流汇流箱自动化

成套生产车间。公司员工 60 余人，具中具有海外光伏从业经验高

级管理人才 2 名、电气工程师 4 名，高等院校技工 15 名，同时聘

请德国从事电力设备资产管理的专家为企业高级顾问，为企业的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拥有成套进口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以及全自动包装流水

线，现场运用 ERP 管理系统，条形码追溯管理系统，实现精细化、

智能化生产管理。

公司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拥有 15项专利发明，

并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体系、OHSAS18001 体系

认证。公司产品通过了 国家产品强制性 3C 认证、CQC 认证、欧盟

CE 认证、户外 IP65 认证、中国著名商标“鑫东盈”等。

公司目前主要合作客户有天合光能、阿特斯阳光电力、无锡

尚德、浙江碳银、江苏顺风、中民投、苏州中利、力诺电力、江

苏爱多、中光能、南控电力、山西北航、广东国正等国内知名企业。

年产能达 1.5GW 左右。

公司本着“质量第一，服务领先的宗旨，真诚为广大用户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期待国内外各光伏集成商企业携手共赢，共

创未来。

品质东盈心，安全更放心！

公司电话： 0519-6820 9369    

销售热线：138-135-66886     13912318269    13775030808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901-6989

公司网址：www.czdydzkj.com

电子邮箱：czdydzkj@126.com   13775030808@139.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 118 号

常州极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极阳能源成立于 2010 年，是专业的全球定制化光伏组件制造

商，产品应用于世界各地住宅、商业和地面光伏电站发电系统。

公司在生产高性能太阳能产品的同时，提供整体系统解决方案和

技术支持，以确保极阳客户获取最优服务。极阳能源自成立以来，

致力于最优化满足客户定制化光伏产品的需求，最大限度提高客

户整体收益。

公司实现太阳能光伏组件产能 2GW，极阳产品已运用于全球

50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标志着极阳品牌国际化正逐步走向成熟。

依托严格的技术控制，高效的品质管理和细致入微的专业服务，

极阳能源会持续锐意进取，成为世界领先的定制化光伏产品供应

商和您的最佳合作伙伴。

为了更加高效的服务全球客户，极阳能源全球销售和服务网

络在逐步扩大中。我们坚信客户至上是公司发展的基本前提，秉

承全球客户 4 小时反馈，8 小时出具初步解决方案的原则，极阳能

源会是您的最优光伏服务供应商。

常州赛拉弗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作为专业的太阳能产品制造商，赛拉弗专注于太阳能光

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2011年成立以来，赛拉弗迅速成长，

在研发创新和智能生产等方面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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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拉弗坚持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源泉，因而一直努力寻找最好

的、最具前瞻性的创新方式。赛拉弗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坚持有目

共睹，2015 年被江苏省政府列为第一批智能制造工厂，被 CSA、

DEKRA 授予“目击实验室”资质，大大缩短了新产品上市流程，加

速新品面市，这些均表明赛拉弗的研发实力深受权威机构认可。

我们也为自己的努力和行业的认可，深感自豪。

赛拉弗被彭博新能源财经列为一级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同时

也是 PV Evolution Labs 认定的“顶级组件商”。如今赛拉弗拥

有 5.5GW 的全球产能，超过 1500 名全球雇员，并通过分公司、办

事处和高效的全球联动机制，为全球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专

业服务。截至 2020 年底，11GW 的赛拉弗光伏产品已经成功在 40

多个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常州市丰国金鳄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生产研发高品质太阳能光伏线缆，各类电

动车电机连接线，各类耐高温，耐老化，耐腐蚀等特种电线电缆

的专业生产研发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市场为核心，以产品为

导向，以技术为基础，面向国内外市场，大力推行品牌实施战略。

公司拥有各种电线电缆制造、加工、检测设备，其中电线电缆

押出设备 20台，年生产加工能力可达 15万 KM，我们雄厚的研发及

生产加工技术力量，能够根据客户的需要开发研制各类线缆产品。

公司为适应市场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不断引进生产设备，检

测设备并加强对现有设备技术的改造，竭力引进科技人才，开发

高新技术线缆产品、提高企业生产力，为控制产品质量，公司一

直致力于企业生产检测标准化及内部控制规范化建设，公司产品

严格执行国际先进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多年

来我们与许多来自国内外的客户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我

们深刻认识到产品的质量和后续服务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我们

施行全面的管理体系，经过多年精工淬炼和不懈努力，我们公司

先后取得了 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TS16949 等体系

认证，公司产品通过了 CCC 产品安全认证、德国 TUV 及美国 UL、

加拿大 CSA 联合认证。

公司多年来坚持以注重管理效益，注重服务信誉，以信誉争

客户，以价格争市场，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为宗旨。使

我们的产品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丰国金鳄电缆以“追求品质，

求实发展”为经营理念，公司将以务实的精神、凭借强大的科技

创新能力，致力于绿色、安全、环保、技术型线缆产品的研发及

其制造，为打造特种线缆领域的著名品牌“FENGUOJINE”而努力。

真诚希望与国内外客商精诚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茌平县鲁华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金 500 万元，是一家从事高性能

导热介质以及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开发的科技型企业。我公司由多

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博士、硕士组成的研发团队自主开发出了

多种环保型专用导热介质，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

性企业，具有雄厚的专业技术研发力量以及稳定可靠的生产能力。

公司以太阳能导热介质、太阳能利用技术以及中高温导热介

质为主打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如根据不同金属的缓蚀阻

垢要求进行定向产品设计。针对分体式平板太阳能循环系统，汽

车发动机循环系统等所涉及的材质，自主开发了多种环保型导热

介质，包括太阳能防冻液、太阳能中高温导热液、空气能防冻液、

中央空调、采暖等专用导热介质。我公司的产品具有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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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蚀阻垢效果优异、国内唯一一家蒸馏水制造、搪瓷反应釜生产

厂家，长效稳定且导热系数高的特点，通过  ISO9001 国家体系质

量认证，生产出的太阳能专用防冻液（导热液）、聚光太阳能专

用中高温导热液等产品已经成为导热介质行业的明星产品，并荣

获“清洁供热影响力奖”“新能源行业人气最旺”“山西清洁取

暖三等奖”“绿色发展突出贡献奖”“清洁供暖工程优秀配套商”“收

录证书”等多项奖项。

公司秉承“品质为立公司之本，创新为谋发展之源”的经营

理念，在产品开发上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创新的原则，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高性能、安全、环保、长效的优质导热介质。公司

为全国多家大型太阳能、制冷、空调、食品加工及储藏企业提供

防冻液以及导热介质，生产出的菲仕迪产品获得了全国各用户的

广泛认可，是国内导热介质企业的标杆企业。

慈溪市创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营太阳能光伏接线盒、连接器、光伏组件边

框等光伏配套产品。

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引进人才，拥有一支强大的管理和研发

团队，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通过技术、设备的引进、

吸收，在短时间内研制开发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一系列产品，并迅

速投放市场。凭借着优质的服务、一流的产品质量赢得客户好评，

产品销往国内十几个省市，并远销国外。

公司坐落于长三角经济区，交通方便，竭诚欢迎各界朋友莅

临参观、洽谈。

德州奥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享有世界“太阳谷”之称的太阳城——德州，是一

家集不锈钢波纹管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高

科技绿色环保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为不锈钢波纹管、壁挂太阳能专用介质管、空

调管、软接头、水暖管、煤气管等系列产品。平口器、割口、不

锈钢配件等，产品应用广泛，远销全国，深受用户好评。

公司秉承“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努力打造中国不

锈钢波纹管第一品牌。

德州孚润波纹管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座落于有着“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

称的山东省德州市天衢工业园，是一家致力于金属波纹管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供应商。

公司主营：304 不锈钢燃气波纹管、304 不锈钢水管、304 不

锈钢空调专用管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电热水器、天燃气、

石油液化气、中央空调、厨卫等流体及气体运输领域。孚润管业

自成立以来为广大的新老客户提供了众多质优价廉的不锈钢管材

产品。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素质的工作团队，及时地为客

户提供细致周到的售前及售后服务。

公司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为方针，以重合同、

守信用为宗旨，在团结进取中实现创新与超越，公司竭诚欢迎社

会各界朋友莅临指导！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天衢工业园康宁路 1038 号

邮编：2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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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4-2493855

联系人：刘富路

手机：137-0534-1026

邮箱：710749025@qq.com

德州润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座落在美丽的中国太阳城——德州，是一家集光伏和照

明产品研制、技术开发及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紧依京沪

高速铁路和京福高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快捷便利。公司始终

坚持“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响应国家提出的建设节约

型社会的指导方针，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企”的道路，在新型

科技节能环保产品领域，研制生产以太阳能光伏技术为主体的高

科技绿色节能环保产品。

项目占地 22000 平方米（约合 33 亩），总建筑面积 21000 平

方米。该项目自 2009 年 12 月开始建设，至 2010 年 11 月竣工投

产。总投资 65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6.92%；流动资金 15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3.08%。项目所需资金

全部由企业自筹解决。

公司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8 人并与国内外数家科研机构，

高校院所及多位光电专家协同攻关，解决多项行业技术难题，获

得了十多项国家专利与科研成果，拥有各项质量认证（CQC、EQC

及进出口资质）。现拥有武汉三工单体测试仪 1 台、武汉三工光

纤切片机2台、先导串焊机（LDTS4000）1台，光远串焊机（GCH-1300C）

1 台，全自动生产线（苏州拓阳）一条（自动生产流水线、自动上

玻璃、在线EL、上海盛普自动打胶机、自动装框机、自动抓板机械手、

固化房、组件自动传送带、超声波加湿器等），沛德EL测试仪3台，

博硕全自动单腔层压机一台、博硕全自动双腔大循环层压机两台、

组框机 2 台，上海赫爽组件功率测试仪 1 台、耐压测试仪等全套

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生产设备，年产能 100MW。

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台)
厂家

1 单腔层压机 BSL2236OAC 1 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2 双腔层压机
BOOS T S O L A R  

22360AC Ⅱ
2 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3 太阳能组件测试仪 BSMT204 1 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4 太阳能组件测试仪 HSM2-2SA02 1 上海赫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5 太阳电池单体测试仪 BSCT102 1 秦皇岛博硕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6 EL 测试仪 EL-1.4MD-M 3 上海沛德

7 组框机 LYZK-100 1 秦皇岛利阳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8 YAG 激光划片机 SYS50A 1 武汉三工光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 光纤激光划片机 SFS20 1 武汉三工光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 全自动裁切机 DH-5100-Z 2 启东市东华机械制造厂

11 空气压缩机 W-0.9/12.5 1 芜湖市力权空压机厂

12 螺杆空气压缩机 DLR-20A 1 山东潍坊利得机械有限公司

12 自动串焊机 GCH-1300C 1 深圳光远

13 自动串焊机 LDTS-4000 1 无锡先导

14 自动流水线 TYZJ-WL1000A 1 苏州拓阳

15 接线盒自动涂胶机 SPZ-2100GA　 1　上海盛普　

16 边框打胶机 　SPZ-AB10　 1 上海盛普　

17 程控安规综合测试仪 YD9860　 1　常州扬子　

18 固化设备　 DRS-06A　 1　多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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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需要，本着节能与环境和谐统一

的原则，公司研制生产出了各种规格型号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

能电池发电系统；从而抢占先机，扩大市场。产品包括：1W--

410W单晶硅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光伏发电系统；面对未来，

面对竞争不断激烈的市场，润泽人依托“科技是灵魂，质量是生命，

创新是活力，团结是力量”的经营战略，始终贯彻“高效、时效、

务时、诚信、发展”的企业经营方针以良好的市场信誉，优质高

标准的产品，完善及时的服务，立足产品多元化，团结一致，奋

力拼搏，力争使“润泽”成为行业中的知名品牌。

德州润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建设安装分布式

光伏发电系统 10000 多户，产品即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又对节能

环保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直接大幅度地增加企业的工业总

产值和利税，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同时该项目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就业压力，对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社会效

益显著。

德州宇浩光伏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光伏发电（太阳能发电）相关的新能源产

业公司。公司专注从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咨询、设计、安装、

并网申请及售后服务。积极扩展并广泛用于居民屋顶、工商业屋

顶等光伏发电工程。

德州宇浩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从立项咨询，系统设计，现场安装，

并网申报，调试验收，售后服务等环节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用

户可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全额上网，截止到 2017 年 6 月在

德州市及周边地区装机容量近千户，受到用户及企业的一致好评。

主营品牌宇浩，海泰，力諾，皇明。

有专业的安装施工队伍，具备从事中大型分布式光伏电站的

勘察施工实力。产品质保 20 年，并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

国平安银行、乐陵农商银行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广大用

户提供融资贷款服务及保险服务。

光伏发电是提倡并给补贴的新清洁能源。光伏发电是一整套

发电系统即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支架、并网箱、光伏线缆和

交流连接熔断保护等等。没有的产品，只有适合您的产品。乐陵

宇浩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所选系统的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均采用国内

前 10 大品牌，原厂商标和条形码，原厂质保，具有原厂认证。为

自己发电，为未来改变！乐陵宇浩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祝您实现财

富梦想！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1986 年，坐落在浙江宁波宁海，2010 年 9 月 2 日

在深圳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为 300118。东方日升是全球太阳能

行业中的领先企业之一，专业从事于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电池发

电技术应用产品和太阳能终端应用产品及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并且是太阳能项目的投资者，开发者和 EPC 承包者。东方

日升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办事处和分公司并且建立起全球销售网络，

如中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美国、日本等，旨在为全球提

供绿色新能源。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东方日升的组件产能已经

达到了 14GW。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2011 年到 2020 年，东方日

升以 60% 的平均负债率稳健前行。

公司拥有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国家级光伏实验室，并获得

CNAS 的认证。公司始终践行以科技创新持续改善能源格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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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品质的使命。公司在产品质量上严格遵循 TÜV、UL、CE、

GS、ROHS、REACH 等标准，结合既有的 ISO9001，ISO14001 以及

ISO18001 等质量体系，打造工艺品般的光伏产品。

公司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积极打造高效的人才队伍。公

司给员工提供人性化、定制化的培训和晋升机制。我们依靠高效

的团队，优质的产品，稳定的质量，必将让东方日升成为行业领

导者，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百亿日升、世界日升、百年日升！

高密市锐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伏应用产品的科

研、生产、销售、安装运维及相关咨询的创新型企业。

锐昌新能源积极响应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将太阳能光伏

电站建设作为本公司核心服务产品，吸纳了一批来自光伏行业系

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采购、施工、安装、运营的人才队伍，

现有职工 100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0 余人。2020 年 9 月公司

经过严格审查成功签约国网电子商务公司成立了国网光伏云网潍

坊高密市运营运维中心及禾望电气潍坊售后服务中心为户用光伏

电站提供更加优质的售后运营运维服务。

公司坚持“以质量取胜，以服务致胜”的发展理念，以“打

造低碳城市，共建碧水蓝天”为发展目标，秉承精益求精的核心

理念，致力于向社会提供清洁能源的终端服务，成为新能源和新

型建材行业中集销售、系统集成、工程安装、售后服务为一体的

最优质系统集成服务商，公司凭借深厚的技术基础，独特的创新

产品，强大的市场拓展能力，在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里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领军太阳能行业，拓展新能源未来！

光伏发电利国利民，安装光伏发电适用于家庭屋顶、企业屋顶、

玻璃幕墙、阳光房、农业大棚等，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能为你赚钱。

我公司全部负责勘测、设计、安装、调试并网及运维。你晒晒太

阳把钱赚，投资人省心放心，欢迎各地新老客户前来考察合作。

政府补贴新能源，闲置屋顶能赚钱。

公司创立伊始，以专业研发、集成安装及销售各种新能源环

保产品为主，坚持“专业、专注、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积

极推动新能源产品开发应用，倡导低碳生活，为我们的“地球家园”

奉献一方碧水蓝天。

广东省古瑞瓦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古瑞瓦特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和制造太阳能并网、离网、储能逆

变器、光伏逆变器、并网逆变器、太阳能逆变器、分布式光伏发

电站及用户侧智慧能源管理解决方案的新能源企业。太阳能并网

逆变器功率覆盖 750w-250kW，离网及储能逆变器功率覆盖 1-30kW，

产品适用于户用、商用、光伏扶贫、大型地面电站及各类储能电

站场景，并已在全球广泛应用。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公司先后在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泰国、印度、荷兰等地设立分公司服务全球客户。目前截止，

古瑞瓦特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货 260 万套，成为全

球逆变器 TOP10 品牌。

古瑞瓦特始终以人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整合全球资源，

推动技术创新，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的用户侧智慧能源方案供应商。

所获荣誉

先后荣获政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名牌商标以及行

内知名权威媒体颁发的“2018 中国光伏品牌排行榜户用逆变器品

牌价值第一名”“组串式逆变器品牌第三名”“2019 年度光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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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逆变器奖”“2019 年单相逆变器全球第三”“2012 年中国光伏

逆变器品牌排行榜组串型第一名”“2013 年成为国内组串型逆变

器的冠军”“中国光伏最佳分布式品牌奖”“中国逆变器 10 大品

牌供应商”“中国光伏最佳户用品牌奖”“中国储能产业最佳逆

变器供应商”“中国储能产业最具影响力企业”等多个荣誉称号，

多年来一直深受行业和客户的认可和青睐。

服务支持

古瑞瓦特以“客户为中心”，建立了健全的售前和售后服务

体系，售前、售后服务团队的成员均由行内资深的技术服务专家

组成，他们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秉承以“以客户为本，为客户

创造价值”的服务理念，每天都用自己的专业和热情为客户提供

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永远把客户的满意放在第一位。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晶电气）是一家专注

于电机驱动与控制技术，可再生能源能量转换、传输及存储解决

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打造数字化建筑能源管理服

务商。分为新能源和驱动两大事业部，分布式光伏、新能源储能、

传动控制、智能控制及三晶云五大业务板块，拥有广州总部、江

西三晶 2 个生产基地，新能源、驱动和物联网 3 大研发中心。公

司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 5040 万，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的

强大研发及技术服务团队。

三晶电气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掌握高效光伏发电及储能、智

能监控及智慧运维等领先技术，致力于构建集发、储、用一体的

绿色、智能、高效能源环境，聚焦民用及工商业建筑全场景服务，

最大化最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实时、智慧的数字化能源管

理闭环，并依托晶太阳云平台、晶太阳智慧运维，以客户价值为

中心构建完善的晶太阳生态服务体系，解决行业当下突出问题，

推进光伏行业健康发展。

三晶电气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

Intertek“授权卫星实验室”、广东省光伏逆变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华南区首张 TÜV 莱茵 WMT 实验室资质证书、广州开发区

2017 年度瞪羚企业等多项殊荣。至今，三晶电气已获授权的发明

专利27项，实用新型专利53项，外观专利38项，软件著作权85项。

三晶电气提供专业的智能光伏逆变器：R5 家庭光伏专用逆变

器（0.7kW-25kW）、R6 智能户用光伏逆变器（1-50kW）、C5 中小

型工商业专业逆变器（50-60kW）、H1储能光伏逆变器（3-20kW）、

交流耦合一体机和晶太阳监控云平台。其中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已

连续五年被誉为中国十佳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品牌；2017 年，三晶

电气被 IHS 评为全球十大户用逆变器品牌之一； 在 2019 年，三

晶电气在澳大利亚光伏市场中占据了户用储能逆变器 25％ + 的市

场份额；C5 中小型工商逆变器逆变器获得 TüVRheinland 颁发的

“质胜中国”商业光伏中功率逆变器优胜奖；R5 家庭光伏专用逆

变器获得了 TÜVRheinland 颁发的“质胜中国”家庭光伏中功率光

伏逆变器优胜奖。公司业务遍布全球，设有 5 大营销区域，产品

畅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执行本地化服务策略，拥有 80 多个服

务网点，业绩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三晶电气秉承“诚信、学习、创新、共赢”经营理念，致力

于专业领先的驱动零碳节能控制技术开发，以客户价值为中心构

建完善三晶云生态服务体系，打造数字化建筑能源管理服务商，

构建绿色智能高效能源环境，创造健康幸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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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储（天津）钢铁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金伍仟万元整。国储钢铁下属投资：

国储泊头钢材有限公司、天津恒诺捷实业有限公司、天津恒诺信

钢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光伏太阳能支架、钢结构产品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企业。公司坐落于中国钢铁之都，

天津市大邱庄开发区，公司总占地面积 60000 余平方米，地处工

业枢纽，西邻京沪高速，南接京唐高速，北距天津外环 30 公里，

距天津港 50 公里。优越的生产环境和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件

为我们生产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我公司一直秉承推进和普及绿色清洁能源的经验理念，坚持

“发展是方向，实干是真理”的企业理念，一年一个台阶，稳步发展。

公司拥有先进的光伏太阳能支架、抗震支架，C、Z、U 型钢，异型

钢焊接等生产线三十余条，大棚管生产设备两条，钢板生产机组

四条，技术工人二百余名，年型材加工能力三十万吨，产品品种

齐全，品质上乘，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并多次参与国家重点扶

贫工程和光伏大棚项目。公司坚持识才，爱才，容才，留才之观念，

使国储品牌不断在市场占有相当优势，产品遍及全国各地和海外

市场，并占领欧洲，亚洲大部分市场。

我公司严把质量关，生产管理严格符合质量体系认证，在目

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为了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在过去几

年中苦练内功，成功的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素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

能力，真正做到顾客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并一直保持在

工程质量验收中合格率达到 100%，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是我公司企业文化不变的核心。 

公司质量方针：精良技术，优质服务，顾客满意，力争第一。

公司总经理尚用康携全体员工竭诚欢迎您莅临公司指导洽淡。

海阳丰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86 年，坐落于山东烟台市海阳工业园区。公司

占地 2万平米，厂房面积 1万平米。

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以及各种试化验仪器，检测

手段先进、齐全完备，拥有焊控设备、金属加工设备，压力试验

设备、起重设备、各式机床等共 80余台，机械加工设备各类齐全，

并建立了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

公司是山东省“一企一技术中心”、烟台市“企业技术中

心”“烟台市科技型中小企业”。2006 年开始，为响应国家节能

减排的号召，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公司经过反复实验、科研攻关，

开发出系列节能环保生物质热水锅炉及采暖炉具等，产品先后获

得了“山东省节能奖”“烟台市节能奖”和“2016 年山东省生物

质颗粒锅炉技节能成果奖”，拥有 5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1 项发明

专利。

“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客户为上帝”是丰利人

永远的追求，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用户的支持，我们将以可靠的产

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与广大用户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邯郸市锦昶紧固件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光伏配件研发、生产及

销售的制造企业。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光伏配件及螺栓解决方

案服务。

公司座落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

2020年公司总产能达到5GW/年，其中国内3.5GW/年，海外1.5GW/

年，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光伏配件、螺栓解决方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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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辖拔料厂、热镀锌和达克罗表面处理厂三个厂区。通

过整合国内外各种资源，推出光伏配件，光伏螺栓，光伏预埋件

紧固件系列产品。我们的宗旨是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高性价

比的太阳能光伏系统解决方案。

邯郸市永年区金商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地处标准件生产基地——河北省永年区紧临京广铁路、

107 国道和京深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利。我公司实力雄厚，资源

充足，重合同守信用以质量求信誉，以信誉求发展，以低廉的价

格赢得客户。

我公司严把质量关，生产管理严格符合质量体系认证，在目

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为了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苦练内功、

成功地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素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真正做到顾

客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是我

公司企业文化不变的核心。

公司质量方针：精良技术、优质服务、顾客满意、力争第一 !

公司全体员工竭诚欢迎您莅备本公司指导洽谈 !

杭州天水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勾庄工业园，公司旗下的杭钢 TSCEN

品牌主要从事太阳能辅助电加热器和太阳能工作站的研发和生产。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为客户创造最高价值是我们持续发

展的动力源泉！杭钢 TSCEN 把提高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力作为企

业创新的立足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推进产品技术优化及

创新。目前为止，公司已形成了太阳能辅助电加热器和太阳能工

作站两大核心产品。

杭钢 TSCEN 太阳能辅助电加热，在具有性价比竞争优势的基

础上提供满足太阳能和热水工程领域各种需求的全系列高品质的

电加热器产品。尤其以 T1 英格莱 800 热水工程加热管，以其精湛

的制造工艺和高效稳定的产品性能，享誉市场。

杭钢 TSCEN 太阳能工作站（循环泵站）系列是根据市场需求，

专业为平板太阳能量身打造的“整合式热水解决方案”，实现了

既满足终端实际热水供应需求的功能性，又体现了一体式融合的

美观性，进而提升热水工程的整体竞争力。

从太阳辅助电加热到热水工程领域的工程专用加热管、分体

太阳能工作站系列产品，杭钢 TSCEN 一直在致力于热水领域的产

品创新研发、资源整合和提供整体式解决方案，以诚信务实的企

业态度，用心感受客户需求，竭诚为您的热水事业助力“加热”！

免费热线： 400-0571-869        

电话：0571-56668059                   

传真：0571-89262029

E-mail： hztsen@163.com

阿里巴巴官网：http：//hztscen.1688.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勾庄工业园庙长桥路 1-1 号

豪客太阳能有限公司

公司是全国能源重点高新科技企业之一，成立于 1994 年，注

册资金 5000 万元，主要生产太阳能光热产品。在济南、昆明、武

汉设有生产基地，现有公司员工 400 余人。公司掌握平板太阳能

集热器、真空管集热器和水箱生产的核心技术和全套生产工艺，

拥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具备年产 80 万台真空管式集热器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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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条和济南、武汉两个年产100万台垂直镶嵌式太阳能生产基地。

公司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区域代理商在山东、河南、河北、

山西等省份，共 1500 余家。公司成立以来，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历经 24 年的发展，现已形成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是太阳能行业中的引领者。

公司以专注、专心、专业的光热品质，创造了多个业内第一，

尤其是近几年，第一家创建“平板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南墙计划”

研究中心；唯一被住建部列入国家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成功入围

济南装配式建筑部件部品（首批）推荐目录；首个垂直镶嵌式太

阳能热水器通过国家康居产品认证；并荣获 2017 年度中国房地产

工程市场首选供应商。为适应快速发展的需要，经济南高新区管

委会批准，扩建垂直镶嵌平板太阳能热水器生产线。该项目占地

300 亩，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总投资 5 亿元。2015 年春建成，

有力地推动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的发展。成为第一家生

产垂直镶嵌平板太阳能获得建筑标准规范认定产品的企业。

合肥中南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始创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1亿元。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离、

并网发电系统、光伏独立供电系统、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等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并致力于提供全球一流的光伏电站解决方案。其中，

中南光电的电站业务遍布中国、英国、美国及其它亚欧国家，包

括从太阳能电站的选址、设计、融资、采购、建设、安装、检测、

运营，到维护的整个生命周期，还向第三方买家出售完整的太阳

能电站，并可以持续提供有偿的电站运维服务，如今中南光电的

组件产能已达 3GW，年建设光伏电站达 2GW。

我司是工信部第一批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例》企业目

录的企业之一，名单中光伏组件厂家只有 44 家，我司是符合该条

件的光伏组件制造企业之一。产品衰减率连续数年在国家工信部

的抽检中名列行业前茅。公司产品已通过 TÜV、IEC、CEC、UL、

CE、MCS、EMC、INMETRO、FIDE、CGC、CQC、CTC、CQC“领跑者”

认证、CTC 功率衰减率“领跑者”认证等国内外各项认证，公司已

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权威认证。另外公司荣

获电力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承装修四级资质，光伏电站运维 A

级资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等多项重量级荣誉认可。

作为最早进入欧洲、南美、东南亚等成熟光伏市场的光伏企

业之一，中南光电的品牌、产品及服务已经通过全球市场的反复

验证并获得客户认可，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中南光电在

美国、越南、印度、韩国、巴西、香港等地区新建 SUNERGY 品牌

并成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在澳大利亚设立年产能 300MW 的工厂，

是国内首家目前在澳洲设立工厂的光伏企业，为开拓海外市场奠

定基础，为抢占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充人力、产能及资本支持。同

时公司已在荷兰、德国、波兰等设立仓储中心，在墨西哥、巴西、

英国、法国、南非、泰国、越南等国家有 100 多家经销代理商，

基本形成公司产品在国际主要市场的销售网络，并以终端销售为

主导占领市场，凭借行业领先的品牌影响力和高品质的产品及服

务获得全球客户的青睐。

河北光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邢台经济开发区融泰街 188 号光伏产业园内。主导

产品为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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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采暖系统、蓄热式电锅炉、热风式蓄热电暖器 ( 液体 )、燃

气壁挂炉、智能醇基燃料采暖炉。销售业绩逐年递增，企业规模

位居河北省太阳能光热行业榜首，国内业界名列前茅。

本公司具有 30 多年的发展史，现为国家工商总局颁证企业、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新产品企业、河北省“巨人计

划”创新创业团队、河北省优秀企业技术中心、河北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中国太阳热利用专委会副主任单位；董事长李成彬是

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领军人才、

邢台市市管优秀专家、邢台市第十二届至十五届人大代表。

企业与天津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太阳能采暖系统”

和“储热式电锅炉”及“热风式蓄热电暖器”，具有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快速升温、性价比高、使用方便等诸多优势，综合性

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可广泛用于农村住宅、中小学校、办

公场所等建筑领域，成为“煤改气”“煤改电”的首选产品，对

大气污染治理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河北宏丰密封件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9 年，是具有独立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系生产高档橡胶密封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下设

四个生产车间（密炼中心，挤出硫化车间，模压硫化车间，密封

胶车间）、八个部门（生产、技术、质量、财务、采购、设备、

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厂区占地面积 20000 平米，生产车间 17000 平米，目前拥有

密炼中心一座，自动配料中心一座，密封条生产线 8 条，注射硫

化机 10 台，平板硫化机 15 台，接角机 6台。

现有完整理化试验室，技术工程师 4 人，实验员 6 人，自有

数控模具开发设备，参与了多家研究院的产品研发工作，形成了

完善的科研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

质量部门 6 人，对公司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胶料，生产过

程及最终产品质量进行全流程把控，2014 年通过了 GB/T19001-

2016/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认证。

公司以服务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秉承“开拓创新、互利共赢”

的经营理念，向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河北塞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距首都最近的省会城市，河北省省会石

家庄，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设南大街润丰五金机电城五金超

市 A208，于 2016 年在石家庄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发展壮大的 5

年，愿与社会各界同仁携手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继续为新老客

户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及技术咨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开发、施工、维护，光伏组件，

逆变器，线缆，光伏支架，五金配件、水暖批发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职员工

有 10 人，我公司与多家石家庄能源公司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品种齐全、价格合理，企业实力雄厚，重信用、

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

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公司始终奉行“诚信求实、致力服务、

唯求满意”的企业宗旨，全力跟随客户需求，不断进行产品创新

和服务改进。 

公司联系电话为 +86-15130616388，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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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腾成线缆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 1988 年，是一家以生产电线、电缆为主的企业。

位于深泽县赵八永济工业区，正饶路路南，交通便利，环境优越。

公司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现有职工60人，

其中有高、中级职称的人员 15 人。主导产品有：聚氯乙烯绝缘电

力电缆（VV，VV22，VLV，VLV22），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YJV，

YJ22，YLV，YJL22），架空绝缘电缆电线（YKLY，JKLY，JKV，

JKY，JKYJ，JKLYJ），聚氯乙烯绝缘无护套电线，阻燃系列产品。

公司本着诚信合作，共图发展的经营理念来对客户的承诺，坚持

以最体质的服务，持续高效率，高品质的100%的责任心来开拓创新，

达成客户 100% 的满意度，树立以品质决定企业的盈亏之质量方针

来稳定公司的发展前途。“一流的品质，合理的价格，准时的交货，

高效的服务。”是腾成线缆有限公司对广大用户的真诚的承诺，

总经理陈永立携全体员工愿与广大用户真诚合作，热烈欢迎各界

新老朋友光临惠顾。

河北昱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技术研究和新能源技术开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太阳能、空气能智能控制系统研发、生产。

是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邯郸大学的“教学实践基地”。公司

拥有专业的太阳能热水、太阳能采暖、空气源热水、空气能采暖系

统的技术研发人员，并拥有多项国家专利。产品涵盖：太阳能热水、

太阳能采暖、空气能热水、空气能采暖、太阳能 +多能互补、变频

恒压供水等应用领域。在新能源热水、采暖应用领域一直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并在国内众多的太阳能和空气能生产厂家配套使用。

河北原科线缆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京津冀中心，南邻沧石公路东临京沪高铁，西邻

京开高速，地理位置优美交通便利。

我公司主要生产，光伏电线，交联电力电缆，低烟无卤控制

电缆及电力电缆。

产品已取得 TUV、CCC、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

原科线缆致力于成为最好的太阳能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我们

的目标是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的

光临和指导。

河南光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伏、风电、电力电子、能源互联网等领域，

为客户提供清洁能源项目开发、投（融）资、设计、建设、调试、

运维整体解决方案，在光伏、风电 EPC，逆变器等领域，提供最优

的服务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期待着与您砥砺奋进，跨越前行。公

司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双湖大道与中华路交叉口 400 米路北   

联系人：刘经理  18239577711

河南蓝盈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50 万元，是一家以

销售光伏发电产品为主的公司，总部位于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

市——郑州，交通非常便利！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光伏电

站提供一站式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公司主营产品有光伏太阳能组

件，逆变器，支架及配件。

主要服务于两大客户群体：1. 户用分布式光伏电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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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商业光伏电站市场。

公司为天合光能，晶科能源，晶澳能源河南代理商，锦浪逆变

器渠道商，拥有自主研发产品光伏并网箱，光伏并网柜，交流汇流

箱，光伏电缆等。公司采取仓储式批发战略，各种货物备有足量库

存，以发货快，质量好，价格合理，赢得了业内客户的广泛认可。

企业使命：让蓝天还原本色，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核心价值观：勇于创新，精益求精，全力以赴，成就客户

企业愿景：做受人尊敬，值得信赖的光伏系统集成商

服务不是我们的特色，好品质才是！

河南蓝盈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愿与各界朋友牵手为营造清

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消除雾霾共同努力奋斗，欢迎各界朋友

前来指导参观！

联系人：刘军朋         联系电话：15037170558  

网址：www.lyykjpv.com   邮箱：42572036@qq.com

地址：郑州市经开区八大街富田财富广场 3号楼 1409 室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和网络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坚

持稳健经营、持续创新、开放合作，为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

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并致力于使能未来信息社会、

构建更美好的全联接世界。目前，华为有 19.4 万员工，业务遍及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 30 多亿人口。

华为率先将 30 多年积累的数字信息技术与光伏跨界融合，推

出领先的智能光伏解决方案。在发电侧，将 AI、云等新 ICT 技术

与光伏进一步深度融合，打造 “高效发电、智能营维、安全可靠、

电网友好” 的智能光伏电站， 助力光伏成为主力能源。在用电侧，

基于“主动安全，更优度电成本”的理念，华为面向企业，推出

行业绿电解决方案，开启低碳新时代；在家庭场景，推出 24h 绿

电解决方案，率先实现 24 小时享受清洁电力，开启零碳新生活。

华为智能光伏将始终通过持续创新，让绿电走进千行百业、

千家万户。

济南鼎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一种环境友好型有机金属缓蚀剂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和《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沸点能量交换介质及

其制备方法》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和专业销售队伍以及多名从事化学化工专业的高素质人员，其中

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研究生 3人。

公司现为中国节能协会太阳能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中国节

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太阳能

热利用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公司专注于绿色科技，与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和长沙理

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专业化研发环境友

好型化工产品，为国内能量交换（储存）介质专业制造商。公司

拥有“载能”和“泽能”两大品牌，形成换能（防冻）介质、相

变储能介质、有机金属缓蚀剂、新能源汽车电池冷却液和聚氨酯

脱模剂等五大产品系列，专心服务于新能源、制冷、食品加工、

保温、工矿、汽车制造及配饰等多个行业领域。

公司以规范市场和确保产品质量为己任，积极参与相关标准的

制定工作，是山东省地方标准《环境友好型产品技术要求 太阳能

热水系统导热介质 丙三醇型、丙二醇型》（DB37/T2953-2017）



-38- -39-

企业介绍/Company Profile

第一起草人，也是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写的《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介

质 丙二醇型》（NB/T 34073-2018）行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亦

是山东省地方标准《低温空气源热泵供暖（空调）系统技术规程》

（DB37/T5095-2017）和山西省地方标准《阳台及墙体太阳能热水

系统建筑一体化技术标准》（DBJ04/T391-2019）起草单位之一。

济南极速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建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是一家以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

为向导、致力于提供光伏发电相关产品与服务的高科技公司、是

国内非传统电力行业成立较早的专业运维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光伏电站运维，电站检测评估，监控与大数据应用等“一站式”

的智能光伏电站整体解决方案，截止目前，极速光新能源有限公

司已拥有国内领先的全套光伏电站检测设备，另外公司还引进了

新一代光伏电站运维管理服务平台，以 020协同运维体系为引导，

以独创的光伏系统户外检测平台为技术支撑，以两级检修体系和

检测评估能力为技术双翼，以资产金融管理服务为特色，致力于

为光伏电站提供安全可靠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现场运维、检修

保障、监控与大数据应用等服务。是一家综合性高科技现代民营

企业。

极速光新能源现依靠一支具有自主特色的技术和精益管理团

队，秉承“安全、透明、高效”的资产运营理念，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集简约化、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集成化水平，确保光

伏电站客户资产的收益最大化。公司已形成成熟的营销销售模式，

成熟的营销机构，强有力的销售网络建设。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覆盖县区各地，与省内外数百家大中小

型企业确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2017 年至今与锦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齐鲁电缆有限公

司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成为隆基光伏股份有限公司及江

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组件事业部。

自成立以来，公司正在经历快速的发展，在当地光伏企业销

量遥遥领先，以优质的服务、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了百姓口碑

工程。

2017 年公司成立当年被授予成长新星奖、品牌先锋奖。

2018年成为天合公司当地唯一授权销售商和金牌安装服务商。

2019 年被国网光伏云网授权商河县营销运维中心。

2020年被光伏产业网授予“品牌服务商50强”并授予“泰山奖”；

成为天合公司“销售亚军”并荣获“鲁班质量奖”；成为锦浪公司“授

权合作商”并授予“锦密之星”；光伏佰商汇授予“标杆大商”；

中国分布式光伏创新发展论坛授予“诚信经销商”。

公司始终以普及绿色能源为己任，不断开拓创新，以优质的

产品及服务打动客户、引领光伏产业进步，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

济南上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月，控股山东上明晶硅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泉城——济南，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科技及环保

能源的普及。

公司具有专业的国内外 EPC 团队，与国内几家大型高新技术

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并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合作开发分布式光伏

项目。截止 2020 年底，建设光伏电站超过 40MW，自持电站超过

15MW，具有丰富的 EPC 经验。公司具备离网系统的设计、研发、

制造、集成能力，已授权多项发明和新型专利，公司自主研发的

BMS 系统和光伏离网动力控制柜产品已销往非洲多个国家。上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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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始终致力于人类绿色新能源的战略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世

界能源需求。

济南新国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太阳能介质，空气能导热液，中央空调防冻液，

食品防冻液。无毒无味无腐蚀不变色不挥发，使用 10 年以上。

承接各企业工程商代加工业务。

联系人：靳刻国 联系电话：15169183532

济宁农信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7年 6月 30日，成立之初公司制定了“高起点、

高质量、高效能”的发展战略，以优质设备为根基、设计优化为依托、

系统集成为载体、三农金融为驱动、长期运维为保障，按照互联

网的思维模式，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提供低门槛、高品质、少维护、

高收益的的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促进农户利用闲置的屋顶

增收致富。

公司目前已经具备集项目开发、设计选型、工程施工、运营

维护四大职能于一体的光伏电站系统集成能力，公司目前在济宁

地区 12 县市区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拥有 600 余名专兼职销售团

队，30 多名优秀的技术管理人员和 300 多名专业的施工队伍，截

止 2020 年，公司已安装近 6000 名用户，公司以优质的服务和健

全的网络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市场份额连续4年占据济宁首位，

安装光伏电站 100 余兆瓦，累计发电 1 亿多度，相当于植树造林

1000 万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7 万吨，保护了绿水青山，促进

了节能减排，为国家生态环境做出巨大贡献。

2019年初，山东光伏行业协会授予我们“行业坚守捍卫奖”，

并成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正式会员，成功与固德威、古瑞瓦特、

阳光电源、锦浪科技签订全面战略运维协议，成为济宁地区指定

运维商；2020 年被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推选为副会长单位。

2020 年农信通业务量稳居济宁第一，全国十强。

江苏东鋆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由江苏华东集团创建于 2009 年，是一家专业的太阳能产

品制造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目前年产能已达多晶 PERC 电池 600MW、组件 3GW。截止

至今，东鋆光伏全球累计发货量已达 10GW 以上，涵盖大型地面电

站、扶贫项目、工商业分布式及户用分布式等，客户遍布全球 36

个国家和地区。东鋆光伏为每位客户提供创新可靠的产品和优质

的服务，并以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品牌可融资性为合作伙伴提供强

大的支持。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股票代码：

688390）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苏州高新区，是一家以新能源

电力电源设备的转换、储能变换、能源管理为基础，以降低用电

成本、提高用电效率为核心，以能源多能互补、能源价值创造为

目的，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业务产品包括光伏并网逆变器、光伏储能逆变器、智能数据

采集器以及 SEMS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目前员工总数超 2000 人，

其中核心研发人员超 300 人，依托已有资源优势，以极致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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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产品和服务，引领行业发展。

固德威长期专注于太阳能、储能等新能源电力电源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现已研发并网及储能全线二十多个系列光伏逆

变器产品，功率覆盖 0.7-250kW，并致力于为家庭、工商业用户及

地面电站提供智慧能源管理等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产品通过了几

十项相关认证及政府列名，立足中国，并已大规模销往全球八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强劲市场表现获国际认可，成为 IHS 权威排名

全球逆变器十强品牌。根据国际知名的电力与可再生能源研究机

构 Wood Mackenzie 统计显示，2018 年公司在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

的出货量位列第七位，2019 年公司户用储能逆变器出货量排名全

球第一！

固德威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广受赞誉，获奖无数。在

2017 年通过工信部品牌列名，成为政府推荐品牌；连续五年获得

莱茵 TUV 质胜中国大奖；中高功率段产品系列均获得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 (CQC) 领跑者认证证书。同时，本着对用户负责的态度，

固德威也为旗下全线产品购买了产品责任险、错误与疏漏险，确

保全球用户的安心使用；全新一代产品外观，斩获国际设计大奖

红点奖，开辟了时尚工业美学的新潮流。不仅如此，固德威还先

后荣获政府列名“高新技术企业”“省工程技术中心”“省工业

设计中心”“省博士后创新基站”“省研究生工作站”“最佳雇主”

等荣誉称号。固德威ES系列双向储能逆变器更是荣获政府列名“高

新技术产品”， 储能产品技术水平全球领先。

公司先后在澳大利亚、英国、韩国、德国、荷兰、西班牙、

印度、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美国、日本等地设立子公司或客

户服务中心，为客户提供无微不至的售前、售中、售后一体化服务。

在能源互联网的变革趋势下，固德威坚持以电力电子技术为基础，

在新能源的转换技术、储能技术和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平台等领域

持续开拓创新，将公司的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至全球市场，

成为推动全球能源变革的重要力量，携手电网、工商业园区、社区、

客户共同开启智慧能源新时代！

江苏赫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赫冉新能源是一家拥有一体化产能光伏产品供应商，其集团

奎谷科技旗下公司的光伏产品已经远销中国，美国，德国，英国，

巴西，南非等超过 20 个国家，累计出货量达到 5GW，成为众多客

户分布式电站的首选太阳能品牌。作为国内新兴光伏企业的代表，

赫冉新能源坚持以更高性价比和更优服务为发展战略，致力于成

为分布式市场国内十强企业。

服务电话：0510-68519121

公司官网：www.jshigher.cn

公司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晶石国际 A座 2701

工厂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邮送桥镇鑫晶大道 1号

江苏嘉航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是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光伏电站系统

开发建设的公司，我们坚持以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和卓越的

品质用心服务于客户。我们为全球客户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

主要包括：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并网 / 离网太阳能系统，

储能系统和光伏电站设计建设。

在光伏产品的领域上，我们利用最先进的生产制造设备，并

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给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电池片和太阳能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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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了 TUV，UL 和 CE 等国际认证。江苏嘉航在中国、德国、意

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阿联酋、东南亚等国际市场销售

我们的产品，并向各种国际公用事业、商业和住宅客户提供系统

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在光伏电站系统开发建设的领域上，我们拥有一支卓越且富

有经验的工程团队，运营团队，检测团队和承装调试团队，以优

秀的设计能力，严谨的采购流程，成熟的施工管理团队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同时依托完整的产业供应链管理体系，优质产品的选用，

专业的设计方案，严格的建设管控，保障了光伏电站建设的质量

和标准。作为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的主要投资者和领先服务提供商

之一，江苏嘉航深知如何有效地结合不同的需求和期望，并致力

于将太阳能项目成功地整合到全球未来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中去。

公司名称：江苏嘉航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天宁时代广场 A座 1601

江苏纳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金 2000 万，公司占地 2000 多平

方米，公司现有员工 70 人，各类技术人员 15 名。地处常州市武

进经济开发区民营工业园，距离常州机场 15 公里，高速公路道口

3 公里，常州火车站 10 公里，是江苏省常武地区工业发展迅速的

地区之一。

公司主要生产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电站及分布式的制造和安装

型企业。组件年产能300MW左右。公司制造设备精良，检测设备齐全，

全自动生产线。我们的产品覆盖国内近二十个省市。旗下拥有组

件生产厂两家、电子元件厂一家、外贸公司一家，并在国内多地

设立光伏项目公司。公司对外进出口贸易光伏系列产品远销欧州、

东南亚、中东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是“东方魅力”的缔造者与传

播者。以完善到位的专业化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赢得了国内外

客户的信赖和好评，公司在坚持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狠抓质量管理，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了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

公司以信誉为本，以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为宗旨。精良的制

造设备，较好的工艺技术，完备的检测手段，良好的服务，是我

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配套厂的信任，

在与顾客合作过程中，拥有良好的声誉。

住阳光发电的房子，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2012 年创建于南京，现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的国有控股公司。作为 GW 级 MWT 组件供应商，企业以 MWT 高效

背接触电池、组件技术为核心，拥有 300 多项自主研发专利，致

力于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研发、制造，为用户提供专业全面的

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旗下现拥有无锡、徐州、南京三大生产基地，

五大制造工厂，具备高效背接触电池、背板、组件垂直产业链产

能 1.6GW，覆盖多种高效 MWT 产品，主要包括 C 系经典组件、D 系

全黑组件、X系蜂巢组件，S系柔性组件及 Z系炫彩组件五大系列，

所有产品均经过严格的测试认证及质量检测。日托光伏的单玻组

件具备 30 年发电保障，由英国的劳合社和中国人保提供再保险，

业务遍布全球十个国家及地区。

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是全球光伏领军企业天合光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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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专注于中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的子公司。公司围绕品牌、

产品、服务三大核心战略建立了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安装售后、

智能运维为一体的完整体系，构建了数字化、全渠道的生态网络，

3年来累计系统出货超过 1GW。

2017 年，公司在行业内率先提出“原装光伏”理念与标准，

即“优质的原装硬件、专业的原装设计、可靠的原装交付、完善

的原装售后”，涵盖了选材、生产、检测、仓储、运输、设计、安装、

验收、并网、验收十个环节，通过对1347项质量关键点的严格把控，

实现了全过程的质量闭环管理，切实地保障用户和业主的合法权

益，为行业健康发展树立了标杆，天合富家成为原装光伏开创者

与引领者。

成立 3 年来，公司荣获行业内 200 多项荣誉，包括“2017 年

度行业推动大奖”“2018CREC 年度标杆企业大奖”“2019 亚洲光

伏创新企业奖”等重磅奖项。同时公司成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

用专委会联席主任委员单位、中国工商业与户用光伏品牌推广联

盟理事长单位，推动了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用光伏标准的出台。

公司面向市场提供分布式光伏系统解决方案，包括“天合富家”

标准化户用原装光伏系统和“天合蓝天”定制化工商业原装光伏

系统。天合富家主要面向农村拥有自建房的用户，多为屋顶分布

式系统，目前在全国设有济南、济宁、青岛、河北、河南、江浙

沪、广东、山西和西北大区共 9个营销中心，拥有经销商 1700 家，

以村为单位，全国构建了 15000 家服务网点，实现全渠道立体覆

盖网络。天合蓝天面向各大工商业业主，包括工厂、商圈、医院、

酒店和学校等，针对不同需求进行产品的特别定制，依托专业的

人员和资质支持、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灵活的商业模式和全面

的售后管理，与滨州美厨厨业、德州金锣、日照机场、佛山安亿

纳米等知名企业强强联合，打造了一系列精品工程，饱受业主赞誉。

未来，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将继续以原装为基本战略，持续

创新，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体验，致力于打造智慧分布式能源第

一品牌，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清洁能源体验。

江苏新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AE Solar 总部位于德国奥格斯堡，自 2003 年起致力于可再生

能源行业。2010 年在江苏淮安建立生产基地（江苏新源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能 500MW。公司目前在捷克、新加坡、墨西哥、

巴西等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及售后中心。2019 年 3 月，

AE Solar 格鲁吉亚 500MW 生产基地建成投产，同时开始建设二期

1GW 项目。除此之外在土耳其及俄罗斯的 2GW 生产基地即将建成投

产。如今 AE Solar（新源太阳能）已成为行业内知名品牌，不仅

专注于光伏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并网、离网光伏应用

系统的设计、销售和安装，同时还进行光伏电站系统的投资建设

和运维管理。

作为光伏组件的制造商，我们严格按照德系工艺标准，使用

现代化、自动化流水线设备，采用优质原材料，在严格的质量监

控体系下进行生产，只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新源太阳能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符合国家工信部《光伏制造业规范条件》。

产品认证齐全，涵盖了 CE、TÜV、SGS、CQC、领跑者、金太阳等国

内外主流产品认证，并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等一系列权威管理体系认证。

此外，新源太阳能一直专注于光伏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技术

团队不断壮大，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16 年，新源太阳能研发出

世界上首款可以量产并通过德国 TÜV 认证的智能无热斑组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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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国内外客户的青睐。

作为光伏系统及其配套产品的服务商，我们为广大用户提供

家庭、工商业屋顶和地面电站系统的设计、安装、维护等全套交

钥匙服务，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光伏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

江阴市泰坦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关于泰坦

江阴市泰坦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太阳能光伏支架系统

制造商。自 2008 年起，我们的产品已在全球安装，包括澳大利亚、

中国、欧洲、美国、日本、中东和亚太地区。

产品研发

泰坦对于产品的研发强调专业和创新，以向客户保证我们的

产品设计旨在最高质量，按照严格的质量标准，在安全可靠的前

提下为客户优化方案，节省成本。泰坦支架在结构理念和材料选

型上都为光伏系统的“25 年承诺”作保障！目前已获得 ISO9001

认证、美国 UL 认证、TÜV 证书、澳洲风测认证（DOME），SGS 证

书等。

管理理念

泰坦管理团队在太阳能光伏制造供应链方面有着全球经验和

深厚专业知识的人才。团队人员投身于广泛的市场研究和专业的

工程研究和发展，确保产品满足需求、符合全球消费者要求的质

量标准，最小化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安装成本。泰坦坚定不移的打

造服务型支架生产企业。

服务网络

泰坦位于江苏省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之一，有着高度发达的

交通基础设施。在我们的大部分市场中有着广泛的销售和分销网

络，我们已经实现快速交货、售后客户服务和当地保修服务以赢

得全球顾客的信赖。

联系我们

电话：+86-510-86610879

传真：+86-510-86610877

邮箱：info@titanergy.com

地址：中国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吴巷路 11 号

江阴友阳光伏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

光伏组件以及光伏能源应用解决方案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中国光伏发源地江苏省无锡市，拥有 8500

平米标准厂房、行业先进水准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及检测设备和

ISO/CQC/IEC/TUV/CE 等多项质量体系认证，新老车间光伏组件年

产能已达 650MW。主营产品完美覆盖光伏各种不同应用场景，包

括定制化光伏产品、常规标准 60/72 组件，BIPV 绿色发电建材及

166 型 120/144 片串大功率组件，后续也即将推出 182/210 等最新

产品。

其中公司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IPV 防水透光发电系统采

用构件式设计，由特殊结构设计的防水组件和导水支架系统构成，

具有完全防水、透光美观、高效发电、维护简便、安装过程中不打胶、

承重力强等优秀特性，在南方多省已广泛应用。现已取得三项国

家专利，是目前行业内最为成熟的发电建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以优质的产品和更好性价比来

传递价值的理念，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及品

控管理体系，深耕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及光伏 + 多场景应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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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整产业链的布局更好的服务国内外客户。

期待与行业内外各方资源强强联合，共同发展！友你，友我，

友阳光！

金领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集节能工程控制、太阳能、空气能热水工程控制

系统、变频技术等软硬件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

主要产品涵盖：太阳能热水工程控制柜、太阳能空气能与油

锅炉结合工程控制柜、集中集热控制模块、集中集热分户储热智

能控制柜、分体承压太阳能控制器、一体承压太阳能控制器、地

暖专用控制柜、无负压变频水泵智能控制柜等相关产品。

金领智能工程控制柜 实现全方位一体化的先进管理模式，为

用户量身定制各种智能控制方案，产品严格遵循工业化产品设计

标准，运用更先进可靠的技术和元件，人性化的操作界面、严格

的检测流程，确保产品智能便捷、高效稳定运行。

金领智能恪守诚信，尊重专业，重视同所有客户的伙伴式合

作关系，不断研究和满足市场需求为品牌的发展基础，并且坚持

长久不懈地提升品牌形象，以保证金领智能的持续创新力和市场

竞争力。

------- 金玉其中  领袖风范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勾庄工业园庙长桥路 6号

电话：0571-89263576

传真：0571-89262029

邮箱：2643206928@qq.com

津丰线缆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于一身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生

产许可证和 3C 认证，公司主要产品：光伏电缆，橡套电缆、潜水

泵电缆、电焊机电缆、充电桩线缆、耐油耐腐蚀电缆、电器用电

源线、矿用电缆、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橡塑电缆、硅胶电缆、

计算机电缆、各种电线。

公司成立十几年来，始终坚持“优质的服务，与时俱进，走

向世界”的经营方针，与来自三大洲多个国家的企业建立稳定的

合作关系。目前公司国内销售处四十余个，国际客户有越南、巴

基斯坦、伊朗、沙特、阿尔及利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多个国家。

公司拥有比较先进的双层共挤一次成型联系硫化生产线，采用此

生产线生产的双层单芯橡缆光洁均匀成芯紧凑，不易污染铜丝。

本公司坚持以质量为根本、以顾客为上帝、及时快速的生产理念，

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光临指导，洽谈合作。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股票代码：300763）创建于

2005 年。公司立足于新能源行业，为一家专业从事光伏发电系统

核心设备组串式逆变器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历经十余年发展，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是首

家以组串式逆变器为最大主营业务的 A 股上市企业，也是全球第

一家获得第三方权威机构 PVEL 的可靠性测试报告的逆变器企业。

公司研发团队多人在逆变器领域拥有超过 10 年以上的技术研

发经验与工程设计经验，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是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建有企业院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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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十余项，并以第一

起草单位的名义制订了两项国家标准，是光伏组串式逆变器行业

标准的重要制订者和参与者之一。

作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锦浪在研发和产品产业化过程中，

已经拥有多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和首创技术。产品畅销世界多个国

家和地区，先后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印度、

墨西哥、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等地设立全球办事处和技术售

后服务中心。上海世博会、法国埃菲尔铁塔等国内外标杆项目和

地标建筑上，都可以看到锦浪科技的身影。

公司自主研发的 MPPT 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能将产品的最大

转换效率突破 99.1%。跳出产品原有的固定思维，率先在组串式逆

变器中配置 AFCI 直流电弧故障保护功能，可避免高达 99% 的电站

火灾风险，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科技推动了市场的技术升级。

正因为有领先技术的加持和对产品质量的孜孜以求，锦浪科技实

现了连续多年营收和利润的快速增长。出货量位列全球前五，户

用单相组串式逆变器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商用组串式逆变器出

货量位居全球第四（数据来源：Wood Mackenzie）。

锦浪科技正用国际的视野布局长远，坚持以产品为中心，设

身处地的为客户着想，用技术的力量推动清洁能源成为全球主力

能源。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成立于 2006 年，于 2010 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JKS）。作为全球极具创新力的顶尖光伏企业，公司始终秉

持“改变能源结构，承担未来责任”的愿景，致力于推动光伏发

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推动光伏新能源全面替代传统能源，

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地球家园。

晶科能源拥有垂直一体化的产能，在全球拥有超过 20000 名

员工及 11 个全球化生产基地，营销网络覆盖全球 35 个国家，为

超过 160个国家的地面电站、商业以及民用客户提供太阳能产品、

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经过十余年稳健的全球扩张，凭借持续的研发创新、可靠的

产品质量和出色的客户服务，2016 年，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组件

制造商，至今已连续 4 年位居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第一，连续 6

年上榜《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位列 20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144 名。

2019 年，晶科能源荣获沙利文（Frost & Sullivan）全球光

伏技术领先奖；2018 年，荣登波士顿咨询（BCG）全球挑战者百强

榜；2017 年，被彭博评为全球最具可融资能力组件品牌；2016 年，

以飞速增长的业绩与坚实强大的技术创新实力、稳健的财务状况，

晶科能源荣登《财富》全球 100 家成长最快公司排行榜 16 名。公

司不论是在全球化的战略布局，还是在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等方

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始终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引领行业前行。

晶威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公司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与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签订研发协议，在十三五期间投资一千万元用于光

伏电池和储能技术的开发，大力拓宽光伏产品应用领域。与国内

领先的光伏检测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从原材料到生产过

程监造，到成品出厂检验，再到交付后现场抽样检测整个生产周

期的全过程管控，以保证晶威能源出厂的每一块组件在 30 年的生

命周期内保持稳定的光电转化效率。晶威能源已经通过 ISO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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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OHSAS18000 认证，光伏组件通过全项 CQC 认证，取得

光伏领跑者认证证书。

结合自身光伏组件产品优势以及光伏行业十余年从业经验，

晶威能源 2015 年成立光伏电站事业部，为工商企业和家庭用户提

供光伏电站的开发、咨询、设计、建设、运维服务，至 2017 年底，

已成功开发建成光伏电站 115MW，其中晶威能源投资自持光伏电站

9.9MW。

晶威能源将始终坚持“优质、高效、环保”的产品理念，提

供创新性的产品解决方案，“把新能源电力源源不断带进千家万户”

作为公司愿景和使命，在新能源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前身创立于 1988 年，2010 年深圳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002335），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承

担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全国首批“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服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科华数据立足电力电子核心技术，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前

沿技术应用，致力于将“数字化和场景化的智慧电能综合管理系统”

融入不同场景，提供稳定动力，支撑各行业转型升级，在云基础

服务、高端电源以及新能源三大领域，为政府、金融、工业、通信、

交通、互联网等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智慧电能综合管理解决方

案及服务。

科华数据在光伏、储能、充电桩、微网、风电、多站融合等

领域拥有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和丰富的项目经验积累，提供全球范

围的产品设备、整体解决方案、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运营维护

等智慧能源综合服务，以电力电子转换技术为核心，依托丰富的

能源管理经验，持续为客户提供最优的光伏、储能解决方案，成

为领先全球的智慧能源综合服务践行者。

坤能智慧能源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为国有参股能源互联网企业，以分布式光伏发电投资运

营和综合能源服务为立足点，致力于通过智慧能源技术，降低企

业用能成本，成为国内一流的工商企业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商。

公司具有提供综合能源服务所需的资质、技术和管理，具有

电力行业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承装承修承试、售电等多项资质，

可为综合能源业务提供整套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高效决策运营机制和互惠共赢经

营理念，公司已在全国各省市投资运营了近 500MW 地面和分布式

光伏电站，为多家大型企业提供了综合能源服务，在华东地区为

众多工业企业提供个性化售电服务，得到用户和同行的高度认可

与信任。

公司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团队成员均

有多年能源行业从业和高层管理经验，对综合能源服务和新能源

发展有着独到的研究与判断。团队拥有良好的分工协作精神和科

学的管理体系，内部凝聚力强，具有共同的创业精神和事业愿景。

公司秉承“专注、精准、诚信、敬业”核心价值观，面临“十四五”

新能源发展机遇，诚挚邀请同行和各界人士精诚合作、互惠共赢，

携手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作出贡献。

公司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路恒富大厦 A座

公司网址：www.evercan.com.cn

联系电话：0574-8781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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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力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力诺集团阳光板块重要组成

部分，成立于2002年11月22日，注册资本4.2亿元。公司秉承“专

业、专家”的企业宗旨，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

设计、建设、运维，并以光伏为主要业务，同时致力于新能源的

开发及园区能源管理的推广应用，成为一家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提

供商。截止到 2019 年底，公司已累计实现光伏电站装机 2.4GW，

年发电量为 26.6 亿度，年节省标准煤 106.4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

碳 264.4 万吨。公司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18001 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三合一认证，2018 年

度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下属核心子公司山东力诺电力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并于 2019 年度被认

定为济南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取得了新能源设计乙级、电力施

工总承包三级、电力承装承修四级、机电安装三级等资质，成为

蜚声海内外著名的新能源承建商，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行业权威机构的评选中，力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列 2020

年中国光伏电站 EPC 总包企业 20 强第 8 位，2020 年中国光伏电站

投资企业 20 强第 13 位。

公司坚持技术先导、发展创新的理念，先后荣获国家火炬计

划济南太阳能特色产业基地和山东省太阳能光伏工程技术中心称

号，拥有太阳能光电玻璃幕墙、太阳能电池板安装支架等多项技

术专利，公司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

进行长期的研发合作，推进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的提升，

公司整合力诺集团光伏、光热双产业链，致力于光伏、光热的综

合应用，新开发的 PVT 光伏 / 光热双效一体系统，同时满足客户

光伏发电、热水、采暖、空调等多种需求，科技引领新能源利用

的新高度。

公司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发挥母公司的多元化优势，深入运

用“光伏 +”的新理念，行业首创光伏 + 药业、光伏 + 农业等结合

的一体化综合光伏电站，极大地提升了空间利用价值，为客户创

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坚持顾客为导向，结合行业

特点为客户提供定制化项目方案，得到了通讯、工商业、学校等

行业大客户的高度认同，成为中国铁塔、中国移动的战略合作伙伴，

为通讯行业 1 万余个移动基站提供光伏动力。公司开发出多种独

具特色的扶贫模式，推动精准扶贫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光伏扶贫

项目的标杆企业，光伏扶贫项目分布山东、黑龙江、吉林、西藏、

新疆、内蒙、甘肃、云南、河北、安徽、湖北、江苏等数十个省 /

自治区，累计开工建设 400 多兆瓦，数 10 万贫困人口受惠，受到

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能源事业大有作为，力诺电力将秉承“让全人类用上清洁

能源”的愿景，牢记“用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的使命，做实

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践行者，恪守“顾客至上、诚信阳光、

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核心价值观，为绿色电力遍及千家万户、

为“中国梦”的实现不懈努力！

力诺光伏集团

力诺光伏集团是力诺集团阳光板块核心企业，成立于 2002 年，

是专业从事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国际化高

新技术企业，为中国最早进军太阳能光伏行业的企业之一，致力

于打造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光伏制造商。

力诺光伏集团从德国、意大利及国内光伏智能装备企业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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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整合世界一流工艺和先进管理体系，成立

由世界级管理专家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专家组成的国际化管理和技

术研发团队，全产品通过了 TUV、CEC、日本 JPEA、金太阳、CQC

领跑者、CGC、CE等国内外权威认证，产品远销德国、日本、印度、

巴西、南非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力诺光伏集团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山东省高效太阳能电

池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一企一

技术”研发中心等省级研发平台，自主研发的“多晶硅太阳能电

池及生产工艺”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济南市技术发明

二等奖。企业依靠多样化的产品、过硬的产品质量及完善的客户

服务体系，荣获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军企业、山东省著名商标、

山东省名牌产品、山东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济南

市市长质量奖等荣誉。

力诺光伏集团在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技术领域积聚了较强的

科技优势，并与国内外知名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加坡 SERIS、清

华大学、中科院、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了技

术合作，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 1 项，863 项目子课题 1 项，其它省

市级项目 20 余项。公司已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207 件，其中发明专

利 53 件，实用新型专利 147 件，外观设计专利 7件。

力诺光伏集团秉承“创造价值、责任担当、成就员工、回报股东”

的企业使命，恪守“感恩、爱企、诚信、创新、敬业、拼搏、协同、

执行 ”的价值观，顺应市场趋势，聚焦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成

为区域品牌的领导者；公司结合国家绿色能源发展规划，立足产

品质量，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完善科学管理水平，夯实人文基础，

持续推进企业稳健成长。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县经济开发区，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及组件的研究、生产、销售和相关产

品的技术服务。

公司名称：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8 月 13 日

注册地点：赣榆经济开发区

占地面积：467 亩（31 万平方米）

注册资本：2.5 亿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相关测试设备及配套产品生产、销售、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临沂德力西光伏并网箱厂

德力西集团是国内电气行业领军品牌。临沂德力西光伏并网

箱厂是以德力西集团为依托，是华东地区专业生产，销售光伏并

网箱的厂家，厂址位于物流之都临沂，临沂物流运输非常方便，

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定做各种规格光伏并网箱、交流汇流箱、

大型并网柜，销售不锈钢箱、隔离开关、断路器、过欠压、防雷

浪涌等电气配件。我们靠完美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赢得市场。

互利共赢，共创未来。

   联系人：刘海林    电话：15969926939

临沂市财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山东晓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市财信招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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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和临沂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亿元（实

缴货币资本）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的混合所有制新能源企业。公

司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以及新能源

产业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等业务。

公司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阳光新能源就是可

持续能源”的发展理念，始终坚持“诚信、团结、廉洁、实干”

的企业精神，致力于公司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为社会承担更

多的责任。我们将开足马力，奋蹄扬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客户带来更多的利益，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2020年，为响应市委、市没府号召，助力“三年清零攻坚行动”

推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报兴，财金新能源投资三亿元在全市延

续 2019 年临沂财金集团光伏助力乡村振兴项目，该项目不用农户

从口袋拿钱，只需要出租用置屋顶，就能创造收益。

目前，该项目涉及郯城、临沭、兰陵。费县、平邑 5个县区，

惠及 600 余个村集体。6000 余名农户，项目完成后，能够有效帮

助村集体，村民实现“双增收”，清军攻坚”为民生工程，任务

顺利完成。财金光伏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可通过盘活农村闲置屋顶，

释放农村发展活力，破解村集体经济收入少的难题，助力村集体

增收和农户脱贫致富。从前期备到屋顶筛选、测绘、设计……每

一步财金新能源都步跟进，坚持精益求精，为每一座光伏电站把

好品质失，确保电站安特久运行，保障村集体和农户收益，让光

伏助力乡村预兴落到实处，收获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广泛肯定和

赞誉。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隆基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科技公司。多年来，隆基以突破性

的单晶技术引领光伏行业在产品转型和度电成本优化等领域不断

企及新高度。如今，隆基每年为全球供应超过 30GW 的高效太阳能

硅片和组件产品，约占全球 1 ／ 4 的市场需求。隆基被业内认可

为最有价值的太阳能公司，也是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隆基经营的两大核心理念。

隆基保持着 P型单晶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

隆基在单晶硅片、单晶组件、双面组件等产品领域都保持着

全球销售规模第一。

在彭博新能源财经最新关于企业财务健康指数的评比中，隆

基成为全世界财务最健康的太阳能公司。

不止于这些第一，隆基在行业的领导力更体现在引领整个电

力能源变革。

隆基的产品正在满足全球每年超过 15% 的新增能源装机，隆

基已经成为全球电力能源领域最大的发电设备公司。 

隆基始终将满足顾客需求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在

全球设立光伏产品制造基地及营销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从产品

推荐、合作规划、商务支持、物流支持、现场服务响应等更加便

捷的本地化服务与支持。

在 solar for solar 的经营理念下，隆基正式加入 RE100、

EV100、EP100 绿色倡议，仍将不断实现自身能源消耗的百分百清

洁化。在企业治理方面，隆基管理层一直把可持续经营作为企业

经营决策的核心衡量标准，这包括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持续投入，

倡导更开放的企业文化和科学的制度传承。同时，隆基一直在引

领电力能源领域的持续变革，推动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根

据我们制定的宏伟路线图，地球将在本世纪上半叶彻底实现绿色

可持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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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电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致力于光伏发电电气配套系统，资源融合和产业互联，

通过为光伏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运营、融资租赁和保险交易等

提供信息通道、技术支持，业务融合和应用服务，自创建以来一

直专注于国家电网及光能风能电气产业的创新与升级，是一家无

区域国家高新技术型企业，也是国内光伏电气行业脱颖而出的佼

佼者。

民电电气旗下五个子公司：民电电气有限公司，上海民电电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民电进出口公司，青岛民电电气有限

公司，浙江浙电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及300多家协作配套厂家。

民电电气产品涵盖高低压成套设备、智能高低压电气元件，

智能电网元件，光伏新能源配套系统、风能配电设备、及光能风

能管理系统系列产品。

公司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多项核心技术，获得多

项专利，已通过 IS09001：2008，14000，OHSAS18000 等认证。其

中光伏配套用光伏并网箱、直流汇流箱、直流断路器、直流线缆、

光伏连接器、在行业内具有领先水平，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 CE，

CB，Nemko，SAA，VDE，CCC，金太阳等认证。

一流的产品、源于先进的设计理念、精良的生产装备、严格

的检测手段、完善的质保体系、快速的信息反馈及优秀的售后服务。

为用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持之以恒的追求。

民电新能源坚持“追求卓越”的精神，正紧紧围绕着“专业研发、

专业营销”的经营战略。正努力把企业打造成具有综合竞争实力

的跨国企业集团。

麦田能源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青山控股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总部位于浙江温州，旗下

拥有 5大集团，300 余家子公司。

通过 20 余年的发展，成功进入世界 500 强。青山集团，不锈

钢和镍生产居世界第一，通过镍矿提炼，到电芯、电池包再到储

能系统，实现新能源产业链的全覆盖。

青山控股旗下新能源事业群公司麦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专注于储能逆变器及锂电池 PACK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为家庭、工商业企业提供高效安全可靠的分布式能源、储能产品

及智慧能源管理解决方案，旨在帮助用户管理自己的新能源发电、

储电和用电，从而达到提高新能源利用率，降低用电能耗等目的。 

麦田能源与欧洲、澳洲、南美、东南亚等地的上百家分销商、

电力公司、能源协会紧密合作，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创新的

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全球市场提供绿色高效新能源解决方案。

南京特玛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源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主要产品有离网逆变器、太阳

能控制器、风光互补控制器、户用控制逆变一体机、光伏汇流箱(智

能 )、交 / 直流配电汇流箱、分布式并网柜等，并提供项目咨询、

系统设计和技术支持等服务，是专业的电源设备制造商。公司坐

落于有着“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美称的古城南京。公司自

成立以来，始终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注重研发的

投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公司拥有一支以博士、硕士生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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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发队伍，具有新能源电源行业丰富的研发经验和领先的自

主创新能力，先后承接 30kW、50kW、100kW、200kW、1MW 等大型

发电项目的设计和制造，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和专利。

产品先后成功应用于石家庄教学实验系统、新疆喀什村庄供

电、廊坊收费站照明、安塞蔬菜大棚供电、迪拜别墅供电、哈萨

克斯坦工厂供电、西藏兵团通讯基站供电、辽宁锦州公园照明、

免渡河隧道照明、格尔木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彰吴镇客运站并网发

电等光伏发电项目。公司在保持创新的同时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部分产品现已通过国际权威认证。特玛亨公司在自主创新和产业

化方面的突出成绩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未来，公

司将秉承“节能行业、高效电源；低碳生活、你我共营”的发展

使命，在持续创新，积极参与各项竞争的同时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及

系统接入方案供应商。在此，特玛亨公司全体员工期待与您携手

共进，共同去营造一个全新的、绿色的、环保的世界。

南京小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是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和分布式智

能光伏系统的互联集成服务平台，注册资金 5000 万，目前拥有 30

人专业化团队。“小蓝精选”是全球第一家提供光伏户用系统、

工商业分布式、平价上网项目、扶贫项目、BIPV 等多品类精选产

品的一站式服务新平台，小蓝科技在国内已累计光伏 EPC 装机量

超 50MW。

从公司建立伊始，先后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西格码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小蓝工商业：小蓝科技在光伏 EPC 领域拥有着设计、施工、

采购全过程的优秀管理团队，拥有启迪清云、天合、晶科、协鑫

等业内专业人才，超过 50MW 国内工商业项目储备。发挥设计优势，

通过差异化、实现设计优化，来提高发电量，降低成本，聚焦关键点。

专业化的设计团队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作用，不断优化项目整体方

案，根据优化方案整体协调设计、采购、施工，以确保控制项目

的进度、成本和质量。

在项目管理方面，对小蓝多项目管理能力上提出的更高要求，

将常规的项目强矩阵管理，调整为弱矩阵管理模式，并调整后方

指挥系统和各部门的协同，更加强调小蓝科技总部对各项目的支

持和优势资源的统一调度。

同时在响应国家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的背景下，由小蓝精选的

BIPV 高效组件可高效助力推进现代城市建筑、农牧设施和市政交

通设施等领域的光伏建筑一体化落地应用，其一站式无忧合作模

式也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合作伙伴的认可。

宁波东旭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继承宁波太阳能工厂 50多年的优秀经验，加大研发投入，

不断推出专业的光伏产品，公司形成了 1GW 的高效太阳能组件的

产能。为客户提供光伏组件成品及开发、设计、施工、运维等一

站式光伏应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在光伏智慧能源、互联网能源、

光伏储能等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方面也在积极迈进。 

公司产品遍布中国、日本、美国、欧洲、纳米比亚等全球几

十个国家，实施严格的产品质量把控，多项技术指标高于行业标准，

取得了 TUV、IEC、CQC 等多家国内外权威检测机构的质量认证。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陈山西路 9号  邮编：3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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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4-87131308

邮箱：ly@suneastsolar.com yzz@suneastsolar.com

宁波开博线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资本1020万元，坐落于浙江慈溪，

是一家专业从事插头电源线、建筑布电线、新能源汽车线缆、光

伏线缆、储能线缆及线束的研发型生产企业。

开博设有研发、生产、销售、售后等完整体系，拥有现代化

的生产流水线，月产光伏线缆 12000KM；同时，拥有一整套先进的

检验与试验设备，为保障产品品质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公司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ATF16949 汽车供应链质量

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的认证；产品通过 TUV、UL、DEKYA、VDE、CCC、CE、RoHS 等

认证，是国内外众多知名电器厂商、建筑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

光伏接线盒工厂、光伏电站 EPC 企业的长期合格供应商。

公司以“开拓创新、拼搏诚信”为企业文化，把客户的需求

转化为我们的研发，不断创新进取，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立志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电缆和完善高效的服务， 也期待着海内

外各界朋友携手合作，共展宏图，走向辉煌 !

宁波乐丰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金 2千万元，总资产 1.73 亿元，

位于象山县滨海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约 63000 平方米。是一家

集合光伏产品研发制造，光伏电站投资、建设、运维一体的新能

源公司。

公司致力于光伏产品的生产制造及光伏电站的开发与建设，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创造人类绿色宜居环境。在过去的3年中，

乐丰累计出货量高达 2GW，产品覆盖 23 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

拥有 3 条自动化生产线，组件的产能达到 700MW。与此同时，乐丰

在全国范围内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和家

庭户用光伏电站和光伏扶贫电站，构建光伏电站监控系统和监控

室以及专业的安装运维团队，目前光伏电站总装机量超 100MW。

乐丰能源将一如既往的坚持“还人类原有的碧蓝天”的远大

理想而奋斗。秉承着“服务为本，质量为先”的核心价值观和“为

客户创价值、为社会做贡献”的经营方针，努力经营发展，努力

成为“太阳能光伏产品的优势供应商。

宁波欧达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品牌“欧圣达”，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集太阳能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分布式光伏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从咨询、设计、施工、融资到智慧运维

一站式服务。

欧达在国内有 3 个生产基地，在海外十几个地区设立了分支

机构 /办事处。产品包含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并离网系统，

太阳能水泵等太阳能相关应用产品。产品已通过 TÜV、MCS、CEC、

IEC、ISO、CE、CQC 等多项国际认证，凭借过硬品质，产品远销国

内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欧达自创建以来，始终围绕 “慧能万家  筑梦零碳”的理念，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的脚步，为缺电少电的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带去

光明，与世界一起分享现代文明，共创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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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瑞德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滨海工业园区。于 2013 年正式成立，

2017 年正式新三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和

销售以及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安装，目前在国内拥有三个

生产基地，5 条全自动生产线，年度产能可达 1GW。公司严格按

照国际质量标准，先后获得了 CQC 、TUV、 CE 、CSA、 SGS 、

IEC61730 、IEC61215 、UL1703 抗 PID 等相关测试认证。

目前公司产品已远销欧洲、南美、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

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瑞德能源立足于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

发展之路，致力于实现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

我们期待着广大客户与我们结伴同行，共创美好未来！我们

热诚欢迎各位有识之士与我们一起为光伏行业的明天而共同谱写

新的篇章！ 

宁波瑞元天科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瑞元天科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简称瑞元天科）是一家

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型制造企业。总部位于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

区，公司主营聚焦于“光伏发电设备制造与系统集成”和“智能

家居面板材料”两个领域。公司拥有自主技术研发团队、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智能化制造全自动产线，生产规模、产品种类、产

品标准均属行业领先水平。

公司光伏发电设备制造产能：1.2GW，兼顾单双面发电设备制

造，品牌：瑞元（Raytech）。公司智能面板材料制造产能：100 

万平米，可灵活配套空间分隔、智能控制、调光调温等多样性功

能使用，品牌：瑞尚（Rayshine）。公司生产基地分别坐落于浙江，

江苏，山东。旗下产品分别获得了：德国 TÜV 认证、北美 UL 认证、

澳大利亚 CEC 认证、巴西 INMETRO 认证，荣获首批中国双玻领跑

者认证，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国家建筑行业 3C 强制认 证

等多项权威机构认证。

瑞元天科坚持以客户价值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的企业发展

理念，肩负“让金色阳光还原自然本色”的新能源事业责任和“让

现代科技与原味自然完美融合”的智能材料事业梦想，秉承“务实、

包容、精致、创新”的企业精神，努力前行。

宁波市奔阳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奔阳电缆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

电线电缆生产企事单位。公司按照 ISO9001：2015 标准建立质

量保证管理体系，并取得 UL、TÜV、CQC 等产品认证。产品符合

UL4703、UL854、UL44、TÜV 2Pfg 1169 08.2007、EN50618、CQC 

NB/T420732016 等标准要求。

公司 2000 年 8 月份成立，产品是国内众多组件接线盒及光伏

系统安装商的长期供应商，并出口欧洲、美洲、日本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产品国内品牌“奔阳”，国外品牌“FOLLOWRAY”。

发展史

▲ 2000 年 8 月

建厂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经济开发区

▲ 2009 年 5 月

取得美国UL光伏电缆产品认证，证书号E326179(国内第一家)

▲ 2009 年 9 月

取得莱茵 TUV 光伏电筑产品认证，证书号 R5016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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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3 月

通过 1S0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2011 年 2 月

取得双规线 (UL+TUV) 创新基金 1，000，000RMB

▲ 2012 年 12 月

销售额突破 100，000，000RMB/ 年

▲ 2016 年 4 月

取得 CQC 产品认证，证书号：CQC18011187189

▲ 2016 年 6 月

取得欧盟 EN50618 光伏电产品认证，证书号 R50344941

▲ 2018 年 1 月

成立山东省禹城市分公司

联系方式

宁波市奔阳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电话：86-574-88950755/18858067647

地址：浙江省奉化市经济开发区汇茂路 38 号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公司地处宁波市望春工业园是中国

500 强企业杉杉投资控股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太阳能电

池片。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在国内提供光伏项目系

统解决方案，公司现有电池片产能 1GW，组件产能 1GW，公司目前

聚集了一大批太阳能行业研发，质控和生产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

博士、硕士以及高级工程师团队。

2020 年一季度，尤利卡太阳能（品牌 Ulica Solar）正式入

选美国彭博能源财经社（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全

球一级光伏组件制造商 Tier1 榜单，并且连续三个季度成功入选。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宁波市级工程中心，尤利卡引进行

业一流的欧洲进口全自动化生产设备，辅以量先进的晶硅太阳能

电池生产工艺，有效的保障了产品质量和竞争优势，公司现产品

已经通过 CE，UL，TUV/IEC 61215&IEC 61730，JET，MCS，CEC，

INMETRO，ISO9001，15014001，OHSAS18001 和 CGC-Solar 等国际

知名认证，并且产品远销欧洲、日本、中东、澳大利亚、美洲和

非洲等世界各国市场。

近几年，尤利卡太阳能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先后入

围了中国工信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浙江省

光伏小康工程省级目录企业》《中国机电电商会推荐出口品牌》《浙

江省光伏建筑一体化产品推广目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资

质荣誉。这些光伏行业准入门槛的通过，为公司大力开拓国内外

市场提供了极大政策支持和客户引导，公司会继续致力于研发新

的生产技术，提高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在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同

时提高品牌知名度，成为国内外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先者。

诺迈新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是中国太阳能光伏板清洗设备、光伏电站运维设备主流

供应商及光伏板清洗专业服务企业。我公司代理德国科林德公司

（Cleantecs GmbH) SOLA-TECS C 系列、W 系列、F 系列，以及

SOLA-Brush 系列太阳能光伏组件专业清洗系统，同时消化吸收

SOLA-TECS 系列产品核心技术，在国内分装、生产高品质光伏组

件清洁领域产品。

公司专注于高效光伏组件清洁领域的产品，产品服务遍布全

国各地。我公司还代理意大利百邦公司（B.P Metameccanica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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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 塔式光热发电系统履带清洗车、意大利沃派诺（Washpanel 

s.r.l) 公司光伏清洗机器人。公司产品可以满足国内各类光伏电

站的自动专业高效清洗。

诺迈新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拥有高品质专业清洗设备、

专业清洗运维团队，为各类光伏电站业主提供光伏组件清洗服务、

站内除草、电池板更换等服务。公司成立以来得到国内客户一致

好评！性价比优良的伺服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地面光伏电站、沙

漠光伏电站、荒漠光伏电站、山地光伏电站、大型分布式工业区

厂房屋顶光伏电站、农光互补光伏电站、以及户用小型光伏电站

业主等。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市场提供强大的服务支持：从产品设计、

资源调配、服务，助力客户提高其市场价值。 

诺迈新能源始终秉承“专注品质，服务行业”的企业宗旨，“诚、

信、正、一”的经营理念，不断开拓，努力进取，依托团队、技术、

渠道等综合优势，为客户提供快捷、高效、满意度高的产品及服务。  

“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公司作为光伏清洗与维护的笃行者，

全力打造和树立行业标杆，助力中国光伏、光热发电领域在国际

市场上发扬光大。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由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原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成立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有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上市公司 147 家，总资产 8081

亿元，员工 36 万人，拥有我国最大的造修船基地和完整的船舶及

配套产品研发能力，是全球最大的造船集团。

第七一八研究所创立于 1966 年，是海军武器装备研制体系中

唯一的化学化工所，集军 / 民产品的科研、设计、生产、服务为

一体。总部位于河北邯郸，占地 1609 亩，分布邯郸天津两地六个

区域，包括所总部、产业园西区、产业园东区、实验外场、肥乡

园区、天津分部。从业人员 2088 人，科技人员 870 人，国务院特

贴专家及省部级技术专家50人，研究员70人，高级工程师330人，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以上人员 500 多人。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和第七一八研究

所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金3亿多，产品涵盖特种气体、氢能应用、

新材料、环境工程、健康养生、智能监控、特种装备等重点产业，

是国家火炬计划邯郸新材料基地，国家科技兴贸新材料创新基地，

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产业结合示范基地的骨干企业。

派瑞以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优良技术和产品为宗旨，以高新

技术为支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优质服务为保证，竭诚欢迎

国内外同行共谋大业、精诚合作、共图发展。

新材料方向油脂类主要产品

产品类目 主要产品名称 供货方向

导热介质及

高温导热油

丙二醇型导热介质，乙

二醇型导热介质，联苯 -

联苯醚高温导热油，氢

化三联苯高温导热油

平板太阳能生产企业，

光热发电企业，太阳

能工程商，空气能 /

中央空调经销商，燃

气 / 锅炉 / 地暖采暖

工程公司

车用油脂及

防冻液

柴机油，汽机油，制动液，

液压油，齿轮油，长效

防冻液，全有机防冻液，

镀膜雨刷液，玻璃水，

冷媒，清洗剂等

各大车辆制造厂，公

交公司，各地汽车用

品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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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奥顺通管业有限公司

公司是从事太阳能、空气能配套产品的股份制企业。公司有自

主研发、设计的“奥顺通”牌三位一体保温管，主营销售：PE-X管、

铝塑管、伴热带、一体保温管、伴热带一体管、中央空调软连接、

304 不锈钢波纹管、304 螺帽、304 卡、四氟垫、硅胶垫、平板太

阳能支架等系列工程配套产品，专用于单机太阳能、阳台壁挂太

阳能、空气能、售水机、地埋管、活动房、农改厕、环卫休息室

等安装工程，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的机械化、自动化全套生产线，

自投放国内市场以来，以质量过硬、结构新颖、性能优异及完善

的销售体系深受销售费青睐，公司产品率先通过 IS09001-2000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山东最大的保温防晒一体管生产基地。选择

奥顺通事业更成功！

联系电话：18953264102

青岛钢毅太阳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0 年，专心、专注、专业从事清洁能源应用和

推广。公司与国内顶尖生产厂家合作，为您的电站提供最可靠的

质量保障，让您的电站 25 年发电无忧。公司秉承“产品与人品同

在，质量与生命共存”的创业理念，以“务实、创新、执着、卓越”

的精神，致力于光伏事业。

曲阜钟楼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是山东地区专业生产电线电缆的企业，位于伟大的思想

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

地处山东省西南部，距省会济南 135 公里。南临孟子故乡邹城，

北望五岳独尊泰山，省级公路干线纵穿全境，京沪高速公路、铁

路绕城而过，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公司始建于 1989 年资金力量雄厚，占地 36000 平方米，拥有

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精湛的生产技术和一流的技术管理人员，

公司主要产品有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阻燃电缆、耐火电缆、

无卤低烟电缆、特种电缆等十余种类一千多个规格型号的电线电

缆产品，应用于电力、通信、能源化工、建筑、工矿企业、学校、

医院等多个领域，销售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我们努力做的更好，积极实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产品质量进行

产品类目 主要产品名称 供货方向

工业油脂及

液压支架用

防冻液

全损耗油，抗磨液压油，

工业齿轮油，汽轮机油，

液力传动油，空压机油，

导热油，导轨油，润滑脂，

液压支架用防冻液

各大工程机械生产企

业，煤矿，各地工业

油脂经销商

金属加工液
切削液，防锈油，金属

清洗剂

各类机械加工企业，

经销商

特种防冻液

燃料电池 / 雷达 / 火箭 /

风力发电用低电导冷却

液，特种设备用防冻液

各类专用领域及特殊

用途企业

技术支持
各类防冻液 / 导热介质

添加剂

各种防冻液，导热介

质生产企业，平板太

阳能制造企业，煤矿

设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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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过程控制，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过程，最终成品检验，运用

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方法，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贯穿于产

品生产的全过程，实现最终产品的可追溯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

可靠。精心组织，精心制造，精心服务，鲁城电缆得到了上级职

能部门、国家管理机构的认可和社会的广泛好评，相继获得全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国家 3C 强制性认证、山东省建设工业备案

证明，企业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先后荣获中国著名品牌称号、省级守合同重信用证书、

消费者满意单位、文明诚信民营企业等荣誉称号。

历经三十年的积累沉淀，我们坚持【好电缆，鲁城造】的工

匠精神不动摇，执行《材料好电缆才好》的原则不放松，努力做

得更好！我们始终恪守“诚信天下 大有可为”的企业宗旨；我们

坚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鲁城电缆承诺，诚信靠谱，合作共赢，

客户满意就是员工的信仰 !  

日照蓝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座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日照市山东

路西首。公司占地面积两千余平方米，固定资产投入近伍百万，

专业设计人员十余人，专业安装、调试人员三十余人，拥有优秀

的设计团队和一流的技术水平，同时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设备、技

术和高级人才，大力开发研制技术含量高、机构合理、外型美观、

性能可靠、操作便利的产品。多年来我公司一直致力于太阳能路

灯及新能源设备的设计和研发工作，主要产品有：太阳能路灯、

锂电池应用、智慧路灯、路灯配件等。

三钧线缆（无锡）有限公司

三钧线缆创立于 2013 年 8 月，公司地处于江苏省无锡市新吴

区，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新能源产品的新型企业。主要产品：

光伏线缆，储能线缆，线束，集电等产品。公司通过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产品通过 TUV， UL， CE， PSE 等多国认证。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已任，兼收并蓄，知行

合一。依靠科技求发展，不断为客户提供满意的高质量产品。以

解决客户需求为目的，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追求。

公司拥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

用于新能源各个领域。经过多年的拼博，三钧线缆为新能源产业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初具影响力，在业内享有极高知名度。公司

积极整合资源，立志成为：新能源行业核心品牌，行业标杆企业 !

桑乐集团

桑乐集团创立于 1987 年，是我国最早实现产业化的新能源企

业之一。创业 30 多年以来，桑乐一直在新能源领域深耕，致力于

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创新，是新能源领域多个行业标准的发

起者和制定者，是国家新能源行业发展强有力的推动者。基于桑

乐品牌的号召力，公司开辟了一条具有新能源行业特色的企业发

展之路，将旗下产品经营扩充到以绿色节能产品为基础，以节能

电器为发展重点，同时布局新型家居建材和厨房卫浴产品等多个

领域。并且，在行业率先启动了物联网“云平台 " 战略布局，为

企业转型升级积蓄力量和储备动能。借助椎厚的资本支持和跨界

资源整合，目前桑乐在全国布局山东济南总部生产基地 ( 太阳能

热水器、光伏、净水器 )，江苏淮安太阳能支架生产基地，广东顺



-78- -79-

企业介绍/Company Profile

德速热生产基地。

公司一直秉承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的产业化经营发展战

略，专注于桑乐太阳能、桑乐电器、桑乐家居三大版块的市场推

广，并正式提出桑乐全屋定制品牌战略，为用户提供健康、舒适、

温馨的一体化产品，选取一流原材料供应商，依托原有生产优势，

实现了由单一产品销售向构建用户生活场景的重要转变。如今公

司以全屋定制品牌为核心，包含桑乐太阳能、桑乐电器配套、桑

乐家居定制等产品类别，涵董城市阳台坚挂热水器、真空管太阳

能热水器、速热热水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燃气壁挂炉，

集成灶、吸油烟机、灶具、净水机、多功能浴霸、生活小电、橱柜、

衣柜、新风系统、地暖系统等诸多产品，全国遍布近千家门店为

用户提供一站式无忧购物新模式，开创桑乐智慧全屋定制新势力。

桑乐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知名企 业，是中国太阳能热利房产

业联盟理事长单位，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太阳能热利用专业委

员会理事单位，中国太阳能产业联盟平板太阳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山东省太阳第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在国际国内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美度。

山东安纳吉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从事高性能导热介质以及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开发

的科技型企业。我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山东省科学院以及山东大

学联合组建了科技研发平台，由多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博士、

硕士组成的研发团队自主开发出了多种环保型专用导热介质，是

集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具有雄厚的专业技术

研发力量以及稳定可靠的生产能力。

山东奥客隆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全国闻名的“风筝之都”——山东潍坊。公司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及应用推广，目前已

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清洁能源开发应用及系统

服务运营商。公司占地面积 20000m2，其中生产车间 5000m2，拥有

各种设备 167 套。公司员工 268 人，其中注册建造师 3 人，高级

工程师、技师 6 人，中级工程师、技师 15 人，技术人员 12 人，

生产人员 77 人，销售人员 31 人，管理人员 24 人，安装及售后服

务人员 100 人，具备 50 万台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及安装兆瓦级光

伏电站的能力，是中国国内技术水平高、生产规模大、产品规格

齐全和最具影响力的太阳能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专注于清洁能源的开发应用，为客户提供整体的新能源

系统服务解决方案，业务涵盖阳能热水器、太阳能集中供热系统、

太阳能光伏电站、太阳能灯、空气能、节能炉具等全系列热水、

采暖产品。公司拥有一流的专业技术、营销团队，在太阳能领域

拥有多项专利技术，部分技术居国内领先地位。“奥客隆”产品

商标已经在国家工商局获准注册。公司已全面通过 ISO9000 及

ISO14000 体系认证、五星级售后服务认证、3C 产品认证，是中国

太阳能产业协会理事单位、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拥有建筑机电三

级安装资质、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设计施工资质、太阳能热利用工程设计施工 B

级资质等荣誉。 2009 ～ 2012 年我公司连续四年成功中标“国家

家电下乡项目”，2012 ～ 2013 年我公司成功中标“国家节能产品

惠民工程项目”，2014 ～ 2015 年入围政府太阳能财政补贴项目供

货企业名录，2016 年成为政府光伏扶贫项目承建企业，2017 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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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农行、邮政储蓄等银行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 年

荣获中国光伏品牌排行榜最佳户用品牌，2019 年成为国家电网光

伏云网运营运维中心，2018—2020 年连续三年获得获得山东省分

布式光伏优秀集成商称号。

奥客隆公司将始终秉承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坚持绿色发展，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抓住当前大循环的国家战略机遇，

凭借十五年的专业与市场积累，以厚积薄发之势，继续专注于新

能源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匠心打造最具性价比的多种能源互补的

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奥客隆新能源，服务中国，温暖世界！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逆变设备制造企业之一，是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山东大学的技术优势，其逆变

焊接电源设备、光伏并网逆变器产品所使用的核心技术先后两次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光伏并网逆变器作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其产品涵盖组串

型、电站型各功率等级并网逆变器，广泛应用于大型电站、建筑

节能工程、扶贫工程、家庭（屋顶）工程等领域。

山东奥太以“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创国际品牌“为愿景目标，

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企业使命；依靠对研发

持续的高投入获得产品性能成本比的优势，不断向客户提供性能

优越、质量可靠的产品与服务。

山东铂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在泉城济南，本公司的核心产品主要是高性能的太

阳能导热液、空气源专用传导介质。

“注入新动力，开启新梦想！”这是公司的企业宣传语。铂

润新能源坚持诚敬创新、合作共赢的企业理念，与客户共成长， 

齐致富。先后在烟台、临沂、西藏、江苏、甘肃等地设立了工程

服务网点，正逐步成长为中国光热行业的集成配套供应商。

铂润新能源拥有防冻液独立研发中心，高等级的酸碱腐蚀实

验室。更与国内多所专业大学组建产学研工作室，在专业教授团

队的带领下，公司持有导热液自主研发专利，其中研发的太阳能

导热液和空气源专用传导介质为行业领先产品，产品用于大型采

暖项目的热换数据在采暖领域更是屈指可数。公司产品具有优良

的吸热、换热、储热和防冻性能，它集防腐、长效、环保为一体，

顺利通过国家及省市各质检部门的检测，并在多家太阳能厂家、

空气源热泵生产厂家得到了共同的认证和认可。

我们坚信，运用先进的管理模式，科学的管理机制，才能汇

聚更多的优秀人才，使公司不断在进取中完善，在完善中稳步发展，

与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为投资者创造满意的回报。我们愿以

诚信的态度与更多的新老客户、新老朋友共同发展、努力实现环

境友好、和谐发展的美好未来 !

愿景：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的光热、采暖配套企业！

山东布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筹建于 2010 年，公司位于山东省青州市峱山经济发展园

区，占地面积 80 亩，一期投资 1.2 亿元。     

公司在《中国能源纲领新建设》的指导下，以节约保护不可

再生能源，大力开发推广环保能源为己任。致力于清洁环保和可

再生能源的研发、生产以及推广普及。主要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82- -83-

企业介绍/Company Profile

列产品、节能环保产品，是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及销售安装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以“太阳能光伏新技术应用研发中心”为技术研发平台，

用多元化产品与服务得到客户的满意度。为改善我们共同的生存、

生活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山东昶威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 500 万，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隶属于山

东聚威科技子公司，公司专业生产太阳能，锂电一体化路灯、景

观灯，底院灯及市电路灯、锂电系统，承接新农村亮化工程，有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团队。

山东川浩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集铝支架，中边压块、夹具、防水支架生产加工。配套有

不锈钢螺丝、直交流线缆、膨胀螺丝、铝支架、耐候钢支架。户用、

工商业融资方案，实现零投入持有电站，解决第三方持有融资难点。

解决户用屋顶，工厂屋顶光伏防水问题，提供BlPV解决方案。

同时公司经过几年发展拥有两项新型专利、一项支架结构专

利、一项防水专利。铝支架夹具配套让工商业安装成本直降到 0.1

元 / 瓦以下。工厂屋顶安装角度直降到 0.18 元 / 瓦以下。

铝支架配套户用成本不到 0.28 元 / 瓦，使用三十年。

张洪林 17661635333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大海集团始建于 1988 年，集团以“纺织、新能源、新材

料、国际贸易”等循环经济产业为主导，是一家跨行业、跨地区、

国际化综合运营的集团公司。公司连续多年入围中国企业 500强，

中国民营企业 100 强、山东工业企业 100 强。

大海光伏以大海集团为依托，是一家技术领先、规模较大、

装备先进、产品市场认可度较高的专业化光伏企业，产品涉及硅

片和组件生产制造、技术研发、产品分销等规模化产业链经营 ;

同时，业务范围还涉及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现场勘查、安装施工、

并网申请、检验验收、综合运营等一站式能源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丰富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建站经验，先后在日本、甘肃、

莱芜、济宁、烟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大型地面电站建设及屋

顶分布式光伏试点村镇建设。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大海光伏已跻身于全国一线产品行列，

凭借优质的产品、完善的售后大海光伏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目前，公司已在全国发展上百家代理，服务上万名用户，建设数

百个兆瓦级大型电站。在今后，大海光伏将一如既往，不断提高

产品品质，服务于更多的用户，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大海光伏——新能源，新世界 !

山东德州智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太阳能测控仪工程控制系统于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

本公司主营：太阳能测控仪、管道排空间、传感器、加长传

感器、工程专用、工程控制器等，并提供太阳能行业专业电子技

术咨询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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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顶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06 月 12 日成立，注册资本 2600 万元型，公

司一直贯彻“以人为本，服务干社会”的经营理念：“优质高速，

诚守信营。持续发展”的质量方针。以及经营范围包括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箱式空电站，高低压开关柜、欢电源配电设备制造、

销售、维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机电设备安装：高低压电器元件，箱式变电站外壳，变压器、电线，

电缆的销售，安装：铜材，铝材，电缆绝缘材料、五金交电、电料，

建筑机械、建筑材科批发兼零售：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水电工程，

电力工程、送变电工程、消防工程、市政工程施工：空气能取暖

设备安装：售电服务：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路灯销售及安装：

施工劳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公司秉承“正，可立身”，“达， 可济世”的人文理念服务社会。

“1005 厘行合同，让顾客满意”的质量，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的

产品，一流的服务。以“团结敬业、开拓创新”目标。积极地投

身于用过程精品、创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竭诚与社会各界携手。

迎理新的提战，创造新精品工程”当中。

山东泛海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是国家电网光伏组件、逆变器指定的一级渠道商，是光伏

领域专业的系统集成商和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之一，公司自 2019

年起作为国家电网的战略合作伙伴，担任国家电网、国网山东综

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撑单位一直延续至今，公司以光伏

电站投资开发、EPC、运维为三大业务，全面提供各类大型地面并

网光伏电站、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微网储能系统等太阳能

应用项目的咨询、设计、系统集成、工程总承包及运营管理等一

站式解决方案。

山东飞天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2 年，坐落于中国山东德州，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

光热应用领域的创新型企业。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

一直致力于太阳能光热产品及设备的开发、制造与销售。

聚焦行业前沿，专注技术突破

专注新旧动能转换、工业绿动力、太阳能建筑采暖解决方案、

装配式建筑微排解决方案、绿色能源 epc、多能源互补等领域的突

破。公司研制的太阳能空调系统，将建筑的采暖的能耗在常规清

洁能源采暖的基础上再降低 20-30%.

聚焦产、学、研结合，始终走在行业前列

公司与多家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始终将研发作为推动产品

升级的首要地位。2002 成功研制出太阳能工程联集箱内胆，并制

作一条行业专用生产线。2005 年太阳能空气集热器、螺旋盘管换

热器研发成功，2006-2008 年持续改进太阳能传热翅片制造工艺，

成为全国太阳能传热翅片生产基地。2017 年研制出蛇形管高温集

热器生产工艺、并自主研发出蛇形管弯管成型机，解决了行业制

造难题。

生产、销售体系健全，为行业数百家企业服务

各类产品一次性通过了国家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产品系列

有：U 型管 / 真空管集热器、热管集热器、平板集热器、真空管传

热翅片、工程内胆等，良好的企业信誉，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

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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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国家政策，全力推动太阳能采暖产品升级

依托公司强大的研发体系，公司推出了适应不同地区采暖的

产品。在山东省积极参与太阳能 + 系统的推广，为几十家学校、

企业解决了冬季采暖高能耗、高费用的难题。

山东高路阳普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位于全国物流之都 -- 临沂，公司主做：保温水塔，

暖气换热器，太阳能工程联箱，设计、安装大型太阳能热水工程

提供热水洗浴、供暖解决方案。工程广泛应用于宾馆、酒店、洗

浴中心、学校等公共场所生活热水以及养殖、工厂等生产热水。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诚信为本，以质量求生存，以

服务求发展”的经营理念，现已全面通过了 S09001-2000 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国家标准合格产品认证，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认证，

康居工程产品认证，太阳能工程设计及施工培训合格认证，公司

连续 7 年被评为“市级消费者满意单位”荣誉称号。未来，我们

将以“让环境与生活更和谐”为企业使命，致力于世界最清洁能

源的开发与使用，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发展，为世界的环保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山东光福华夏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光福华夏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能源方案综合服务商，

一直致力于专业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发展， 拥有成熟的分布式光伏

电站的建设方案，在全国多地皆有成功案例。 

对下属经销商及加盟商提供保姆式的扶持，共同发展 . 本公

司所用产品及组件皆为上市公司产品，质量有保证 . 同时产品比

同类产品发电效率高 4% 以上。 

在全省建立 193 家连锁店面，每个县城只允许设立一家，县

城加盟店又垂直辐射镇代理商，加上镇级代理商目前在山东省拥

有店面百余个，每家店每月都能安装十多套，营业额在八十万左右，

随着市场的发展，好多用户认识到了安装光伏的收益，纷纷想贷

款安装，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了好多投资公司的身影，由于安装光

伏的收益率在16%左右，六年就能回收成本，国家电网回收二十年，

好多公司都采取了前八年或前十年的收益归投资公司，后十年或

后十二年的收益归农户的方法，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业务拓

展非常迅猛。我们在实际推广中每家加盟店都累积了大量的客户

群体，以县级加盟店为单位计算，每个县城有一千多个村庄，每

个村庄根据变压器的容量可以安装三十户到五十户，每个县级加

盟店每个月可以发展五个村庄进行安装，按照这个量来计算，5 个

村 *30 户 / 村 *40000 元 / 户 *53 家加盟店 =3.18 亿，这还是按照

我们现有加盟店扩展能力的最低限来计算的，所以说市场潜力巨

大，利润丰厚。

我们的优势在于在山东省植根 193 家县级连锁店，并且一直

在持续扩展和增加中，加上县级连锁店扩展的镇级连锁店，这些

连锁店老板都是当地常住居民，在当地的人脉关系网广阔，他们

在拓展农户自己投资安装这种传统业务时每月都能做到每家店平

均七十多万元的销售额，如果采用上述农民自己不花钱安装，只

是简单提供房顶的方式进行推广的话，每个月几百万的销售额根

本就不是问题。以上是一些简单的阐述，期待能与贵公司进行面谈。

山东光福华夏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泉城——济南，是

一家能源方案综合服务商，是晶科在山东省唯一 一家省级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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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光福华夏一直致力于专业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发展，2020 年组件销售达到 4 个亿。拥有大量

户用光伏电站建设经验及工商业电站建设及融资成功案例。公司

目前在山东省内已有二百余家连锁店，对下属经销商及加盟商提

供保姆式的扶持，力求公司与加盟商共同发展。并且公司已在辽宁、

广州设立分公司，辽宁省现有加盟店三十余家，广东省现有加盟

店十余家，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山东国科光伏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以承揽各种品牌光伏电站的安装

运维服务为 主，并依托光伏发电进行开发、推广和应用新能源产品。

多年来，已先后为十几个城市改造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为数十家

厂房、商场、酒店设计安装了太阳能储能发用电工程，让上千个家

庭感受了绿色发电带来的光明和实惠。同时，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

通过光伏扶贫使两个自然村，900 多个贫困户顺利脱贫。

国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跟时代步伐，以质量求生存，

以创新求发展，在强化队伍管理的同时，不断改进技术，提高产

品质量。公司不仅拥有先进的太阳能路灯和太阳能室内照明灯设

备生产线，还自主研发，生产了太阳能储能逆变一体机，电动车

锂电池等新能源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公司拥有技术过硬、经验丰富、作风严谨的专业施工团队，

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诚信求机遇，以服务赢

民心”的经营理念，真诚为每一个客户提供周到、满意的服务，

期待您的加盟 共创美好未来！

公司地址：汶上县圣泽大街西段与峨嵋山路交汇口西 300 米

加盟热线：0537-7277555  0537-7228555

售后电话：18678708015   17803988560

山东航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从事太阳能光伏系统集成和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

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秉承：“为社会创造能源、为用户创造价值、

为员工创造机会”的企业文化和诚信务实、质量第一、专业服务、

客户至上的原则，为广大用户提供满意服务。

公司设有电力、销售、安装、运维等部门，拥有专业的技术

顾问和管理人才；一支经验丰富的设计施工团队和后勤服务队伍，

把工程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存线、生命线，从工程前期设计到材料

采购，再到施工现场管理以及后期服务，我们都要求严把质量关、

技术关，做到品质精益求精。

山东航兴光伏公司旗下航天光伏品牌，在光伏行业享有较高

盛誉，航兴光伏公司做为新能源的推广者，不仅致力于发展高效

清洁能源，为国家降低环境污染，也给千家万户发家致富带来了

新的途径，让老百姓的房顶也能赚钱。

通过发电量保障、产品质量和售后保障以及产品意外投保保

障等，降低了光伏发电项目的风险，配合农商银行推广光伏贷贷

款品种，进一步降低了老百姓的融资成本，增加了光伏项目的投

资收益，可以说实现了农商银行、光伏公司、老百姓三方的合作

共赢。

同时公司为了更好的发展高效清洁能源，为国家降低环境污

染，给千家万户带来发家致富的新途径，已在邹城、任城、曲阜、

平邑、金乡、微山、兖州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截至目前累计安装

已几千余户。我们将以专业安装技术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始终坚

持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的原则，规范管理、尽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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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客户需求，深化与客户的互惠关系，取得客户的满意与

信赖，赢得公司更好的健康发展。

山东好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潍坊市坊子区凤凰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内，是一家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 120 余亩，现有厂房 20000 余平方米，固

定资产 1.8 亿元。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是专

业的生物质能源设备和生物质能源集成系统服务商。是国内较早

从事生物质燃烧设备开发的高新企业之一，是定点生物质颗粒环

保锅炉设计制造厂家，主营生物质热风炉、生物质热水炉、生物

质热风热水一体锅炉多种产品。

多年来，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己任，注重技术合作，与中国科

学院兰州分院青海湖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东北大学、山东科

技大学、济南大学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是中华全国工商联厨具

业商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炉具行业会员单位、中国农村能源行业

协会会员单位、山东省环保产业协会会员单位。2015 年获准成立

潍坊市生物质燃料研发中心，2016 年成立潍坊市技术研发中心，

公司董事长荣获山东省劳模荣誉称号，公司产品获得 60 多项国家

专利，企业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和客户满意度全国领先。

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生物质采暖炉，生物质热风炉，生物质

热水炉，生物质颗粒壁炉系列产品，是国内生物质壁炉、生物质

采暖炉的专业生产厂家。

公司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设立了十几家办事处，发展

固定客户5000余家，产品遍布多地。公司产品获得20项国家专利，

生物质热水锅炉等产品已获得多项发明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专利，公司以可靠的产品质量，良好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客

户的广泛好评。

2017 年至 2019 年山东省潍坊市清洁取暖节能环保炉具重点推

介产品。2019 年，在山东滨州邹平，无棣，惠民，山东淄博，山

西晋中祁县等地区清洁取暖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推广。2020 年，在

山东滨州阳信县、博兴县、沾化区、山西大同云岗区等地区清洁

取暖生物质专用炉具采购项目中标推广。

多年来，山东好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开拓

和发展新产品，将高效、节能、安全、可靠的产品推向市场，取

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山东好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发展高效节能环保的生物质能

源为基本，以拓展生物质能源价值链为导向，以开发低碳循环经

济为目标。遵循“高效节能”“低碳环保”的先进产品设计理念

和“竭尽所能、用心服务”营销宗旨，不断 创新，根据用户的实

际特点，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供设备

和燃料销售、设备租赁、能源托管、节能改 造等服务。

公司以其独特的产品个性、人性化的营销服务和良好的企业

信誉，愿与全国各地市代理商 / 经销商客户合作共赢，一起开拓

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产品应用十分广泛，喷涂、洗碗消毒、电镀、

压铸、 烘干、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印刷、涂布机、熔炼、造纸、

涂料、化工、酒店、温泉、养殖 /种植大棚采暖等社会各个行业。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0-5858-76，诚挚邀请您的莅临。

山东恒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 2015 年成立的注册资金 2000 万的新能源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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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领先企业，致力于把专业、低廉、安全稳定的清洁能源提供给

每一位需求者。是专业的 “一站式” 综合能源系统高级供应商。

从光伏、空气能、生物质能等综合新能源系统的项目咨询、现场

勘测、系统设计、方案制定、到生产运输、施工安装、并网申报、

电站运营维护等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服务都贯彻着“恒泰新能，

创造更多价值”的企业使命，以成为“优质新能引领者”的企业

定位来衡量自己。为实现“五年内成为年净利润过亿元的新能源

上市公司”的企业愿景而努力。

公司主要从事包括光伏、空气能、生物质能在内的综合新能

源系统的销售及新能源系统的设计、施工、维护、技术咨询以及

配套的增值服务等。我们勇于创新，拥抱变革，我们以锲而不舍

的精神，严谨认真的态度，专业细致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最大价值，

实现企业与客户的双赢。

山东弘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以ＥＰＣ总包、电站投资 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综合服务商。主要针对大型工厂矿企业、商业门店、公共事业建筑、

城市与农村住宅，提供从咨询立项、方案设计、工程安装、并网支撑、

监测维护、系统集成等”一站式运营服务。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注册资本叁仟万。具有专业的太阳能光

伏板工程安装人员，现有在册职工三十余人，公司设经理办公室、

办公室、财务科、工程安装科，公司经营理念为合作、共赢、整合、

利他、互助；公司竞争理念为：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

公司的核心价值为正直诚信、开发人才、倾情客户、合作共赢；

公司的人文环境为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忠诚感恩的为人准则。

竞争进取的人生态度；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山东弘升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太阳能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为基础

的各种太阳能分布式电站建设综合服务商。

公司拥有多种进口设备及先进生产技术。主要针对大型工业

厂矿企业、商业门店、公共事业建筑、城市与农村居民，提供从

立项咨询、方案设计、工程安装、并网支持、监测维护、系统集

成等“一站式运营服务。通过互联网采集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时

运行数据，客户在手机上安装 APP 软件，即可实时查询自家电站

的发电情况及各种数据，通过发现故障和及时运维，提升光伏电

站的发电效率。

作为专业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材料、设备制造商及光伏发电站

建设运营商，秉承“让绿色清洁能源走进千家万户，造福万家千户”

的宗旨，坚持“质量上乘、客户至上”的理念，专注屋顶光伏发

电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应用，努力使光伏发电惠及千家万户。

山东华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风景秀丽、交通发达的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

沂，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产品研发、生产、设计、施工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拥有员工 150 余人，

注册资金 5005 万元，占地 80 余亩，拥有中高级专业技术等级证

书的技术人员 20余名，高级工程师 10多名，专职研发人员 12人。

华临致力于太阳能综合开发应用与系统解决方案，产品主要

有不锈钢保温水箱、工程联箱、工程支架、方形水箱拼接模块等。

业务包括太阳能集中热水供应，空气源热泵采暖制冷、工矿企业、

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等，广泛应用于住宅楼、宾馆、酒店、泳池、

医院、学校、敬老院、食品加工、工矿企业等。公司践行“健康

热水、舒适采暖、低碳生活的太阳能﹢”新能源理念，形成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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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的“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目前公司资质齐全，拥有《中国太阳能热利用工程设计、施

工 A 级资质》《山东省新型墙材节能建筑认定》《山东省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准》《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3C 认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四级许可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真空管、

工程联箱、保温水箱、太阳能集热工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等

各种检测报一应俱全。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科技研发为品质保驾护航，先后

成了山东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临沂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实验室，并和山东农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淮海工学院、

临沂市农科院、北京超燃索阳清洁能源研发中心等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展开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 30 余项，已获得的专利证书 10

多项，太阳能工程联箱更是被政府表彰为临沂市标准创新贡献奖，

并参与起草了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家用

太阳能热水器支架》行业标准，2016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8 被评为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华临本着“产业报国、造福天下”的企业宗旨，“成为中国

新能源行业极具影响力和备受尊敬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企业愿

景，凭借先进的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严格的检测流程、可靠

的产品质量、完善的售后服务，使华临公司在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与支持。

我们华临人始终不忘初心，坚守使命，“为人类的健康生活

而持续精进”！

山东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泉城济南，是一家专业太阳能热利用解决方案供应

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工业、农业、生活、建筑等领域的太阳能

热利用解决方案的设计及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多年以来，我们本着“以市场为导向，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为宗旨，一直致力服务于太阳能领域，现已成为集产品研

制开发、代理销售、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开发于一体的太

阳能领域的高科技企业。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经销商、消费者

的认可。

在以总经理为核心的精英管理层带动之下，企业员工本着战

胜一切困难的拼搏精神、企业利益至上的主人翁精神、团结协作

的团队精神，奋斗在华夏大地上。近年来，我们的业绩呈直线上

升，成长十分迅速。立足科技创新，创造性满足客户需求，为太

阳能光热利用领域不同客户提供不同的定制化的光热材料及光热

转换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成为国际光热应用

核心材料的领先者。销售网络遍及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

河北、陕西、山西、广东、新疆、青海、内蒙、辽宁、广西及整

个华东地区等二十多个省份。

金乐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设计并制造最好的太阳能热水

器，以领先与行业的先进技术，多项国家专利奠定了金乐的技术

基础。我们拥有强大的品牌优势、领先的高新技术、贴心的售后

服务、优质的制作原料、流线型的工艺造型、专家级的营销策划、

全国性的营销网络。

我们倡导节能、健康、绿色、生态、经济，我们期待与您合作，

以真诚、信誉铸就企业形象是我们的信念。过硬的产品质量、完

善的企业体系、高效的事务运行、满意的售后服务、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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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是我们的承诺。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未来！金乐太阳能，

愿给您更智慧的绿色科技新生活。

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1996 年，位于山东省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占地

120 亩，总资产 5.6 亿元。公司是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协会常务

理事单位，山东省太阳能协会副会长单位，是太阳能光热、光电

等新能源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骨干企业，主营业务包括太阳

能热水器、太阳能取暖与制冷系统、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路

灯及净水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服务。公司年产太阳能热水器、太

阳能取暖与中央热水系统等各类产品达到 50 万台套，太阳能电池

组件年生产能力 200MW，太阳能光伏电站年装机能力 100MW，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赢得了广大工程商与消费者的赞誉和青睐。

公司着力推进管理体系建设，全面通过 ISO9001、ISO14001、

OHSMS18001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3C、金太阳、节能、环保、

康居、十环、光伏领跑者等众多认证；“京普”品牌被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山东名牌”“山东省著名商标”；公司还获得“山

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低碳山东标杆企业”“低碳山东行业领军

单位”“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财政部“能效之星”“山

东省文明诚信民营企业”等荣誉。

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走技术创新之路。2016 年公司

投资建设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生产线，引进了意大利、瑞士、德国

等国内外一批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并与多所高校签订长期战

略合作协议，公司装备水平、研发能力与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公司利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市

级工程研究中心”平台，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目前获得了

国家专利技术 40 余项，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30 余项，荣获

“山东省优秀节能成果奖”“山东省优秀新产品奖”“山东省企

业技术创新奖”“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十佳科技创新企业”

等 50 多个奖项。

魅力科技，品位生活。京普太阳能将秉承科技创新理念，站在

时代前列，全力开发和推广节能环保的新能源产品，为人们创造更

加舒适、更高品位的健康生活，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山东晶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创始于 2015 年，以光伏领域相关产业为主，集光伏发电

系统设计、销售、安装、运维、融资租赁等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化、

规模化的高标准企业。晶信阳光在济南、青岛、临沂、潍坊、福

建四地设立分公司，公司业务范围遍布全国 18个省市，并与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等国贸易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公司与华为、阳光电源、隆基股份、天合光能、锦浪

科技等 10 余家全国一线品牌及上市公司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连续

五年业绩全国领先，并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经销商”“全国优秀

集成商”等荣誉称号。2016 年，荣获“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研究

会理事单位”；2017 年，成为全国分布式 3.0 精英企业联盟发起

单位；2018 年，荣获中国分布式光伏服务商“十大运维之星”、

中国分布式光伏系统集成商“第一品牌”等殊荣；2019 年，荣获

中国百强分布式光伏服务商、中国分布式光伏集成商“年度之星”、

全国工商业与户用光伏优秀企业、山东省分布式光伏优秀集成商；

2020 年，荣获光伏行业品牌服务商 50 强、中国百强分布式光伏服

务商、山东省分布式光伏优秀集成商、分布式光伏榜十大标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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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集成商、泰山奖分布式光伏品质服务商、光能杯最具影响力分

布式经销商。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创新的商业模式，负责任的发展

态度，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

国光伏生态圈，努力以新能源行业领跑者的姿态，为建设美好家

园奉献更大的力量，致力于为全世界提供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

山东聚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综合能源系统集成商，公司致力于光伏电站、智

慧综合能源的投资、开发、设计、技术咨询、EPC承包、运维服务，

为客户提供光伏电站整体解决方案、光伏应用私人订制方案、光

伏发电设备一站式采购等。

公司创办人有 10 年之久的光伏从业经历，公司成立后实施完

成山东城建学院、北京华润物流园、内蒙古伊泰新能源、东阿阿

胶屠宰场及养驴基地等 70 多个工程项目。对地面电站、水泥顶厂

房屋顶、彩钢瓦钢结构厂房屋顶、光伏车棚、高速公路光伏等项

目有着丰富的项目经验和成功案例。公司是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伙伴，阳光逆变器一级代理商。

聚辉将以其强有力的工程设计、项目管理能力和良好的质量

保证继续为新老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服务热线：0635-8857066。

山东聚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聚威科技 ( 前身，聚能新能源 )，成立于 2013 年，山东

聚威科技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注册资本一千万，专注于，

光伏离网系统，并网系统，太阳能路灯生产销售，道路照明，充电桩，

充电箱、小型风力发电，空气能等新能源工程承接户用，工商业，

地面电站 EPC，拥有市场开发，设计，工程施工电站运营等方面的

精英团队，销售，安装，运维一条龙服务。

2020 年 6 月 16 注册资金 500 万，下属子公司山东昶威科技照

明成立。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致力于太阳能热水、空气能采暖等冷暖

水电储新能源多能互补系统的研发制造，已成为中国清洁采暖、

健康热水专家。

公司致力于推动建筑节能及住宅产业化发展，大力倡导并持

续推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创新超过 20 种系统技术解决方案，

为建筑赋能；耦合力诺太阳能光热、光电、光伏产业集群优势，

创新多能互补清洁取暖模式，为生活添绿。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等荣誉。联合建

筑主管部门，参与编纂了“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标准图集”，将

太阳能在建筑的使用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为太阳能与建筑

同步设计提供技术标准，带动国内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结合的快

速发展。

公司坚持“高端、智慧、品质”的差异化品牌定位，技术同

步欧洲，实现中国创造。近几年力诺瑞特在热泵市场迅速崛起，

成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多个省市地

区“煤改电”中标品牌。

未来，力诺瑞特将聚焦太阳能﹢空气能，践行“智慧科技、

健康热水、舒适采暖、低碳生活”的理念，致力于成为新能源热

利用行业第一品牌，将整合空气源热泵、新风除湿净化机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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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加湿机、末端设备等的一体化系统，通过智能化控制实现室内

环境的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净、恒智，打造健康舒适的“六

恒”居住建筑环境，为中国的幸福家居持续贡献力量。为全人类

缔造绿色环保、健康和谐的美好未来！

公司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 30766 号

ADD：No.30766 Jingshidong Road，Jinan，China

邮政编码：250103

阳光服务热线：（手机拨打）400-658-6106　

       （座机拨打）800-860-6106

电子邮件：info@linuo-paradigma.com

网址：www.linuo-paradigma.com

山东鲁青线缆有限公司

山东鲁青线缆有限公司（原山东阳谷电力电缆厂）座落于东

夷之都、千年古城、武松故乡——阳谷县境内。公司始建于1989年，

系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研发与制造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公司现拥有资产总额 3.9 亿元，

占地面积 60000 余平方米，公司建有绝缘电线车间、低压电缆车

间、高压电缆车间及电缆附件、铜加工车间等。下设行政事务部、

市场营销部、技术研发部、质量管理部、计划财务部、物资供应部、

安全生产部等部门，并在全国 106个大中城市设有销售服务机构。

公司主导产品为：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聚氯乙烯绝缘电

力电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光伏电缆、架空绝缘电缆、

铝绞线及钢芯铝绞线、聚氯乙烯绝缘无护套（软）电缆电线等，

并重点开发生产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预分支电缆及各种阻燃、

耐火、屏蔽等特种电缆达 10000 多个规格型号，其中低烟无卤电

缆、带抗拉丝铠装低烟无卤护套电缆、气吹式屏蔽电线电缆、航

空用非磁性金属铠装屏蔽电缆、船舶铠装电力环保软电缆、煤矿

用电力环保软电缆六种产品相继获得了国家专利产品称号。年生

产能力可达 10 亿元。公司均可按国家或国际生产标准生产。“鲁

青”牌电线电缆被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广泛应用于电力、

煤炭、交通、建筑、石油、化工、冶金、航空、铁路等各个领域，

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和好评。

“因专注而专业”，三十年来企业专注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

与制造，生产经验丰富，制造技术先进，检测手段完善，企业管

理规范。企业较早即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测量管理体系

认证、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3C）认证、生产许可证等各类资质

和管理体系认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心

全意谋发展之策、鼓发展之劲、聚发展之力，把鲁青线缆建成规

模更大、技术更强、发展更快，更富有生机与活力的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生产安全型、效益显著型的大型现代化电缆制造企

业。我们愿意继续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完美的服务、更诚挚的热情，

一如既往地与广大新老朋友真诚合作，共享成功！

山东明弧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光伏并网箱产品制造，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生产地址位于济南市。

公司坚持以“质量第一”“用户第一”“服务第一”“信

誉第一”的宗旨，以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为新能源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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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1. 光伏并网箱、柜

          2. 电气元器件供应

     3. 电子银行承兑

服务热线：杨经理 13791009399

     岳经理 13563821003

山东润马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伏产品制造、光伏系统集成及服务的

公司。公司坐落于黄河三角洲美丽的城市东营，占地面积 24公顷，

项目投资总额达到 8亿元。

公司使用国际上先进的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生产设备，如亚

系、迪斯派其、梅耶博格、史密得和奥特维等， 建成了 1GW 太阳

能电池片和 1GW 组件的全自动生产线。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

术创新，润马光能的光伏产品成功通过了 IEC61215 和 IEC61730

测试，中国的 CQC、日本的 JET 认证，公司制造的高效率太阳能组

件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宅系统、商用系统和大型电站系统。此外，

润马光能成功取得了太阳能光伏系统建造资质，完全有能力提供

太阳能系统从开发到并网的解决方案。

润马光能光伏坚持国际化，专业化的创新发展之路，拥有一

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研发团队。公司多年来在注重培养高

层次技术人才的同时聘请了多位光伏行业的专家，教授担任技术

顾问，并与国内外的著名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全力打造

国际一流的产品技术研发中心，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未来的发展中，润马光能光伏将继续秉承先进的企业管理

模式，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打造优秀的企业理念，

争做光伏行业国际一流的供应商。

山东三齐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是集研发、制造、销售、国际贸易于一体的智慧能源综

合应用企业。公司致力于“太阳能 +”清洁能源综合应用的研发和

推广，为民用、工业、商业等领域提供热水、采暖、制冷、照明

等智慧能源的解决方案。

公司一直坚持技术创新，拥有太阳能热利用的核心技术，是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在美国加州建立了太阳能光热系统应用

研究院，拥有中、美、欧产权保护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及软件

著作权等 30 余项。

公司秉承“齐心、齐力、齐志”的企业精神，坚持以太阳能

系统技术创新为引导、以智慧能源发展应用为己任，不断开拓进取，

为节能减排、新旧动能转换贡献力量。

山东上明晶硅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生产基地位于商河县经济开发区科园街

欧洲工业园内，是一家精品光伏组件制造商，具备单、多晶常规

组件、PERC 高效组件，半片组件研发、生产、销售能力。

公司专注于光伏组件的创新、研发及生产，紧跟国家政策步伐，

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为超过 20 国家及地区 1000MW 以上的

光伏电站项目提供产品服务，已成功开拓非洲、欧洲、北美及亚

太市场。

山东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山东安装）是

1958 年奉令调来山东组建的国有企业，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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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成为一支技术力量雄厚、检测手段完善、施工经验丰富的大

型综合性安装企业，具有机电工程施工总包壹级、电力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承装修试资质证书三级

资质，具备冶金、石油化工、电力工程、钢结构、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环保工程等施工承包资质。

目前公司注册资本金 13000 万元，现有在册职工 2180 人，其

中注册建造师 78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20 名。多年来，公司始

终遵循“用户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宗旨，连续多年被评为“工

程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全国优秀施工企业”“中国施工综合实

力百强企业”“全国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称号，先后四次获得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山东安装自 2009 年开始进军光伏行业，以自有厂房及上下游

产业链厂房为基础，为客户提供优质光伏发电工程的开发、设计、

施工、运维等一站式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截至 2020 年底公司已

承接竣工完成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扶贫项目、大型地面电

站项目、渔光互补项目、农业大棚项目、充电站项目共计180余个，

建设光伏电站容量超过 2GW，业务范围已覆盖全国 20 余省，其中

外资合作项目 30 余个。我们以客户利益为核心，以专业的人员和

技术支持、工程设计能力和丰富的项目建设经验与山东能源集团、

中国建材、中电投、京瓷等知名企业达成了良好合作关系。

山东安装数十年来一直秉承“坦诚、务实、专业、创新”

的思想，致力于打造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互惠互赢，为所有客户提供一站式绿色能源环保服务，建设全国

有影响力的光伏产业集群，共筑新能源的中国梦，携手开创转型

发展新时代。

山东安装始终贯彻以追求合作伙伴最大利益为目标，竭诚为

合作伙伴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公司拥有行业内突出的投资能力、

成本控制能力以及业内顶端的施工标准及施工流程，现面向全国

寻求光伏业务开发，欢迎优秀的户用、分布式企业合作加入。

山东晟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临沂市兰陵县经济开发区，公司主要代理销售太

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制造光伏支架、光伏配件等，

公司拥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和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并同时进行各类大、中型太阳能地面电站设计、安装、 维护等。

公司现拥有多位技术人员组成的研发设计团队，和生产、销

售经验丰富的优秀员工，并组建了专业的安装、维护太阳能光伏

电站的优良队伍。 公司一直信奉 “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发

展”的经营理念，在卓有成效的高级策划和科学管理下茁壮发展。

本着“天赐能源，分享阳光”的企业远景，力争为人类的新能源

建设做出贡献。

山东顺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金 1050 万元。是经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批准的具有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勘察设

计资质的电力工程设计企业。公司主要从事 110KV 及以下输变电

工程的设计、施工及 EPC 总包业务。在多年的专业设计实践中，

公司实现了对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制图一体化，并在安全可靠、

技术优化、成本控制等方面中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技术方案和设计

规划，从而实现双方互赢。

公司成立十年来，参与了许多重大项目的电力工程建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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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荣青城际铁路烟台南站配电工程、龙口工商联大厦配电工程、

烟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局配电工程、华为大数据项目电力线路

工程、中南熙悦小区居民配电工程等，目前公司电力业务已覆盖

山东省各县市区。

随着国家新能源行业的不断发展，公司紧随国家新能源产业

政策步伐，于 2017 年进入新能源业务领域，业务覆盖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储能、充电桩等，并不断在新能源领域潜心发展。经

过多年的拼搏与努力，公司已经逐渐形成了以传统电力业务与新

能源业务并行的发展模式。

顺源电力一直秉承“专注、规范、创新、共赢”的价值理念，

以通过整体、系统的服务方案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为己任，同时

不断创新优化服务方案，为客户获得可持续收益保驾护航，我们

真诚希望，顺源电力与您携手共进、合作共赢、再创佳绩。

山东硕响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创建于 1993 年，在中国从事国内外贸易业务，2002 年公

司进驻中东市场，在阿联酋 -- 迪拜建立了综合贸易有限公司开拓

海外业务。2009 年公司与阿联酋 -- 迪拜 H&S 综合贸易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志阳合资成立了山东硕响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坐落

于山东济宁市兖州经济开发区，公司占地面积 300 亩，总投资为 6

亿元人民币。硕响新能源是一家主要从事高性能光伏电池、光伏

组件、光伏逆变器、太阳能灯及电站业务相关应用产品的生产、

研发、销售及安装垂直一体化中外合资企业，其产品应用于住宅、

商业和地面光伏电站发电系统。

公司荣誉

2009 年公司通过了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

委员会关于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方面的系列标准审核认证，取得

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明了公司能持续稳定地向

顾客提供预期和满意的合格产品，以顾客为中心，能满足顾客需求，

达到顾客满意。

2010 年公司通过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审核，证明了硕响公司有能力向客户提供环保产品。

2012 年公司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审核认证取得了 CQC 认

证证书，表明硕响产品符合相关的质量、安全、性能、电磁兼容

等认证要求。

2013 年公司通过了欧盟电工产品合格测试与认证组织颁发的

欧盟产品安全标志 CE 认证证书。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海外市场的

知名度。

技术领先：技术研发自主化、生产能力国际化、市场服务一

体化。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打造一个“技术研发自主化”“生

产能力国际化”“市场服务一体化”的光伏新能源企业。利用已

有光伏电池技术的优势，致力于提供卓越的高转换效率、高发电

效率和高可靠性的光伏组件，使客户在光伏项目上的效益最大化。

硕响新能源在产品研发领域，我们非常重视与行业专家、国

内外一流的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的合作，建立了良好稳

定的合作关系，成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研发部。研发部始终

致力于开发新一代技术创新保证产品不受热斑和电势差引发的衰

减效应影响，主要推广产品为单晶 350 瓦—405 瓦—440 瓦组件，

以确保我们的产品站在行业的最前沿。

质量保障：高功率、可靠性和安全性

公司严格监控整个生产流程，每个生产质量控制点均配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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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控设备以及完整的数据记录。每一个电池和组件要经过至少

36 道严格的质检程序，并接受先进的 CQC 认证实验室的全面内部

环境测试。它模拟各种极端气候条件如热带湿润地区，沙漠高温

干燥地带，沿海盐雾或农业氨气等情况下，从而测试组件在这些

野外恶劣条件下的长期稳定表现。因为我们承诺组件在任何环境

下，至少 25 年的高功率输出。组件必须按照最高质量标准生产，

这也是为什么硕响始终保持着组件最高的工业设计、生产标准，

确保光伏系统在经历了 25 年之后，仍保持可靠的发电量。

公司愿景：能源硕响、绿色硕响、财富硕响、阳光硕响

公司使命：创造知识产权、满足市场需求。

对于品质的坚守和热忱，渗透于公司的生产的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员工，每一个硕响员工竭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为

了实现这一点，每个硕响员工不断评估和反省，不断精益求精，

努力提高并精进工作质量。

一流的行业经验，不懈的研发创新，专注的客户服务及稳定

的财务状况——山东硕响新能源是您最值得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山东斯奈克售电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热、光伏发电系

统工程、高低压输变电工程、光伏应用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

安装运维及相关咨询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面对分布式光伏纷繁

复杂的发展局面，山东斯奈克凭借执着追求、科学设计、精心施工、

创造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完成推广建设户用光伏电站 1000 余座，

工商业分布式电站 10 余兆瓦，并签约多家一线品牌组件、逆变器

生产商，为周边户用光伏安装团队提供货源及仓储便利。

山东斯奈克坚持“以质量取胜，以服务致胜”的发展理念，以“打

造低碳城市，共建碧水蓝天”为发展目标，积极推动新能源产品

开发利用，将公司打造成为新能源和新型建材行业中集销售、系

统集成、工程安装、售后服务为一体的最优质系统集成服务商。

山东苏乐光伏配电箱厂

山东苏乐光伏配电箱厂是一家专注于光伏系列产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核心产品有光伏配电箱壳体和并网成套

设备、光伏直流线、光伏压块、MC4 接头、光伏逆变器。

 我们自主研发的 SL 系列光伏专用配电箱，涵盖了 3-800kw

分布式光伏电站全部区间，包括直流汇流箱、交流汇流箱、交流

并网箱、防孤岛并网柜、监控箱等，具有高稳定、低故障、超耐

用等优势。其中 10kw/20kw/30kw/50kw/100kw/200kw/500kw 等规

格的爆款产品已经销往全球，并广受好评！

我们专业定制生产的光伏直流线、MC4 接头、光伏压块和塑

翼螺母等配件，秉持最高标准，以质量可靠、性能稳定、性价比

极高见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光伏电站安装、运维经验，尤其擅

长光伏电站“疑难杂症”的诊断和维修。我们独家推出的“光伏

DIY+ 顾问全流程指导”安装模式，圆了数百位朋友半价安装高品

质电站的梦想，将户用电站的回本周期由 5-6 年缩短至 3-4 年，

实现收益翻倍。

公司位于物流之都山东临沂，具有发货快、运费低、覆盖全

等优势，同时我们也拥有专业的技术队伍，可以提供光伏电站全

流程咨询服务。

电话：18669675127（微信同号）  18669518286（微信同号）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伦达国贸城 

网址：www.sule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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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泰安市凯耀商贸有限公司）

专注于户用光伏电站的开发 建设 运维，注册资金 500 万。天成

光电：公司拥有销售、设计、现场勘察、施工、运维人员共50余人。

创立五年多以来，始终秉承“诚信、务实、精益、创新”的企业

文化，致力于“品质第一重要”，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力

求使客户满意，并一贯认为客户的满意要远比竞争更为重要。我

公司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售后服务任务，时刻准备着为客户服务。

服务目标：用户第一、信誉第一、优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是

我们产品价值的延伸和对客户利益的重要保证，我公司服务质量

管理体系的宗旨是：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合理、高效的服务质

量管理体系，公正、准确、及时地完成客户的售后服务质量保障

工作，为我公司的客户建立良好、全面、充分的服务体系。

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赢，我公司承诺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实时监控

客户电站。

公司本着诚信经营、品质如一的原则，力作光伏行业第一品牌，

五年如一日，现已泰安各地区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做良心电站，

筑百年天成。本公司携手泰安农商银行为客户提供光伏金融支持。

企业愿景：成为卓越的光伏行业品牌服务商。

企业使命：倡导行业规范，实现员工最大价值观，让更多的

人享用节能环保的太阳能产品，提升人类生活品质。

企业价值观：诚信 感恩 品质 真诚 公平。

企业精神

1. 团结拼搏、艰苦创业

2. 信誉为本、优质取胜

3. 追求卓越、奉献精品

4. 精雕细琢、勇攀高峰  抓住目标 全力以赴

经营方针

1. 造价合理、服务周到

2. 信誉第一、用户至上

3. 以人为本、精诚合作

4. 诚信守约、终身负责 质量方针：加强质量意识、端正质量

态度、规范质量行为、树立质量风气

企业口号：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管理理念：利益共享、分工协作、实现共赢、共同发展、崇

尚责任、崇尚竞争、追求品质、追求高效

服务宗旨

1. 客户至上——满足客户的需要，永远排在工作第一位。

2. 主动热情——积极热情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3. 礼貌微笑——每个员工对顾客服务应具备的基本要求。

4. 团结协作——和谐团队精神是达到最高效率和最佳服务的

基础。

以上宗旨是本公司服务的最高准则，务必牢记，忠实奉行，

随时反省。

我们的宣言：以质量求生存 以信誉促发展

山东沃迪客经贸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总部坐落在美丽的滨海城市烟台开发区，

2012 年“沃迪客”商标获得批准，公司旗下包含光伏发电、煤改

电空气能、新风净化系统、消防排烟系统、储能等项目，公司被

评为“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山东省商业诚信企业”“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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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家电协会理事单位”“烟台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2019-2020

光伏优秀集成商”“中国分布式光伏 2019 年度之星”“中国光伏

诚信经营企业”“山东光伏优秀集成商”等荣誉称号。

山东沃迪客经贸有限公司全体人员一直本着“以德为先、以

和为贵、以信为本、尊重顾客、尊重员工”的经营理念，服务客

户的宗旨，行业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拥有庞大专业的客户运维

系统。山东沃迪客经贸有限公司将一如既往，以诚意、优质的产品、

完善的售后服务面向市场，面向朋友，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烟台唯一一家能源局备案光伏集成商，胶东最大新能源光伏

企业，国家扶持项目，绿色能源持续发展项目。

电话 ：0535-6387488  

地址：烟台市开发区湘江路 7号（沃迪客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小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济南市国资委所属山东小鸭集团下属骨干企业，公司

注册资金 6010 万，引进意大利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致力于太阳能、

空气能、生物质能等绿色、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及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现已走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的前列，

是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光伏电站和光伏扶

贫的推动者，是“煤改电、煤改清洁能源”的先行者，是太阳能 +

多能互补清洁能源综合用的先行者、探索者和推广者，企业已经

跻身绿色清洁能源综合利用行业的前列。

山东晓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集科研、销售、安装、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

科技公司。公司以客户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为主要经营模式，以

户用光伏、工商业光伏、光伏大棚、光伏地面电站等为主经营类

型开展光伏相关业务。公司选用的所有产品，品牌、性能及质量

均位于同行业领先水平，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高度认可并授予

山东晓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优秀集成商”的称号。

以 2019 财金光伏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的圆满收官为基础，公司

不断开创新局面，光伏电站建设和管理进一步规范，运营及发电

效率大大提高。以安全为前提，以质量作保证，以让政府放心、

百姓满意为目标，公司与临沂财金集团共同投资、承建，并圆满

完成了2020“财金光伏助力乡村振兴项目”，项目总投资5.6亿元、

总装机容量约 143MW，可连续 20 年每年为经济薄弱村集体和村民

增收 1436 万元，有力助推了全市三年清零脱贫攻坚任务，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支持临沂

市慈善事业发展，山东晓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临沂市慈善

总会执行会长单位，自愿向临沂市慈善总会捐赠 100 套户用光伏

电站系统，总价值 530 万元。按照临沂地区光照时间，100 套光伏

电站年发电量为140万度，2019 年户用光伏全额上网电价为0.5749

元 / 度，直年收益为 80. 48 万，国家发电补贴 20 年，20 年总收

益为 1449 万元，均用于慈善救助。

公司高度重视电站的质量和安全，所建电站严格按照“国家

领跑者计划”质量标准进行设计、选材、建设。临沂市 3 区 9 县

均有售后服务网点，为临沂市提供 20年的稳定就业岗位 300 余个，

售后人员全是当地人员，人员流动性小，售后人员稳定。旨在让

政府、银行放心，让业主满意，建立长效机制，让业主长期收益。

在以后的发展中，山东晓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仍会和政府、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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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起，让更多企业及个人都能享受到光伏的恩泽，我们也将继

续努力，坚持以“打造绿色环境，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向光

伏美好愿景不断迈进！  

山东鑫泰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加工、销售单、多晶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双玻双面组件，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等产品为一体的生产

型企业。

公司总部坐落于繁荣美丽的日照市东港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公司环境优美，团队年轻，管理科学，机制灵活，拥有先进的生

产设备，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和雄厚的技术研发能力。

山东鑫泰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

业界的认可。我们将坚持以品质树品牌，以创新求发展，走产品

专业化的道路：与客户真诚合作，以实现共赢为目标。继续秉承

用户至上、诚信为本、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的经营理念

和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锐意进取，以优良的产品、一流的技术

支持、优质快捷的服务回报国内外客户。

公司于 2017 斥资 8800 万增设新公司：山东鑫澳新能源有限

公司，新厂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长岭镇工业园，占地面积 30

余亩，主要建设 2 栋 40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涵盖两条太阳能

组件全自动化生产线，年产量突破 200MW。

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售至国内、东南亚、欧洲、美洲、

非洲及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客商莅临日

照鑫泰莱光电有限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共同致力于能源

产业的繁荣和发展。

山东一木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太阳能组件销售和光伏电站安装公司，业

务涉及电站组件、逆变器、相关配件的销售和分布式家庭屋顶、

厂房屋顶、地面电站、光伏大棚以及渔光互补等电站的安装并网

一站式服务，同时投资运营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 ( EPC) 项目，微

网储能系统和光热发电等太阳能应用项目的咨询、设计及运营管

理等一站式解决方案。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公司全方位拓展，业务遍布全省各地，组件销售全国，公司

具有丰富光伏电站安装经验，做到专业化设计，标准化施工。售

后部拥有世界一流的德国红外线成像检查仪两台、德国 PV 组件隐

裂检查仪一台、德国 PI 线路检修仪一台，能够快速、方便、准确

检查光伏组件隐裂、线路连接情况，及时排除隐患。

公司持有 5 兆瓦分布式光伏电项目、工商业 1.2 兆瓦光伏电

项目，收入专门用于运维人员工资保障，对用户20年售后保驾护航，

使用户买着放心、安装省心、售后安心！

公司将继续秉承“管理创造价值，服务提升优势，品质至上，

服务至优”是公司的发展理念，继续潜心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行业，

做光伏安装行业的领路人，继续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公司

上下齐心努力将“一木”品牌做大做强。

电话：0535-2898888

手机：15166848888 13863817797

网址：http：//www.gfpxlm.com

地址：山东省莱州市文昌南路万通市场 7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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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易特诺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HBFD 太阳能专用防冻换能导热液

HBFD 空气能热泵专用导热液 (介质 )

HC-A 全合成太阳能专用防冻液换能导热液

产品性能

本产品是美国易特诺石油国际集团根据太阳能循环系统而专

门研究设计的纳米环保型专用防冻换能导热液。产品是集环保、

长效、防腐、防冻、防垢、防沸、导热为一体的纳米环保防冻导

热液。依据导热要求，特别添加了美国易特诺石油国际集团生产

的纳米级水性导热材料，导热性能特别优异，能在温度达到 150C

保持非常稳定的物理及化学性能。本产品的热膨胀系数非常稳定。

产品添加的有机防腐剂可完全保护铁、铝、铜、锡、不锈钢等金属、

聚乙烯、聚丙烯等合成材料不腐蚀，无毒环保，有效期长达五年。

本产品主要原料为食品级及医药级多元醇，不含乙二醇 ( 有

毒性 )，在使用过程中，万一循环系统发生意外泄漏情况，人体接

触或吸入该太阳能防冻换能导热液也对人体无害，是当前世界最

先进环保的太阳能防冻换能导热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畅销。

产品用途

本产品是针对太阳能循环系统专业生产的纳米太阳能防冻换

能导热液，对利用真空管或金属集热板采热后的热交换，具有优

异的吸热、换热及储热和防冻性能，是传统太阳能防冻液所不及的。

适合于不同温度下的不同地区使用。

本品可制成浓缩型纳米防冻换能导热液

在使用浓缩型纳米防冻换能导热液过程中，参照表二添加去

离子水 ( 或蔡国水 ) 即可成各种凝点及沸点的纳米防冻换能导热

液，使用和运输极为方便，特别适合出口及长途运输，可以大大

节约运输费用。

山东中科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蓝天是国内专业从事新能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是新能源行业领军品牌。公司始建于 1996 年，

依托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

天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的先进技术，形成了强大的技术研发层和全

产业链联动系统，专注清洁能源领域，以太阳能光热、光伏、空

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多能互补”清洁能源技术，打造全方位。

一站式综合性多能互补系统，高效解决家用、商用、工农业用等

各领域热水、采暖、制冷、光电等需求。中科蓝天多能源系统综

合解决方案，实现建筑绿色环保零能耗，引领清洁能源产业科学

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致力绿色发展，奉献清洁能源。

未来，中科蓝天定位多能源综合应用全球服务商。践行新一轮技

术创新和产业变革， 向更广阔的新能源领域探索前进。

山东众得利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致力于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光

伏电站集成安装且自主知识产权而成立的高科技新能源公司，

“十三五”期间，公司抓住光伏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

投资布局光伏产业中下游，实现了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现公司

设总部 1处、办事处 5处、智能仓库 1处，公司总部员工 20 多人，

合作伙伴 100 余人，更将产业项目逐步升级为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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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多产业并举的发展模式。

公司自始至终一直秉承“如何建造一座好电站”的匠心质量

理念。荣获全国光伏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全国光伏行业质量领先

品牌，全国质量诚信先进企业，全国消费者质量信誉保障产品等

多项荣誉；同时公司坚持“众得众利”的共赢理念，让千万家庭

装上安心、放心、省心的电站的同时，享受到分布式光伏带来的

空前红利。

展望“十四五”，公司将继续肩负起拉动中国太阳能光伏产

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历史重任，秉承“气聚人和、自强不息”的企

业精神和“众得众利、止于至善”的企业价值观。坚持超前性规划、

高起点设计、规模化安装、系统化推进的原则，立足淄博、辐射

全国。积极发挥光伏电站系统的集成优势，倾力打造“省内领先、

国内知名的光伏产业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安装商和服务商”。

山东大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大象集团始建于 1992 年，是以房地产开发、装配式建筑

的研发推广、新能源利用三大产业为核心，集建筑装饰、市政园林、

工程造价、设计研发等业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致力

于绿色建筑、低碳产业发展，通过规范、先进的企业文化和稳健、

专注的发展模式，与社会各界携手，共筑美好未来。

山东大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山海大象集团旗下集新能源开

发、融资、设计、建设、运维、管理于一体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是以光伏发电项目 EPC 总包、光伏电站项目投资、智能运维服务、

光伏设备销售、电力生产及配售、新能源技术研发与推广等业务

为主的新能源公司。自成立以来，大象能源不断加强与各地的战

略合作，寻求共同发展。目前，业务范围遍及全省多个地市及区县，

并成功与省内多家知名光伏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大象能源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致力于打造绿能世界，

助力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为社会提供清洁、安全、

高效的绿色能源。

山西奥博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山西奥博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奥博 ) 位于山西省繁

峙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园 108 号奥博智慧产业园。奥博总部

位于青岛西海岸国家级新区，奥博专注于新能源领域，是国内领

先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服务商，主要从事光伏、光热产品及系统

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园区综合能源相关的工程设计、

施工、运维服务，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奥博秉持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可提供合同能源管理、融资

租赁、联合开发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业化

服务。

奥博繁峙智慧产业园已建设完成年产 1GW 的太阳能光伏组件

生产线和年产 50 万支中高温金属直通管生产线。生产线采用可视

化全自动流水线和行业内领先的机器人技术，重要工序全部由机

器人操作完成。其中太阳能中高温金属直通管生产线是国内首条

智能化生产线。奥博智慧产业园是融合了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新能源生产基地。

上海金友金弘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友金弘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信部百项团标示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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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企业，工信部知识产权示范试点企业。苏浙皖赣沪名牌 50 佳企

业。有一百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一件软件著作权专利。

上海市“重合同 守信用”企业。金友光伏电缆荣获上海名牌产品

称号。（股票名称：金友智能，股票代码 830994）。注册商标：

金友JINYOU（注册国家：中国、美国、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

公 司 分 别 通 过 ISO9001：2015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通过了 TUV 莱茵认证，TUV 南德认证，欧盟 CE 安全认证、

CCC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PCCC 北京电能认证、UL 美国保险商

实验室认证等产品认证及 ROHS2.0 SGS 测试。有电线电缆的全国

工业品生产许可证。

公司负责起草了能源局 NB/T42073-2016《光伏发电系统用电

缆》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光伏发电系统用电缆》CEEIA B218-

2012 标准。2008 年起专业生产光伏发电系统用交直流光伏系统用

电缆，第一家通过光伏电缆的国家级鉴定。公司产品已被国电投、

华电、中核、中广核、大唐、三峡、葛洲坝、中国电建、中国能建、

中节能、南瑞、十一院、华东院、特变、阳光、隆基、上海电气、

宝钢等公司用于世界各地的光伏项目。2020 年光伏电缆销售突破

10 万公里，服务 10 吉瓦以上光伏电站。

公司和国电投、华电、国网研究院、西安交大，西安高压电

气研究院等共同研发智能光伏预装式变电站，负责起草国家标准

GB/T17467《高压 / 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智

能光伏预装式变电站》CEEIA B231-2016 标准。公司生产的智能

光伏预装式变电站投运六年来安全、稳定、可靠、高效。2016 年

4 月通过江苏省产品鉴定 , 鉴定组一致认为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评为江苏省首台套。

公司和上海复旦大学研究开发的智慧能源系统的系列产品已

投入运行，产品标准正在拟定中。

公司拥有老中青结合的高级技术和管理队伍，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有获得国家补贴的专家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

硕士。建有院士工作站 1 个，硕士研究生工作站 1 个。大学生实

习基地 1 个。公司与全国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着广泛的合

作关系，能帮助客户和与客户合作开发新产品。公司拥有健全的

研发、管理和服务体系，能保持使产品不断创新，不断满足市场

变化需求。公司拥有进出口自营权。

公司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外青松公路 1148 号。

交通：高速 G2、G42、G1501 高速公路安亭出口；高铁安亭站；

地铁 11 号线。

固定电话：086-21-69571555     传真：086-21-69571666      

邮箱：sales@cnshjy.com        网址：www.cnshjy.com

上海玖开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一切为了让客户更好，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作为企业宗旨；

树一流企业形象，勇攀高峰作为企业精神；国际化拓展，实现产

品全球化作为企业战略前景。让玖开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玖开！

上海玖开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是中国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始

终如一致力于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中国本土专业的

弱电线缆及特种电缆的生产企业之一，拥有多条世界先进的自动

化电缆生产线和当今一流的试验、检验设备，以及电缆安全检测、

应用的大型实验室。公司聘请了国内资深的电缆技术专家组成企

业的技术团队；严谨的质量控制及安全方针确保产品符合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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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国家标准；产品销售网络立足中国大陆并出口美洲、欧洲、

中东、东南亚、非洲等数十个国家地区；与多家一流的全球性电

子企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公司主要产品有：拖链线缆、电梯线

缆、光伏线缆、UL 电缆、工业自动化与控制电缆、拖链与机器人

电缆、充电桩线缆和精品家装线缆等特种电缆近十几个大类，上

千种规格。玖开产品均全面通过国家级专业机构的检验和测试，

通过了并拥有国家安全强制性认证（3C 认证）、美国 UL 认证以及

德国 TÜV 认证、ISO9001：2015 质量体系认证等证书，荣获重合同

守信用企业 AAA 企业、CQC 质量体系认证、IATF16949：2016 认证

证书、DEKRA 认证等 100 强等荣誉称号。

上海玖开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山东大区总监：单长龙 手机：13021722833

行政总机：021-37100188

投诉电话：021-37100188-838

家装线采购热线：021-37100188-810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 875 号

上海友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友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孵化自中民智荟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以主流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多年户用电站投资、

运营和管理经验，提炼科学、高效的户用电站业务、工程、运维

管理方法，为企业提供分布式光伏电站整体业务管理数字化解决

方案。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SAAS 云平台涵盖

企业户用光伏业务全流程，包括业务管理、工程施工管理、监控

运维、供应链管理、CRM 系统、增值业务（电子合同、银联代扣、

国网电费划转等）。

公司目前服务线上光伏企业 150 余家，累计服务户用光伏签

约5万余人，持续运营电站2.3余万座，管理资产总额超 15亿元。

友夸光伏云 SAAS 云平台涵盖企业户用光伏业务全流程，包括

业务管理、工程施工管理、监控运维、供应链管理、CRM 系统、增

值业务等。切实根据企业自身业务特点，针对性提供符合企业发

展战略的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

友夸团队由高学历、高素质人员组成，现有规模 50 人，团队

成员学习能力强、执行效率高、运营反应迅速、应变能力灵活，

能够在已有行业经验之上，敏锐洞察光伏行业市场先机，并快速

反应，以求达成更快、更好为光伏企业服务的初心。

上迈 ( 镇江 )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迈新能源是由施正荣院士和一群业界资深人士所创建的从

事新型光伏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创新型科技公司。

上迈新能源创造性地开发了新型高分子聚合物复合材料，开发了

该复合材料应用于高效晶体硅太阳电池的组件封装技术及其产业

化生产工艺和装备， 成功研制了无玻璃、轻量化、薄片化和柔性

化的新型晶体硅光伏组件“eArc”。eArc 光伏组件的诞生无限地

拓展了光伏技术应用的想象力！

深圳创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20 年 01 月 15 日登记成立，由创维集团核心产业深

圳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司控股，是一家集光伏等多种新能源模式

电站的开发、设计、建设、运维和咨询服务为一体的新能源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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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企业。公司以“光伏 + 普惠金融 + 数字科技”为商业模式指导

思想，重新定义户用光伏行业标准，在商业模式、产品质量、客

户服务上均做到行业标杆，引领户用光伏市场生态，旨在实现普

惠的目标，为千家万户送去可观的收益。

公司依托“4+1+1”独家管理系统平台，与专业国企金融机构

合作，为用户提供光伏产品以及 15 年期在线金融支持，并通过公

司运营的专业手机终端应用程序和 PC 端管理平台，对户用光伏

电站的获客、实施、金融对接和运维的全流程进行管理和服务。

创维光伏产品的四大优势

金融优势：15 年金融解决方案，终端客户获益更多

技术优势：资深专家，系统赋能，智能后台，五星服务

供应链优势：行业大牌，品质保障，15 年超长质保

仓储物流优势：自营仓储，全面覆盖，快速配货，物流直达

公司在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地均设立了省级运营中心，

通过强大的渠道商赋能管理工具、科学易行的施工过程监管和验

收体系和智能化运维平台，远程辐射精准管理每一个电站，为用

户带去真正属于他们的收益，帮代理商收获持续发展的机会。

联系我们

深圳创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kyworth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Co.， ltd

电话（Tell）：400-885-8069

邮箱（Email）：cwgf@skyworth.com

北区运营中心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 A2 区 4 号

楼 5层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063）专注于新

能源和电气传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要产品包括

风力发电产品、光伏发电产品和工业传动产品等，拥有完整的大

功率电力电子装置及监控系统的自主开发及测试平台。公司通过

技术和服务上的创新，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现已成为国内最具

竞争力的电气企业之一。

光伏产品介绍

公司拥有组串式、集中、集散、三种方案产品。在组串式方案中，

包括户用 5kW ～ 8kW 单相机型，商用 10kW ～ 100kW 的三相中功率

机型、大型电站用 40kW～ 125kW以及 DC1500V 225kW大功率机型。

同时提供对应的 WiFi/GPRS 无线模块、智能数据采集器产品，满

足系统的远程监控和运维管理需求。

在集中式方案中，包括 1000V 系统用的 500kW、630kW、800kW

并网逆变器和 1500V 系统用的 1250kW 和 1562.5kW 并网逆变器，

以及对应的 1000V 和 1500V 系统的直流汇流箱产品。同时提供

1MW、1.25MW、1.5625MW、2MW、2.5MW、3.125MW、4MW、5MW和 6.25MW

的集装箱式、箱变一体机式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组合产品。

在集散式方案中，包括 1000V 系统用的 800kW、1000kW 和

1250kW 并网逆变器，同时提供 1MW、1.25MW、1.6MW、2MW、2.5MW、

4MW和5MW的集装箱式和箱变一体机式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组合产品。

项目应用

经过多年的市场深耕，禾望智能逆变器已在全国市场遍地开

花，产品凭借高发电、高颜值、性能稳定等亮点备受客户的好评，

更是打造了不少行业的标杆案例。比如铜川 250MW 光伏技术领跑

基地项目、中电朝阳 500MW 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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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格勒 118MW 光伏电站项目、贵州盘州 30MW 屋顶分布式项目、

菏泽市无量光伏 20MW 太阳能项目、安徽六安 3.8MW 光伏扶贫电站

项目等等。

技术团队

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人才强企”的理念，拥有一支不

断壮大的包括博士、硕士等在内的技术过硬、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队伍。其中本科（含）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 53%，硕士（含）

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 20%，研发队伍中硕士研究生更是占研发总人

数的 47%，且每年 10% 以上的销售额作为研发投入。

公司荣誉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465 项，发明专利约 60 项，同时还拥

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南山区纳税百强、深圳市科技进步奖、国家能源科技进步奖、深

圳市质量协会理事单位、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会员、中

国电器工业协会会员、广东省电源协会理事会副会长单位等荣誉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航新能源”）

总部位于中国深圳，是深圳首航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首航集团

2007 年成立，涉及通信、能源、工业园区投资、贸易等业务，其

中首航新能源已经跻身为中国组串式逆变器企业 TOP5，印度、波

兰、荷兰、英国、巴西、意大利等国顶尖逆变器品牌，全球户用、

工商业储能系统首选品牌。

依靠首航集团的雄厚实力和资金支持，首航新能源于 2013

年成立，专注于逆变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并且向客

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主要提供 1-10W 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

4-230kW 三相光伏并网逆变器、3-20kW 离并网一体逆变器、储能

电池、电池柜、充电桩以及“光、储、充”系统解决方案等系统

配套产品。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

的动力源，培育了一支研发经验丰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专业

研发队伍，目前现有员工超过 600 名，其中研发人员超过 200 人。

目前，首航新能源在中国的深圳、武汉、上海设立科研中心，在

中国深圳、无锡、东莞、河南，印度、波兰、德国、香港、韩国

等地设立公司，市场及服务辐射国内外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向国内外众多地面光伏电站、商业电站、家用电站和储

能电站提供优质的逆变器、电池等，产品先后获得中国 CQC，

中国“领跑者”认证，英国 G83、G59，德国 VDE-AR-N 4105、

VDE0126-1-1，澳大利亚 AS4777，法国，西班牙 RD1699，比利时、

希腊、土耳其、波兰、荷兰、丹麦、泰国、巴西、越南等国家认证，

得到客户的高度赞许。

未来，首航新能源将不断升级消费者使用体验，从客户出发，

创造性地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做业内最具创新性的专家型

企业，做客户引以为傲的合作伙伴。首航新能源还将肩负起新能

源企业的使命，加快能源互融和智慧互联步伐，推动全球清洁能

源应用与普及，创建绿色美好家园。

深圳市斯曼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曼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SMK Solar）是一家专注

于研发和制造光伏热水器、太阳能离网逆变控制一体机、MPPT 太

阳能充电控制器、光伏通讯基站控制器 . 锂电池系统及用户侧智

慧能源管理解决方案的新能源企业。公司研发的太阳能离网及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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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逆变器功率覆盖 1-45kW，产品适用于户用、商用、光伏扶贫、

大型地面电站及各类储能电站场景，并已在全球广泛应用。

这次 SUCE 2021 第十六届中国（济南）太阳能利用大会暨综

合能源展览会主推光伏电热水器，是将太阳能板产生的电能通过

MPPT 太阳能加热控制器，以最大效率提高给电加热棒，给水箱的

冷水加热，以供用户使用，控制器自带智能控制功能，提供光伏

加热，光伏市电同时加热，光伏市电智能切换、保温、节能等多

种个性模式选择，充分保障家庭一年四季的热水需求。此产品无

需屋顶安装，工程操作简单，投资回报率周期短，非常适合国内

市场。

网站：www.smksolar.com

邮箱：info@smksolar.com

电话：0755-8616 8284/13751722117

地 址：No.68 Baigongao Industrial Zone，Fucheng 

Street，Longhua District，shenzhen City， China.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茜坑新村佰公坳工业区 86 号

主营产品

PV Water Heater 光伏热水器

Hybrid Inverter 逆控一体机

MPPT Solar Charge Controller MPPT 太阳能控制器

Lithium Battery System 锂电池系统

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英威腾光伏”），

是一家以电力电子和逆变技术为核心，集光伏逆变器及其相关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产品

有并网逆变器、储能逆变器、离网逆变器、水泵逆变器、终端选

配件和系统监控平台等，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光伏产品

和解决方案。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 002334）旗下子公司。

英威腾光伏拥有技术和资源优势，自主研发的并网、离网、

储能三大系列光伏逆变器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户用、工商业及大

型商业电站等。产品已通过国内外多项权威认证，成功销往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品质保证，为旗下全系

列光伏逆变器购买产品责任险，为客户提供安全保障。

精耕市场，强化发展。历年来，公司业绩不断增长，业务不

断扩大。受到客户认可，也获得多方面的荣誉。目前公司位居国

内行业十强，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获选最受欢迎十大光伏户

用系统品牌，中国“十大”分布式 /组串式逆变器品牌，中国“十

佳”光伏电站 EPC 供应商，中国“十佳”分布式电站开发商，中

国储能产业最具影响力奖，中国绿色发展突出贡献奖；也是广东

省自主创新100强企业，广东优秀企业，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等。

未来，英威腾光伏将加快光伏业务发展与市场布局，为用户

提供更具能源效益的产品，更值得信赖的解决方案。

沈氏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公司位于河北省宁晋县黄儿营工业区，

北临青银高速公路和 308 国道，西距京港澳高速 25 公里，离省会

石家庄 60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非常便利，公司占地 13 万

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16000 万元，注册资

金 1500 万元，年综合生产能力 10000 公里，拥有职工 380 余人。



-130- -131-

企业介绍/Company Profile

河北沈氏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公司主要生产：环保型、

阻燃型、耐火型、防火型等系列电线电缆，铝合金电缆、塑料绝

缘控制电缆，额定电压 1KV 和 3KV 塑料绝缘电力电缆、35KV 及以

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布电线、绝缘架空电缆等诸多品种。

产品已大量为求实集团、正定管廊、国家电网、中国联通、挣万高铁、

平煤神马、石家庄奥体中心、新奥能源等大型客户及重点项目工

程提供了优质的产品服务。

沈氏电缆光伏能源部以为响应国家绿色能源号召，沈氏电缆

有限公司销售光伏线电缆任何附件包括：光伏线直流线缆 PV1-F、

MC4 连接器、交流电缆 YJV、YJV22、铝电缆 YJLV、YJLHV22、ZR

阻燃电缆、BV、BVR、单芯线、接地线、RS485 通讯线等实现光伏

一站式采购，价格更优惠。

公司拥有先进的硬件资源系统，拥有配备先进的 X-RAY800NXT

在线测偏仪装置的 CCV 干法交联机组生产线 3 条、连拉连退拉丝

机组、框（管）式绞线机、辐照交联机组、塑料挤出机组、承缆

铠装机组、钢丝铠装机组等生产设备 60 多台（套）；拥有电气性

能测试系统、金属非金属机械性能测试系统，结构性能测试系统、

高温环境试验系统、低温环境试验系统、燃烧（环境）性能测试

系统等检测设备 30 台套，可实现对原料进厂到产品生产与成品交

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公司先后通过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认证、“CCC”中

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I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被河北省消费者协会授予“质量信得过单位”

称号，连续十五年被市、县评为纳税先进企业；是“重质量讲诚

信树品牌重点推荐经营示范单位”。

创进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公司与国内专业科研院所展开密

切合作。先后获得各类专利授权11项，是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市级“科技企业研发中心”。

公司注重管理创新，尊重人才；以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

情留人为原则，筑巢引凤，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管理、技术、营销

等方面的专家加盟，为公司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优质服务，互利共赢”的生产经

营宗旨；一关秉承“聚贤财、铸精品、创未来”的核心理念；始

终坚持“质量效益型”、科技创新型、环保节约型、安全生产型”

的科学发展道路。

公司愿与社会各界携手发展、服务社会、互惠共赢、共创未来。

石家庄甲第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发电配电箱，配电柜，制造，研发，销售为一体的公司，公

司专业生产，销售光伏并网箱，并网柜，防孤岛并网柜，反孤岛

并网柜，交流汇流箱，户外居民并网箱，工商业全额上网，自发

自用并网柜，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等。

石家庄甲第电气成立于 2020 年，但我公司拥有 11 年光伏配

电制造经验，接手过的项目有新疆，北京，河南，安徽，山东等

大型电站，公司坐落于石家庄市南三环，交通发达，紧临物流园，

大部分地区都可当天发货，隔天就到，公司拥有两个工厂，占地

3000 平米，员工 50 多人，有高级工程师技术人员，有 10 年装配

熟练师傅，确保所有产品质量达标，并且超标。

公司拥有众多资质认证，3c认证，CQC认证，MA认证，AL认证，

CNAS 认证，ilac 认证，中国认可，国际互认，资质齐全可出口。

您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专注品质，30 年无忧。

销售热线：1513016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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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景观路与南三环交叉口东行

1200 米。

顺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总部位于“黄金之都”山东省招远

市。公司的核心思想“安和乐利”，本着安客户、安员工、安股东、

安社会责任的核心思想，始终坚持客户第一、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公司愿景：致力打造市场开发、安装、运维管理于一体的新

能源行业的标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使命：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开发绿色新能源，为碳中和

贡献顺得力量。

公司是以经营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空气能为主的综合型新能源

企业，主要为用户提供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整套发电解

决方案，业务面向山东市场，现已覆盖烟台、潍坊等区域，正逐

步向威海、临沂及山东省内其它区域进行业务布局与拓展。公司

的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安装便利、运行稳定、效益可观，

可使用于个人家庭、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光伏电站建成发电后，

用户既可以发电自用也可以全部售电给国家电网，并与国家电网

签订售电合同。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各合作伙伴开展“合

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联合上游的厂家和合作伙伴、及山东省所

辖范围内的各农商银行、胶东村镇银行等共同开拓市场，截止到

2020 年我公司仅在烟台地区已开拓用户 1500 户以上，累计安装规

模达到 40 兆瓦以上。

公司顺应国家能源改革政策，沿着国家新能源改革创新的方

向大力推进，持续加深与上游光伏组件生产企业无锡尚德、河北

英利、西安隆基乐叶和逆变器生产企业浙江宁波锦浪、古瑞瓦特、

固德威等的合作，品牌质量得到保证，市场深耕运行高效，品牌

和市场份额得到稳固提升。

顺得人在市场开拓、运维服务、管理等方面有一套先进的运

营管理模式和自身优势：

1. 拥有专业的市场开拓团队，运维服务团队及市场人才管理

队伍；

2.拥有先进的业务流程管理、运维服务管理及施工管理体系；

3. 深耕市场多年，熟悉市场特性，区域市场拓展能力强；

4. 与行业领域龙头企业紧密合作，品牌质量有优质保证。

随着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落地和碳排放节能减排，紧

跟国家对世界的承诺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计划，

大力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必将成为趋势，利用有限的空间资源建

立循环一体化经济是公司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吻合于国家的发展

导向，顺得人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客户、奉献社会，

在山东地区努力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且把新能源长期

发展计划的范畴进行增值服务升级，服务创造价值。

新能源行业是国家重点推进的产业，目前正处于市场的成长

期，尤其在中国广袤的农村蕴藏着一片可再生能源的蓝色海洋，

市场前景和潜力巨大。我们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国家政策，

主动拥抱新能源产业，致力于打造成为一家为新能源行业及国家

社会发展而贡献力量的行业标杆企业，公司必将与国家新能源行

业发展同步成长、壮大，承担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舜普新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公司是山东厚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携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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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专家，专注于光伏热水器领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一个

蓬勃发展的新能源公司。

旗下产品有“舜普（SUNPOEM）”、“夏雨荷（XIAYUHE）”

两个品牌，以差异化定位进行市场拓展。

舜普新能源以母公司技术积累为基础，依托军民融合、产学

研合作，具备了强劲的研发能力和技术积累，深度拓展军民两用

技术领域，大力转化航空航天先进技术，在热水器行业首次应用

光伏直流控制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母公司参与军民融合为舜普新能源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同时，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符合 GJB9001B-2009 武器装备质量

管理体系、ISO9001：2015 质量体系的高层次要求，以军工品质

和创新技术，服务用户，科技报国。

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实力，舜普新能源迅速通过了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3C 认证）和 1 级能效检测。并在国内市场取得了消费

者的认可，产品同时出口至美国、荷兰、法国、迪拜、英国、波兰、

毛里求斯、尼日利亚、泰国等国家。

苏州科志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源于苏州润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公司

坐落于苏州的美丽阳澄湖镇，占地 3000 多平方米，公司临近苏嘉

杭高速公路苏州绕城高速公路，交通非常便利，公司专业从事设

计、生产、销售：光伏并网配电箱，并网柜，光伏配电柜、直流、

交流汇流箱。

公司自创建以来，依靠灵活的经营模式，一流的服务态度，

努力进取，开拓创新，培养了优秀的的销售团队和专业的技术服

务队伍。

科志达长期从事各类光伏配电箱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

经营各种光伏交、直流汇流箱、光伏井网箱、光伏电表箱、光伏

交直流柜等产品，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苏州市乐能光伏有限公司

LUXEN （乐能）品牌的源起，要追溯至 2005 年的欧洲。在全

球太阳能光伏技术尚未普及运用的早期，我们的创始团队就已经

在西班牙开启了将光能最大化地转换成电能的实验室技术研究和

工厂产业化探索之路。

在十余年的全球化发展历程中，乐能光伏始终坚持“发电量

就是经济效益”的产品理念，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材料的持续

优化、设计的逐步改进，提升光伏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增加光

伏组件的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为全球三十多个国家逾千万用

户创造了更高的经济收益，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卓

越的品牌效益。

乐能光伏是一家致力于高电量、低衰减光伏组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的国际化企业，在光伏组件的高效输出和智能控制等技术领

域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于 2005 年在欧洲西班牙成立，经过十余年的产业化发展，

乐能光伏为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万用户提供了近 4GW 高

效光伏组件，每天为全球用户创造源源不断的电能和经济收益。

公司始终致力于全球化发展，放眼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目前

在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墨西哥、中国等地设立了分

支机构和生产基地，其中苏州的制造工厂年产能为 500MW，南通的

制造工厂年产能为 1.5GW，2021 年总产能已扩充至 2GW。工厂通过

了 IS09001，lS014001 和 OHSAS18001 国际体系认证，光伏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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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体系及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德国 TUV 机构的 I EC TS 62941

标准审核，展现了乐能光伏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制造水平。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腾晖光伏成立于 2010 年，目前是全球前十大光伏制造商、国

内最大的光伏电站开发商之一、中国光伏制造商一级领跑者企业。

目前，腾晖制造年产能已扩展到 6GW 光伏单晶高效电池和 10GW 光

伏高效组件。

腾晖公司下设的腾晖新能源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具有光

伏电站设计、EPC 承建、运维管理等各类资质证书，具备新能源电

力整体解决方案的创新技术。

公司在 2015 年创新推出的“智能光伏 + 科技农业、贫困村光

伏农场”，成为全球太阳能电力行业的领跑者，在海内外累计开

发建设光伏电站项目达 7.5GW 以上。其中，为全国 40 多个贫困县

建设 1.2 GW“贫困村光伏农场”扶贫项目，累计脱贫了 75 万贫困

户家庭。

随着公司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光伏制造成本已具备国内平价

上网条件，腾晖现有制造产能和光伏发电项目的创新技术，我们有

能力与信心满足国内外新一轮太阳能电力发展的需求以及整体解决

方案。未来十年，全球新能源电力发展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尤其

是国内实现平价上网又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装机容量之一，腾晖光伏

为抢抓国内外太阳能光伏电力的新一轮发展机遇，愿意与国内外同

行结盟合作、与国企央企在海外及国内光伏平价项目的合作共盈共

同发展，为全球绿色环保新能源电力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苏州矽美仕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专业从事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

和太阳能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形

成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光伏产业链，产品远销欧美日本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拥有一批由知名专家组成的研发团

队，同时凭借先进的自动化生产和测试设备，有力地保证了产

品的品质。我司产品已经通过 CE、TUV、NCS、CQC、ISO9001、

ISO18000、ISO14001 等多项国际认证。

公司一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发展理念。本着“以

奋斗者为本，不断科技创新”的管理理念，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专

业提供电池片、组件、大型太阳能应用集成软件开发，方案设计

及资源整合服务的产品、技术供应商。

公司总部坐落于江苏太仓，一期太阳能电池组件产能 400MW/

年，二期产能 600MW/ 年在 2018 年 8 月份建成投产，届时国内总

产能达 1GW/ 年，海外基地 (马来西亚 ) 300MW/ 年。

苏州协鑫集成科技工业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506.SZ）致力于成为全球领

先的新材料供应商与综合（5G）能源系统服务提供商，提供优质

的清洁能源一站式服务。公司目前业务主要覆盖高效电池、光伏

高端组件、半导体可再生晶圆材料、能源工程、储能系统集成等

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其一站式服务。公司坚持

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理念，持续采取优质、高效及差异化产品

技术路线；依托协鑫的全球品牌影响力，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实

现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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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目前业务遍布全球，拥有张家港、句容、徐州、阜

宁、金寨以及越南 6 个电池、组件生产基地，组件产能达 7.2GW，

另外拥有高效电池产能3GW，作为世界级的晶体硅光伏组件制造商，

GCL 提供在全球市场各种应用环境下的高质量系列产品，包括标准

的 60/72 片高效铸锭单晶组件，高效单、多晶组件等系列产品，

并能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所有产品均经过最严格的质量检查及

测试认证。被彭博社评为全球一级组件供应商，连续三年全球排

名前 10 位。

同时，协鑫集成全资子公司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拥有电

力行业（新能源发电）专业乙级资质、电力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

对外工程承包资质和承装、承修、承试（五级）资质，能够为国

内外客户提供光伏电站设计、供应链和项目管理等 EPC总包服务、

投资指引、项目合规性咨询以及项目转售服务、提供光伏电站运

维及远程监控平台服务、提供供应链金融、融资方案等一体化光

伏电站集成服务。连续三年荣获年度“中国分布式能源优秀设计

单位”“中国分布式能源优秀项目”特等奖、“江苏省安全文明施

工先进单位”“江苏省质量安全管理 AAA 优秀施工企业”等奖项。

协鑫集成不断投入科技研发力量，提升电池、组件效率，以

及系统集成专业水准，持续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综合智慧能源系

统集成解决方案及优质、高效的服务。公司始终秉承协鑫集团 “把

绿色能源带进生活”的理念，为人类奉献可持续的绿色能源，让

我们生活的环境更清洁、更美丽。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民生”）系中

来股份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注册资本 3 亿元，总

部位于上海松江。中来民生主要致力于分布式新能源领域的集成

服务，打造新能源场景下的家庭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专业于分

布式光伏电站、家庭光伏电站的开发、设计、建设、运维等业务。 

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依托对经销商、终端用户友好的低风

险推广模式，中来民生已成为户用光伏系统的主导品牌。通过创

新打造多种业务合作模式，与全球专业渠道服务商形成了稳定合

作关系，为千家万户提供了新能源产品的专业服务。获得“中国

十大户用品牌”、“中国十大户用创新品牌”等荣誉，并成为“中

国户用光伏推广联盟”委员之一。

泰安阳光大海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注册资金一千万元，是一家集光伏

电站设计 安装 运维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公司现有员工及安装运

维人员 50 余人。并且首家与新泰齐丰村镇银行合作，推出惠民光

伏贷业务，为广大缺乏资金客户提供了资金。公司自成立至今在

泰安地区共安装户用光伏一千五百余户，收到广大群众好评，被

山东大海总公司多次评为年度优秀代理商等称号。本公司经营理

念：客户至上，服务第一。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5985）是一家

专业从事光伏硅片、电池、组件等光伏产品生产与制造的高新技

术企业，总部座落于河北唐山。目前公司总产能 7GW/ 年，其中：

国内生产基地 5.5GW/ 年位于河北唐山，海外工厂 1.5GW/ 年位于

越南海防市，位列全球能源企业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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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美国彭博新能源财经 ( 简称 BNEF) 公布 2020

年第四季度全球光伏组件制造商排名分级，海泰新能荣登全球光

伏组件制造商第一梯队 (Tier 1)。同时，海泰全系列产品通过 

IEC61215、61730 标准测试，先后获得美国UL认证、德国TUV认证、

德国 VDE 认证、中国 CQC 认证以及国家领跑者等多项认证。公司

与美国杜邦、日本夏普、国家电投、华电集团、三峡集团、特变

电工、招商新能源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持续稳固的合作关系。  

海泰凭借过硬的产品技术及质量水平，获得国家“领跑者”

先进技术一级产品认证、组件首年衰减率产品认证等国内高等级

的技术质量认证评级，半片高效组件、双玻双面组件以及 Perc 单

晶高效组件先后应用于山西芮城国家“领跑者”基地、青海格尔

木国家“领跑者”基地以及 2022 年冬奥会“奥运光伏廊道”项目。

天津宝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是集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占

地面积 13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2000 万余元、职工总数 35 人，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8 人。公司坐落于华北钢铁重镇天津大邱庄、

距离天津市区 40 公里，紧邻 104 和 205 国道及京沪高速，交通运

输十分便捷。

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自动冷弯成型机组及送料机组 8 条，数

控打孔机 4 条，配套全自动伺服设备 10 余台。可承接地面电站、

渔光互补、农光互补、屋顶光伏、管廊支架等项目。产品覆盖热

镀锌 C型钢、热镀锌 U型钢、常规配件及各种定做配件。

公司自成立以来本着以坚持品质、专注服务的经营理念稳定

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应，赢得了各界用户的好评。

天津恒诺信钢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由国粮 ( 北京 ) 储备库投资兴建，注册

资金伍佰万元整，国储钢铁投资天津恒诺捷实业有限公司、天津

恒诺信钢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钢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企业，公司坐落于中国钢铁之都天津市大

邱庄开发区，公司总占地 60000 余平米，地处工业枢纽，西邻京

沪高速，南接京唐高速，北距天津外环30公里，距天津港50公里。

优越的生产环境和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件为我们生产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公司一直秉承推进和普及绿色清洁能源的经营理念，坚持发

展是方向，实干是真理”的企业理念，一年一个台阶，公司拥有

先进的光伏太阳能支架、抗震支架、CZU 型钢，异型钢焊接及生产

线三十余条，大棚管生产设备 2 条，钢板生产机组 4 条技术工人

200 余名，年型材加工能力三十万吨，产品品中齐全、质量上乘，

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并多次参与国家重点扶贫工程和光伏大棚

项目，公司坚持识才、爱才、容才、留才之观念，使国储钢铁不

断在市场占有相当优势。产品遍及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井占领

欧洲、亚洲大部分市场。

我公司严把质量关，生产管理严格符合质量体系认证，在目

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为了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在过去几

年中苦练内功，成功地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素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

能力，真正做到顾客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一直保持在工

程质量验收中合格率达到 100%。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是

我公司企业文化不变的核心。

公司质量方针：精良技术、优质服务、顾客满意、力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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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汇丰洋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杨家园工业园，地处工业枢纽，西

邻京沪高速，南接京唐高速，北距天津外环 30 公里，距天津港 50

公里。优越的生产环境，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为我们生产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几年来汇丰洋坚持“发展是方向，实干是真理”的企业理念，

一年一个台阶，公司拥有光伏太阳能支架全体生产线，产品品种

齐全、质量上乘，得到用户一致好评，公司坚持识才、爱才、容才、

留才之观念，使汇丰洋不断在市场占有相当优势。产品遍及全国

各地及国外。

我公司严把质量关，生产管理严格符合质量体系认证，在目

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为了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在过去几

年中苦练内功，成功地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素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

能力，真正做到顾客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为客户提供优

质产品及服务是我公司企业文化不变的核心。

公司质量方针：精良技术、优质服务、顾客满意、力争第一！

天津乾益诚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工业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公司生产实力雄厚，是经验丰富生产建筑用高频焊接 H 型钢、各

种型号太阳能光伏支架，温室大棚，以及各种紧固连接件和管廊

配套型钢的制造企业。本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AAA级信用企业。并拥有近百人各类销售技术生产人员团队。

为加强技术先进，本公司引进型钢业高科技生产设备，目前已拥

有各型号冷弯型钢加工设备 10 余套，光伏支架及连接件生产设备

20 台，年生产能力达到 9 余万吨，为建筑及太阳能光伏业提供优

质产品与服务，经验丰富的技术、精准的服务，将为钢结构、光伏、

管廊、温室大棚系列产品开辟新的市场。 

公司还配有售后服务部，运输部，运输部代办汽运、铁路运输、

为广大客户省钱、省时、省心、省力，提供全方位服务 !

天津市宝德润丰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注册资

金壹仟万元人民币。我公司有着丰富行业资源及行销经验，集设

计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公司下设有战略部、设计部、

财务部、销售部、行政部、人事部、工程部、培训部等；备有 12

组高效生产线，生产员工 100 余人 ; 高级技术员工 18 人；几年来

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逐渐成为行业知名品牌，本着诚信为

本，开拓创新，优质服务、专业敬业的企业精神，在探索中发展，

在创新中前行。

公司主营钢材产品

暖棚、冷棚、连栋大棚、连栋温室大棚等原材料及配件的生

产及施工；光伏发电项目（户用、工商业屋顶、山地光伏、渔光

互补、农光互补、单轴可调式和自动追踪式）。钢结构工程（网

架结构、桁架结构等）。抗震支架及配件生产加工。

服务理念

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承诺。

我们是客户值得信赖的伙伴。

我们想客户提供能够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科学咨询。

我们始终如一的提高我们专业水准并扩张我们的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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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公司全部资源及专业技术向客户提供服务，为客户

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

我们力求成为客户首选的长期业务伙伴。

员工精神

先进的管理风格确保我们的员工能够展现他们所有的专业技

能和才干，我们鼓励创造思考和“积极、创新、开拓”的精神，

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

企业文化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完整的人才培训体系，本公司拥有完整的

人才培训及营销培训体系，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支持。

公司本着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理念，坚持以质量

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方针，始终把质量、和客户利益放在首位，

在同行业中独树一帜，享有盛誉。

公司愿交天下朋友，诚与各界人士合作，追求卓越成就未来。

天津市宝来宏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支架设计、研发、制造和分布式光伏支

架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2500万。本公司生产的“昱喜”

牌热镀锌支架及锌铝镁支架广受终端用户信赖。公司位于：天津

大邱庄。

宝来宏通新能源自创建以来，始终坚守务实的态度，坚持以

创新为本，致力于太阳能光伏电站提供最适用可靠的支架解决方

案和品质卓越的支架产品，为建筑机电、消防、给排烟等系统提

供可靠优质的抗震支架解决方案及产品。

公司拥有一流的设计团队，产品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体

系认证，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广泛应用于建筑支吊架、抗震支架、

屋顶光伏系统、地面光伏系统、车棚光伏系统、渔光互补光伏系

统等。

电话：022-68277799  022-68275666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

 天津市保利盛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2010 年，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工业园境

内，是专业生产方管，矩形管，各种异型管，热镀锌方管，大棚管，

大棚配件的生产厂家。我厂备有热镀锌加工 4 条生产线。从 2013

年公司引进 5 条太阳能光伏支架生产线，发展太阳能光伏业务。

出口加工打包装箱等综合性企业。我公司职工有 300 人，资产总

额 5000 万元。公司拥有国内先进水平生产线，全部采用微机控制

生产，拥有高频焊接冷弯一次成型技术，工艺先进，设备优良，

技术力量雄厚，质量检测齐全，我公司现已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主要生产：方矩管 20*20-1000*1000 壁厚 0.5-40

各种规格方管，矩形管、光伏支架、C 型钢、光伏配件及热镀锌加

工业务。

我公司在 2013 年引进五条光伏支架生产线，发展太阳能光伏

发电业务！可定尺生产各归各光伏支架及 CZU 型钢。

天津市沣林钢铁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天津市大邱庄镇工业区境内，是专业生产光伏支

架及配件的生产厂家。专业提供地面集中式，农光互补项目，工

商业项目，户用分布式等各规格光伏支架及配件。代理经销各规格：

热镀锌方矩管，圆管，热镀锌角钢，扁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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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备拥有多条国内先进水平光伏支架生产线，全部采用微

机控制生产，拥有高频焊接冷弯一次成型技术，工艺先进，设备

优良，技术力量雄厚，质量检测齐全，我公司现已通过 ISO9001：

2000 质量体系认证。主要生产：光伏支架 C、Z、U 型钢、光伏配

件等产品。

成交只是开始，服务永无止境

沣林钢铁竭诚为您服务！

天津市福德盛兴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工业园，公司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十分便利。

本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占地 70 亩，厂房建筑面积 1万多平，

注册资金 3800 万元，拥有总资产 5000 万元，是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民营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光伏支架、光伏配件、抗震支架及配件等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具备年生产支架产品 3 万吨的生产能力。公司技

术研发采用了整套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并辅以全套的 CAD 计算机

辅助设计系统，同时公司还配备了目前国内同行业领先的加工设

备，如：数控角钢自动生产线、数控连板液压冲孔机、数控火焰

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平面钻等多种数控设备，以及焊接的各种检

验设备。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公司推行 GB/T19001-2016 idt IS09001：2015 国际标准质量

管理保证体系，具有较强的现代管理能力，“质量第一，信誉至上”

是公司始终高擎的旗帜。“严抓质量，以质为本，不断创新，以

人为本”是我公司管理的核心。我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人

为本”的管理理念，制度刚中带柔，严中带宽，与员工进行心与

心的交流，自主激发了员工内心深处的干劲和潜能，使员工与公

司共同成长，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司目标，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

天津市钢涵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信誉赢客户”，卓越的

产品，一流的服务，良好的信誉，成为众多企业长久坚持的经营

理念，也是企业实现良好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集多种钢材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钢材企业，天津钢涵坚持追求高品质服务，打造良

好内涵的经销团队，为多领域建设输送高质量产品。

追求高品质服务，提供高质量产品。

天津钢涵包括天津市钢涵钢管有限公司，天津市钢涵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创建于 2013 年，是一家集螺旋管、镀锌管、

无缝管、方矩管、镀锌型材、大棚管、涂塑管、光伏支架等多种

钢材材料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钢材企业。自成立以来，天津

钢涵坚持提升品质与内涵，不断深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品种做精、产品做全，打造出“一站式”

精细服务模式。

天津钢涵，天津钢涵利，始终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结合市场发

展，将产品与服务不断延伸。结合区位优势，天津钢涵以高锌层

镀锌方矩管为主，将各种管材、镀锌产品作为公司的重点经销项目，

天津钢涵利以生产经营光伏支架及其配件为主，为用户进行优选、

加工、配送。同时，天津钢涵不断探索延伸产业链条，在大邱庄

地区率先销售大棚管及相关配件产品，并发展成为天津地区最专

业的大棚管经销企业。2017 年将光伏支架及配件产品纳入到公司

的业务范围，产品销量迅速扩大，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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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钢涵在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坚持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

务。公司严把质量关，为客户使用产品提供有力保障；公司拥有

独立的货场，24 小时装车，保障客户产品准时到位；公司努力为

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满足各种定制需求。良好的服务使天津

钢涵各项产品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好评和一致认可，在业界树立起

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将内涵与品质作为企业发展的精髓。

置身于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更要注重内涵的提升，要不断

吸取经验，改进优化，追求更好的经营、管理方式。天津钢涵不

仅将“内涵”写入公司名称，更是将内涵的提升贯穿于公司的长

久发展。

天津钢涵拥有一支年轻的销售团队。对于新生力量，团队要

进行快速引领，打造成专业人才，过硬的队伍。在钢涵，“传帮带”

成为优良传统，让每一个来到钢涵的“新生”能够快速进入状态，

展现自身价值。钢涵总经理刘宏纲率先担当起言传身教的职责。

作为每一代“新生”的第一导师，刘宏纲利用生产、销售、市场

推广的每一个时机，为员工讲解产品的特点、性能、工艺、用途，

以及如何提高服务品质，带动全员实现快速提升。

对于服务的深入挖掘，不断钻研，也是钢涵人始终坚持的作风。

为了让客户更好地理解产品结构、用途，刘宏纲总经理带领员工

研制出涵盖多种型钢、连接件、立柱的小型光伏支架组装样品，

方便客户根据需求定制。而样品精细的做工、优质的用材，更是

让客户看到了钢涵严谨的态度，过硬的质量。

对于企业内涵，钢涵人还用另一种方式在诠释。作为大邱庄

爱心正能量捐助团创始人，刘宏纲将社会责任写进了公司发展之

中。每逢佳节，爱心正能量捐助团都会携带善款和物资，走进贫

困家庭，探望孤寡老人，奉献精彩演出，为他们送去暖心的祝福

和慰问，让爱心正能量在钢铁行业传递。

多年来，钢涵人对优质产品、精细服务的坚持与努力，让公

司实现良好发展。未来，天津钢涵将继续把客户需求放在首位，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提高服务水平，为新时期钢涵的快速发

展做出努力，为新时代社会的健康稳定做出贡献。钢涵人将持之

以恒，追求高品质服务，做有内涵的钢铁人。

天津市铭轩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隶属于天津隆盛泽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庞庄子开

发区，是太阳能光伏电站产业配套的生产厂家，主要产品有：热

镀锌光伏支架  锌铝镁光伏支架 铝合金光伏支架。厂房占地面积

20000 平米，固定资产 7800 万。生产支架月产能为 240MW 以上，

并 拥有相关设计、生产、安装指导等专业队伍，集设计研发、生产、

安装、服务于一体 目前已开发出针对不同场地使用的多款专用太

阳能支架系列，适用于光伏电站用户的不同使用场所及安装条件，

公司已通过 ISO 9000：2008 质量 体系认证，保证了公司产品的

服务至上，品质如一。公司注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通过引进

各种人才，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和 综合素质，确保了产品质量，

为生产优质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秉承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宗旨，贯彻诚信、务实、创新、

敬业的企业精神 ;以质量打市场、向质量要效益、实施名牌战略，

满足顾客需求。通过全体员工的 努力，生产及销售均实现跨越式

发展，产品广泛用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西、华南等各

省市的重点工程建设上。产品质量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我公司全体员工欢迎广大国内外新老客户光临惠顾、洽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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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晟鑫泰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晟鑫泰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国赢（天津）钢铁实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公司常年库存光伏支

架 5000 余吨，镀锌白件 2000 余吨。规格齐全、现货供应。本公

司常年承揽 C、Z、U 型钢镀锌业务，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高锌层，

工期快，锌层有保障。

我们将以过硬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诚信务实的态度真诚服

务于每一位客户。

公司电话：022-59592033  59592036

天津市宇富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中国北方最大的钢材基地，是集中生产，研发销

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主要生产 C.Z.U 型钢，光伏支架，

跟踪式支架，各种光伏支架配件，承接地面支架系统，屋顶支架

系统，可调节式支架系统等各类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还利用区域

产品链优势先后增加了光伏系统的设计和安装，仓储货架，高速

公路护栏，桥架等业务。

本公司拥有原材料合作经营公司，支架型钢的生产车间，光

伏配件的生产车间，焊接车间。将生产集中于一体的生产理念，

为顾客服务于至上。

同时拥有镀锌扁铁，角铁，工字钢，槽钢等各类钢材的现货

库存。

天津市中兴盛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为光伏支架及光伏配件生产厂家。工厂坐落于静海陈大

路 1 号，同时拥有天津启荣科技有限公司 ( 国际贸易 )，公司占地

面积 2万平米，拥有多条的光伏支架生产线及支架配件生产车间，

主要经营带钢、键锌带钢、光伏支架、C 型钢、焊管、镀锌管、螺

旋管、黑圆管扁钢 角钢、槽钢、方矩管、无缝管等各种型材管材。

产品广泛应用于轻钢龙骨、穿线管、卷帘门、温室大棚、中央空

调管道、建筑工程等。我公司还可针对国内外贸易公司提供国外

多标准，多规格的产品，常年有现货库存，可接订尺来料加工。

我公司坚持“高效创新、务实进取”的作风，本着“诚信经营、

互惠互利、共高双收”的理念，期待与您的合作。

天津温士顿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专注于非跟踪聚光槽式金属玻璃真空管集热器及系统研

发生产。产品分两大类，玻璃金属封接直流式用于 100—200℃中

温工业利用。热管真空管式：用于 60—90℃采暖和高温热水，是

冬天好用的太阳能。

天津鑫利祥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距离天津新港 90 公里，

京福高速公路 10 公路、荣乌高速公路 4 公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45 公里。本公司从事专业生产加工热浸、光伏支架、镀锌加工，

根据客户要求可定做长短尺，为客户免费设计并提供咨询服务，

主要提供分布式与地面电站材料供应及各种配件。

现货供应，常年备有光伏支架现货库存 1000 吨，常用规格

41*41*2.0-2.5、41*52*2.0-2.5、41*62*2.0-2.5。畅销天津本地

市场和全国各地，公司以优良的产品，优惠的价格赢得了新老客



-152- -153-

企业介绍/Company Profile

户的信赖和支持，在业界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另外，本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各种规格、各种壁厚，各

种锌层的镀锌管、镀锌无缝管、镀锌方矩管、镀锌角槽钢、镀锌

高速公路用护栏板、标志杆，立柱护栏等各种设施，各种预埋件，

不规则镀锌件，承揽镀锌加工业务。

公司秉承交易必先交友的原则，愿与各界朋友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天津鑫润恒信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坐落于华北钢铁重镇大邱庄，紧邻

104、205 国道及京沪高速，拥有较为突出的钢结构产品生产配套

及交通运输优势。

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光伏支架三

维一体，多管齐下综合型民营高新技术集团。鑫润恒信注册资金

达 5666 万元，拥有一批由博士、硕士、一级注册建造师、高级工

程师等专家团队组成的高级技术研发团队。

鑫润恒信旗下公司有：天津市福德盛兴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 抗震管廊支架）、天津鑫正恒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

津鑫诚恒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正鑫瑞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金通钢管镀锌有限公司（镀锌）。

天津鑫润恒信拥有 40000 平方米专业生产厂房、专业檩条生

产线 20 余条，新润恒信还有自己专业配套的模具车间，独立开发

模具，使供货的时间和质量得到有力保障。

鑫润恒信为清洁能源发电项目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所承建的

光伏电站包括渔光互补、光伏农业大棚、滩涂、荒漠、特殊山地

地形以及车棚等复杂的系统结构。

主营产品覆盖太阳能光伏支架、抗震支架、管廊支架、多种

规格的 C 型 Z 型 U 型钢、高速公路护栏、货架及整套配件等，其

他光伏支架产品覆盖固定式支架、手动可调支架、自动跟踪支架

系统等。

天津益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北方重要港口工业城市——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

镇顺民屯崔唐公路 2 号，注册资金 5000 万，年产能 30 万吨，并

逐年实现稳定增长。公司占地面积 100 余亩，厂房面积 30000 多

平方米，综合楼面积二千五百余平方米。现有职工 300 余人，其

中高级技术人员 50 多人，后勤保障完备。是一家集光伏支架及配

件系统、钢结构畜牧舍焊接加工、农业大棚管研发、制造、销售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生产企业。

公司现有 21 条光伏支架冷弯型钢生产机组， 50 余台配件冲

压自动冲床设备，焊接加工设备 60 余个工位及抗震支架、城市管

廊支架生产线数条。

天津盈泰通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热镀锌光伏支架及配件等配套产品。有专业的

研发团队，专业的产品设计、安装工程团队，先进的生产设备。

公司坐落去全国钢铁工业生产基地大邱庄，公司处于工业枢

纽、西邻京沪高速、北邻京唐高速、南邻荣乌高速、距天津外环

35 公里、距天津港 50 公里，优越的生产环境和地理位置，便捷的

交通条件，为我们的生产和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高速的效率。

公司对产品严格把关，生产管理严格执行质量体系认证管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公司培养了一批优



-154- -155-

企业介绍/Company Profile

秀的专业人员，有效的提高了，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参与市场竞争

的能力。真正做到：质量第一、服务第一、客户第一。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盈泰通达”企业文化的永恒核心。

天津予晟峰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2002 年，位于著名的钢材生产基地天津市静海区

大邱庄镇，公司注册资金 3300 余万元，占地面积 6600 平方米，

公司现有员工百余名，拥有专业的管理设计与生产团队及销售。

本公司主要经营热轧带钢，镀锌带钢，管材，型材，生产加

工异型管，裁剪加工，冲压件，光伏支架及配件，拥有多条光伏

支架与 CZ 型钢生产线等钢结构配套产品。产品覆盖全国各个省市

与自治区。

我公司是一家跨地区，正规化和多元化管理的大型钢材流通、

生产、贸易企业。通过全体员工的艰苦奋斗和辛勤耕耘，在物资

商贸领域内公司已发展为集生产、加工、物流配送、销售于一体

的钢铁企业，井与国内多个上市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产品用途 ; 我公司产品旨在满足建设现代化工业产房、仓储

式超市、汽车辰厅、体育场馆、码头仓库、电厂钢结构及机场设施。

新能源分布式发电和地面电站及大型渔光、农光互补项目。

作为华北地区从事新能源发电行业的领跑者，为广大用户提

供优质价康的产品是我们的宗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雄厚实力是

我们对客户承诺的保障。胡诚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我厂参观指导 !

天津昱通钢铁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位于天津大邱庄镇大屯工业区，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成立。在公司发展壮大的两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

健全的售后服务。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热镀锌光伏支架，锌铝镁光

伏支架及各种光伏配件。

常年现货库存 5000 吨！

竭诚欢迎新老顾客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到我公司参观指导洽谈。

联系电话：17104088888 商总。

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

通威集团是以农业、新能源为双主业，并在化工等行业快速发

展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集团

现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的 200 余家分、子公司，员工近 4

万人，旗下上市公司通威股份（2004 年上市，股票代码 600438）

年饲料生产能力超过 1000 万吨，是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生产企业

及主要的畜禽饲料生产企业，系四川首家年度销售收入过百亿的

农业上市公司，也是我国农、林、牧、渔板块销售规模最大的农

业上市公司之一，水产饲料全国市场占有率连续 20余年全国领先。

2020 年，通威市值、品牌价值双双突破千亿，集团继续荣列“中

国企业 500 强”。

目前，通威正秉承“为了生活更美好”的企业愿景和“追求

卓越，奉献社会”的企业宗旨，坚定不移发展农业和新能源两大

主业，其中农业主业以饲料工业为核心，全力延伸和完善水产及

畜禽产业链条，打造集品种改良、研发、养殖技术研究和推广，

以及食品加工、销售、品牌打造和服务为一体的世界级健康安全

食品供应商。

同时，在新能源主业方面，通威已成为拥有从上游高纯晶硅

生产、中游高效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到终端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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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一体化光伏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

新能源产业链条，并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的

核心参与者和主要推动力量。

经过多年的跨越式发展，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游，通威旗下永祥

股份拥有四川乐山、内蒙古包头、云南保山三大高纯晶硅生产基

地，公司历经四次技改升级后，目前已打造出了全球单体规模最

大、综合能耗最低、技术集成最新、品质最优的生产线，高纯晶

硅产能已达 8 万吨 / 年，单月出货量超过 8000 吨，市场份额占到

全球近 20%，全球领先。公司产品质量、综合技术指标、生产成本

行业领先，90% 以上的产品能满足 P 型单晶和 N 型单晶需要，部分

达到电子级半导体硅材料质量标准，实现了高纯晶硅“中国制造”，

彻底改变全球高纯晶硅行业竞争格局。公司产能预计到 2021 年将

突破 16 万吨 /年，进一步巩固高纯晶硅全球龙头地位。

在产业链中游，通威太阳能深度切入太阳能发电核心产品的

研发、制造和推广。目前，通威太阳能电池片品质达到行业一流，

成本实现行业领先，各项技术指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公司已成

为全球光伏行业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最先进、自动化和智能化程

度最高、规模最大的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获得了国家级“智

能工厂”“绿色工厂”等重要奖项。2017 年 9 月 20 日，通威太阳

能世界首条工业 4.0 高效电池片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通威制

造正式步入工业 4.0 时代，树立了行业智能制造的新标杆。目前，

通威太阳能拥有合肥、成都、眉山、金堂四大基地，电池产能已

超过 27.5GW，连续 3 年成为全球产能规模和出货量最大、盈利能

力最强的太阳能电池企业。2020 年，通威太阳能高效电池产能预

计将达到 30GW-40GW，进一步夯实其全球最大、最具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太阳能电池片生产企业地位。

在产业链终端，通威将光伏发电与现代渔业有机融合，于全

球首创“渔光一体”发展模式。目前，通威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和

建立“渔光一体”基地，优质而清洁的光伏电力正源源不断地惠

及千家万户。作为中国乃至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涉足农业和新能源

光伏产业的龙头企业，通威真正实现了农业和光伏高效协同发展，

并将最终成为全球领先的绿色农业和绿色能源供应商。

在获得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通威集团始终坚持以一个成功

企业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情系民生，饮水思源，用真情和爱心回

馈社会各界的厚爱，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光彩事业和思源工程。

迄今为止，通威集团各种捐款捐物总额已超过 4亿元人民币。

潍坊腾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致力于新能源事业的发展，秉承让绿色能源服务千

家万户的企业宗旨，积极拓展推广新能源产品，公司拥有太阳能

发电并网的核心技术，以及不断开发进取拓展实施能力，拥有优

秀的创业团队，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腾隆新能源以绿色、环保、

经济为准则，优质、高效、节能为特点，秉承德国品质、本地服务、

全球视野的一站式光伏屋顶解决方案和优质服务。

公司主营光伏发电设备安装、运维、售后服务，太阳能路灯、

太阳能离网系统、空气源热泵、充电桩设备安装售后、太阳能平

板热水器等新能源业务。

我公司是安丘市、寿光市、诸城市、坊子区、峡山区农村商

业银行光伏贷合作伙伴。是国家电网在安丘、寿光、峡山区域唯

一授权指定的光伏运营运维中心。

组件合作企业：隆基乐叶、中国英利、唐山海泰、阿特斯

逆变器：锦浪、固德威、古瑞瓦特、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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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企业宗旨：光伏发电利国利民，科技致富还我一片蓝天。

屋顶上装光伏，养老有保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共在一片

蓝天下，让我们采取新行动保护和净化我们的地球。

温州泰集速维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星是温州泰集速维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专业户用光伏品

牌，专注于高能效光伏系统及高品质设备的研究、生产及应用，

利用互联网 AI 技术集成大数据信息分析运营，提供研发制造、技

术支持、专项金融、施工运维等一站式服务及新能源系统集成解

决方案。

公司联合隆基、晶澳、锦浪、爱士惟等上游行业内一线光伏设

备龙头企业优质供应链，具有“实力大牌基因、优质产品设备、整

条全产业链、高效光伏系统、智能运维服务、全面质量保障、专业

经验团队、灵活金融支持”八大优势，致力于打造新时代清洁能源

系统设备专家服务平台，全面推动绿色新能源的创新与发展。

加盟代理商五大能力支持

技术支持：技术服务、研发创新、产品管理、建设管理、监

督管理 5大体系建设，指导、严控各相关环节。

供应链支持：提供物流、商务及时服务，济南、石家庄、郑州、

海宁、阜阳五仓联动，提升响应能力。

信息化系统支持：围绕订单系统、CRM 系统、光伏星系统三大

核心系统，全面推进数字化建设。

智能运维支持：全天 24 小时热线服务、24 小时现场响应，运

维系统“全天无死角”监控运营数据。

推广培训支持：各类市场推广活动支持及业务、施工、运维、

技术、商务等 5大类人才培训支持。

温州泰集速维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562-777

公司网址：www.pvstar.com

文安县正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 2011 年，位于京津冀中心的廊坊文安县，注册资

金 600 万，员工 50 余名，2020 年销售额 7000 余万元，专业研发

设计团队，专业的生产创造公司；为国内外多个光伏电站提供了

优质的铝合金配件

发展状况；主要生产经营各种地面电站，分布式，光伏照明，

风力发电铝合金产品配件，承揽各种电站工程，分布式，光伏照明，

风力发电等配件供应

主要产品；铝合金光伏支架，角驰夹具，中压边压，铝合金

导轨等各种铝合金配件

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地处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青虹路 

888 号，距机场、高铁站、高速公路均在十公里以内，交通便利。

公司现有员工人数为 500 人，为了扩大产能和提高生产工艺，公

司引进了一批行业一流的现代化生产和研发设备；同时，公司所

建标准厂房 2.5 万平方米，配备现代化生产和研发设备，使公司

光伏组件年产能 1.5GW，同时涉及家庭并离网系统，大型工程项目

以及 BIPV 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

萨科特新能源一直以来严格把控产品质量，致力于生产世界

一流品质的太阳能光伏组件，采用高品质原材料，严格把控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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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在生产线上设置了十一道检验点，保证产品品质。公

司长期与国内一线品牌太阳能电池片厂商如晶澳，顺风等合作采

用多栅线高效太阳能电池片制作生产高转换效率太阳能光伏组件。

公司系列产品通过了 TUV、IEC、CE 等国际权威认证及 CQC 

金太阳、ISO09001、ISO14001 等国内行业权威认证。萨科特新能

源立足于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之路，全套引进当今国际

最先进水平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生产线，拥有业内资深专家组成的

经营管理团队和研发团队，产品销往德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

英国、日本、加拿大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等国际市场。

一直以来萨科特秉持着“技术引领成本、品质创造客户、成

本赢得竞争、诚信缔造完美”的核心价值观，以“发展绿色能源，

创造幸福生活”为使命，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

效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太阳能企业，为全世

界提供绿色、环保、平价的清洁能源。丰富的行业经验，不懈的

研发创新，专注的客户服务及稳定的财务状况——萨科特新能源

是您值得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无锡尚德益家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月，是国内第一家分布式光伏专业品牌，

并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无锡尚德益家新能源有限公司，专注于

分布式电站设计、工程、运维管理。至今在国内服务超过 1300 家

经销商，2019 年开始面向海外包括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市场提供

服务。旨在通过信息化、互联网 +、大数据的应用，优化传统方式，

以保障光伏电站质量，提升其系统效率、降低成本，产出收益最

大化，并持续提升光伏电站运营效。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新能源行业将朝着轻量化、品牌化、

标准化、易用化的方向发展。尚德益家积极拥抱能源互联网，尽

量多利用互联网工具，增强自身的产品意识，使用创新的品牌策略，

产生全新的思维模式，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公司于 2020 年获得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认证，拥

有完善的供应链、产品及质量管理体系，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尚德益家作为亚太资源旗下公司，依托依托集团多个垂直领

域的整个供应链优势，实现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及电站运营管的

资源管理

• 2016 首届“全国分布式光伏应用创新金奖”

• 2016 首届“最佳公共建筑分布式金奖”

• 2017 年度“中国户用光伏组件十大影响力品牌”

• 2017 年度”最受欢迎分布式光伏系统集成商”

• 2018 年度“中国分布式光伏十大运维之星”称号

• 2018 年度获评“年度最具影响力户用品牌”

• 2018CQC 标准起草单位

• 2018 十大运维之星

• 2018 中国分布式光伏优秀户用系统品牌

• 2019CREC 中国十大分布式系统和运维品牌

• 2020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认证

无锡英臻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英臻科技有限公司（IGEN Tech Co.， Ltd.）成立于

2009年，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开发基于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技术的创新应用。英臻科技深耕能源领域 12 年，已实现

“AI+IOT”技术与能源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打造出“硬件 + 软

件 +数据”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为全球客户提供智慧能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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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MAN是英臻科技智慧能源业务领域的光伏解决方案品牌，

是全球领先的独立光伏监控管理平台，覆盖光伏电站的全生命周

期，为设备商、安装商、运维商、投资人、终端业主等不同用户

群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体验。

新驰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新驰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智能电气行业脱颖而出的佼佼

者，一家极具传奇色彩的规模型集团公司。集团下辖九家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已形成上海、深圳、珠海、浙江等四大研发生产基地。

旗下“Suntree新驰”、“NADY诺电”等品牌在业内均具较高影响力。

“为用户提供更具价值的智能电气产品和服务”，是我们持

之以恒的追求。新驰电气下设新能源、智慧消防、智能电气、电

力电网、输配电成套等五个事业部，致力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智慧消防安全隐患监管服务系统、城市智能电气系统、电力电网

配网自动化、中高压输配电成套设备等提供高品质电气元件产品

及解决方案。

新驰电气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多项核心技术，获

得近 100 项软件著作权、专利及新产品鉴定证书，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企业信用 AAA 级企业、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公司全面实行 IS09001、14000、OHSAS18000 等管理体

系，产品获得 CE、CB、VDE、CCC、CQC、IEC、Nemko、SAA、TUV、

MEA、PEA、金太阳等权威认证。先进的设计理念、精良的生产装备、

严格的检测手段、完善的质保体系、快速的响应及优秀的售后服务，

使新驰的产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信赖。

“用科技联接人与自然！”新驰电气将持续发扬“创新、高效、

诚信、共赢”的企业精神，与您“同心谋发展，协力赢未来！”

兴恒泰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河北省任丘市，毗邻雄安新区，始建于 1990 年，是

一家专业生产用于门窗、幕墙、光伏附件的现代化生产企业。先

后通过质量体系认证，环境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等，并被政府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自动铝型材挤压（包含光伏型材）生

产线、铝单板生产线、三元乙丙胶条生产线、百叶窗（包含护栏、

格栅等）生产线、幕墙挂件生产线、冷热式压铸冲件、注塑、静

电喷涂、氧化系列配套生产设备。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操作工序、

流程严格把关，提供稳定的安全质量，加工使用上快捷高效。 

①铝挤压生产线：挤压机 4 台，冲压床 10 余台，挤压模具上

万种。②铝单板生产线：转塔冲床3台，折弯机4台，激光切割机、

浮雕机2台，焊机：氩弧焊，二保焊，激光焊，加工工人、技术人员，

30 余人，日产 2000 平 +。③静电喷涂线：2 条。④胶条生产线：

胶条模具五千余种。⑤百叶窗生产线：锯料，冲床两条线，加工工人，

技术工 30 余人，日产 1000 平 +。

公司先后注册“兴恒泰”“泰”“瑞家”“瑞晟陶”等商标。

徐州嘉寓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限公司简称嘉寓股份，成立于 1987 年，

A 股成功上市，全国拥有 26 个基地，在大中城市拥有 280 个分子

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施工于一体的建筑节能智能光热，

光伏门窗，幕墙系统提供商。30多年的专业经验使嘉寓对建筑节能，

新能源利用领域具有深厚的行业经验与技术积累。公司新的五年

战略发展规划，明确了夯实主营业务，向与主业相关的高精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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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形成节能门，节能门窗，幕墙机器人智能装备，

新能源三大业务板块驱动的新格局。在光伏 EPC 领域，公司拥有

电力施工总承包资质，已获得太阳能光热，光伏技术国家授予专

利 24 项，凭借公司强大的资本实力，成熟的系统集成与供应链管

理能力，专业的施工管理团队及数千人的施工队伍，EPC 施工能力

超过 2GW，以技术服务成本的综合优势与国内多家大型光伏电力企

业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徐州嘉寓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嘉寓股份全资子公司，光伏组件

项目是嘉寓布局新能源板块战略布局的又一新进展。徐州嘉寓光能

目前所具备组件生产技术，包含单晶、多晶、贴膜、半片、双玻与

超轻薄等各类型组件，产品输出功率可涵盖 270W 至 500W 等各不同

规格。 组件生产车间拥有着行业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独特

的在线自动检测功能，可有效避免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产品不良，进

一步确保产品的良好品质与一致性。同时，拥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

系及高素质的员工团队，建有严格的企业内控质量标准。

烟台恒阳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运营中心坐落于莱阳市，成立于 2018 年，注册资金 100

万元，办公面积 200 平方米，是一家专业的太阳能组件销售和光

伏电站安装公司，业务涉及电站组件、逆变器、相关配件的销售

和分布式户用电站建设、厂房屋顶、地面电站、光伏大棚以及渔

光互补等电站的安装并网一站式服务。同时投资运营光伏电站工

程总承包（EPC) 项目，微网储能系统和光热发电等太阳能应用项

目的咨询、设计、工程总承包及运营管理等一站式解决方案。公

司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公司全方位拓展，业务遍布烟台地区，公司拥有施工人员50人，

中层管理 6 人，销售人员 20 人，设计师、资料员 5 人，专业电工

售后人员 6人，监理工程师 2人。

公司拥有专业的安装队伍，具有丰富光伏电站安装经验，做

到专业化设计，标准化施工。售后部拥有世界一流的德国红外线

成像检查仪两台、德国 PV 组件隐裂检查仪一台、德国 PI 线路检

修仪一台，能够快速、方便、准确检查光伏组件隐裂、线路连接

情况，及时排除隐患。

公司自建电站 2 兆瓦，用于保证所有电站的运营和维护，解

决了客户的后顾之忧。

公司目前选用的光伏组件和重要配件已全部通过国家级各项

检测及认证，完全符合国家电力部门要求的并网资质许可，使广

大用户买着放心，安装省心，售后安心。

恒阳公司成立 3 年多来已经成功安装并网 1800 多户，参与当

地光伏扶贫项目 2 个村，单体 200 千瓦项目五个，累计装机容量

超过80兆瓦 .很多工程已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光伏发电示范工程，

成为当地光伏交流的样板基地。

公司积极参与太阳能发展事业，并于 2019 年 7 月与国网运维

中心签约，成立了莱阳国网运营运维中心。

烟台恒阳光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将继续秉承“管理创造价值，

服务提升优势，品质至上，服务至优”的发展理念，以“专业，诚信，

创新”为中心价值，继续潜心于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行业，继续为

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并为脱贫致富，节能减排，为祖国的蓝

天更蓝继续贡献了一份力量。

烟台尚美丽家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占地 25 亩，以可再生资源在清洁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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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应用为发展方向。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标准参与企业，

所生产的“佰客邦”系列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产品种类齐全、多

地中标 ( 山东、陕西、河北、山西）、资质全、日产能可达 1000

台，佰客邦生物质采暖炉深受百姓喜欢，使用便捷、采暖效果好、

干净卫生无污染，是北方清洁采暖的首选品牌。

2017 年前，致力于研发生物质采暖炉，发展生物质固体燃料

在清洁采暖中的应用，并实现在城市非集中供暖区域的广泛应用，

以及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式应用。

2017 年～ 2019 年，将“生物质专用炉具 + 生物质固体燃料”

的清洁采暖方式广泛推广，在山东地区受到政府和百姓的认可，

并继续推广。

2020 年推广“生物质能 + 太阳能”多能互补的采暖方式，提

升采暖效果，降低采暖成本。

未来将继续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到清洁采暖领域。

服务热线：4008-126-127   网址：www.bkbenergy.com

邮箱：18906454666@163.com

烟台市科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烟台市科华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是一家本地

化光伏龙头企业，主要从事光伏系统集成及服务，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在职员工 200 余人。公司与国内多家上市公司强强联合：

隆基乐叶、中来股份、阳光电源、天合光能、锦浪科技等，公司

开发投资的租赁屋顶模式，实现装机用户 14000 家，累计投资 7

亿余元，为百姓创造实实在在的光伏红利，实现家庭受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2020 年，总装机量位居烟台地区第一名。

多年来，科华公司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客户提供 25 年优质售

后服务，获得了各级合作商及用户的高度评价，在光伏业内树立

了良好的信誉。公司本着“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宗旨，为用

户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和长期稳定的收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和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也为光伏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保障。

2021 年，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立足

于本地市场，业务覆盖至整个省内地区，融合各类资源积极拓展

品牌集成、贸易、电力，融资投资等多领域业务，各地陆续招商

成立分公司开发周边及省内外市场，通过科华特有的业务模式潜

心打造科华独有的产品和服务品牌，一心一意谋发展，立志于打

造胶东地区新能源产业“户用第一，渠道第一，服务第一”的优

质服务商平台！

根据国家“十四五”能源规划中“2035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大背景蓝图，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政策指引下，太阳能光伏发电作为绿色、环保、发展空

间大、成本低收益高的绿色新能源项目，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农林牧渔业和种

植业创新发展”和“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成功践行。科华公

司联合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农商银行、齐鲁银行、农业银行等多

家金融机构，合作开展户用光伏及工商企业光伏业务的融资贷款

模式和业务，极大拓展了客户投资渠道，降低了投资门槛，提高

了投资收益，为公司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打下

了坚实基础。

2021年，公司融资4.7亿元，在深入挖潜户用光伏的基础上，

着重发展工商业光伏电站，利用公司多种业务模式大力推广建设

各类企业和公共设施的屋顶光伏电站，同时积极与各级党支部合

作，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形式利用闲置屋顶土地等资源建设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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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各类农业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不仅能壮大和盘活集体

经济，进一步巩固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而且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中，都将形成农光互补、综合生产一体

化的乡村生态发展新模式，成为当地一道美丽的风景。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74）是一家专注于

太阳能、风能、储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光伏逆变器、

风电变流器、储能系统、水面光伏系统、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

充电设备、智慧能源运维服务等，并致力于提供全球一流的清洁

电力解决方案。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公司始终专注于新能源发电领域，坚持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培育了

一支研发经验丰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专业研发队伍；先后承

担了 20 余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主持起草了多项国家标准，

是行业内为数极少的掌握多项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之一。

公司核心产品光伏逆变器先后通过 TÜV、CSA、SGS 等多项国际

权威认证与测试，已批量销往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2020 

年 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累计实现逆变设备装机超154GW。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全球

最具融资价值逆变品牌、全球新能源企业 100 强、国家级“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中国工业大奖”“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等

荣誉，是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示范基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福

布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等，综合实力位居全球新能源

发电行业第一方阵。

未来，阳光电源将秉承“让人人享用清洁电力”的使命，立

足新能源装备业务，加快清洁能源系统集成及投资建设业务发展，

创新拓展清洁电力转换技术领域新业务，不断贴近客户需求，积

极参与全球竞争，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一流企业。

地址：中国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 1699 号（230088）

电话：0551-65327878

阳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内排名位于前列的集科研、生产、

销售、光伏应用为一体的光伏制造企业。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于香港上市，上市公司名称阳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

00757.HK。

公司现有员工 5000 余人。生产基地设在辽宁锦州、青海西宁、

云南曲靖、江苏盐城，在北京、上海、苏州、台湾、香港、日本

均设有办事处。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形成硅棒、硅片、电池、

组件、光伏应用单晶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经营模式，在行业极具

竞争优势。

公司已获近 200 项国家级专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绿色工厂、全球新能源 500 强企业、新能源企业全球竞争力 100

强、中国能源集团 500 强企业、2020 年中国光伏组件企业 11 强。

公司提供的 IBC 组件是全球最先进技术组件之一，为户用市

场带来更优质的发电体验。阳光能源是 2016/2017/2018 年国家三

批领跑者基地核心供应商、是 2019 年国家重点项目青海省海南州

特高压外送基地电源配置项目的主要组件供应商。拥有 20 年单晶

P/N 型生产经验，是行业内大尺寸硅片的开创者和应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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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生产能力：硅棒16.6GW硅片12.1GW组件10.76GW（部

分产能建设中）。产品主要销往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越南

等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技术工艺与产品质量均属于国际先进

水平与标准。

阳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阳光家庭光伏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阳光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旗下的户用系统品牌，依托上市公司阳光电源（股票代码：

300274）二十余年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沉淀，掌握全球领先的核

心光伏逆变技术，集产品、金融、云服务等于一体，为全球家庭

用户强势打造以“多发电”为核心的户用光伏超级发电系统，全

系统智能产品专属定制，云平台智能互联，精细化智慧运维，确

保更高发电收益。为亿万家庭提供源源不断自发自用的绿色电力。

作为全球首个获得德国 TÜV 认证的户用系统品牌，阳光家庭

光伏始终坚持产品标准化、模式差异化、服务精准化，致力于为

用户提供真正能够更多发电的家庭光伏产品和更优质的一站式服

务，连续多年获得“中国十大户用光伏系统品牌”、“中国十大

户用分布式光伏品牌”等。

加盟热线：400-958-5888

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ingli Energy (China) Co. Ltd.  

主营业务及行业地位

公司主营太阳能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研发、制造。自 2012 年至

今，英利连续多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国内同行业领先，相

继被评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

核心技术及创新能力

核心技术：作为全球首个取得 CGC 鉴衡、美国 UL 和 TüV 莱茵

三大机构认证的自主开发的双面发电产品英利“熊猫”，具有发电

量更高、耐久性好、机械性能强等优点，其综合效率达 24.63%，

背面效率达 19.1%，在中国首个光伏“领跑者”示范项目中，有

50 兆瓦地面电站全部使用英利“熊猫”双面发电产品，增益率最

高达 19.02%，发电量比常规组件高出 30%。

创新能力：技术创新工作始终伴随着英利各个阶段的发展，

为英利的跨越式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形成了公司持久且强大的综

合软实力。英利拥有“光伏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能源光伏技术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光伏技术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国家标准创新基地（光伏）”等五个国家级平台，

同时“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落户英利，在美国、西班

牙等国家设立了国际研发中心。

截止目前，英利累计研发投入 35 亿元，科研用房超过 6 万平

方米，研发设备总值近 3亿元。先后承担国家“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科技项目 31 项，获国家级和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4 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32 项、科技鉴定成果

25 项，其中，国际领先 3 项，国际先进 17 项。主持和参与编写国

际、国家及行业标准等 111 项。累计申请中国专利 2644 项，获得

授权 2231 项。PCT 国际专利申请 13 项，其中“太阳能电池片及其

热处理工艺”发明专利分别在美国、日本、欧洲授权。

企业地址：中国保定国家高新区朝阳北大街 33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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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联系方式：0312-8631 875 

电子邮箱：commerce@yingli.com

传真：0312-8631 900

官方网站网址：www.yinglisolar.com

 

优尔金属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是由丹麦 JUAL A/

S 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主要设计、研发和制造单层屋面装饰

板材、落水系统、避雷系统、屋面基座、屋面安全防护、通风系统、

光伏支架系统、绿色太阳能窗和其他客户定制产品等。

优尔苏州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为发展动力，以

ISO9001 及 ISO14001 管理体系为框架，以欧标 TÜV 认证及国内建

筑规范为准绳，严格把控产品的质量，追求客户百分百的满意。

我们有近 70 名员工，他们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支撑着企业

的不断发展。作为回报，我们致力于为员工的成长和发展搭建最

好的平台。

优尔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我们是联合

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成员，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由高层次海归团队与民营资本相结合

创办的一家科技型企业。公司专注于 MLPE 组件级电力电子的研发

及产业化，产品包括微型逆变器、关断器、EMA 智能监控及运维平

台、储能系统及光伏系统解决方案，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可以同

时量产微型逆变器产品和组件级关断器产品的公司。

累计申请各类国内外专利 170 余项，拥有有效专利 98 项，软

件著作权 13 项。2013 年、2016 年连续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2015 年被评为“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最具发展潜力企业”；

列入“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被认定为“浙江省出口名牌”。

2014-2017 年连续四年被评为浙江省电子信息 50 家成长性特色企

业。公司产品入选 “浙江制造精品”。昱能为第一起草单位的《光

伏并网微型逆变器技术标准》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昱能产品已经在国内及亚洲、澳洲、北美、南美、欧洲等八十

个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运用，已有超过 100，000 套基于昱能微型

逆变器的光伏发电系统在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并平稳运行。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简称“远东宏信”）是一家横跨金融和

产业的综合集团，于 2011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3360.HK。公司以“汇聚全球资源、助力中国产业”为使命，多

年来引领行业发展，蝉联《财富》中国 500 强、《福布斯》全球

2000 强。 

远东宏信专注于中国基础产业，在城市公用、医疗健康、文

化旅游、工程建设、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民生消费、

交通物流等领域，提供融资租赁、普惠金融、商业保理、资产业务、

股权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海外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开展

医院运营、康复养老、设备运营、K-12 教育等产业运营服务。 

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在上海和天津设立业务运营中心，全国

20 余个核心城市设立办事机构，形成辐射全国的业务网络，员工

超 2 万人。公司资产规模近 3000 亿元，服务客户约 2 万家，累计

向实体经济投放资金近万亿元，服务个人类客户过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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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华畅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2015 年进入滕州市户用光伏市场成立于 2018 年 01 月 15

日。经营范围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

开发、设计、安装、销售、并网、运维；合同电站管理；太阳能

电池、组件及相关电子产品的销售；公司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

市滕州市东郭镇前村。股东：张超、曹文平、张广美。

主要经营范围：光伏相关业务主要分布在滕州市和山亭区。

现公司股东持有光伏电站 2兆瓦。公司积极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发

展好光伏一站产业链，让清洁能源更好的造福人民”，以“打造

当地良心光伏企业”为战略目标，弘扬“和谐、创新、追求卓越”

的企业精神，着力奉献清洁能源。

公司核心业务包含分布式光伏发司电系统项目的开发、设计、

销售、并网、运维。自 2018 年成立以来，户用电站超 1500 余户，

合计超28MW，公司配有专业的设计施工队伍，从设计、施工到售后、

运维一条龙服务。滕州地区电力系统部门关系维护紧密。2021 年

获得滕州市农商银行光伏贷第一家准入资格。

公司连续两年获的政府机构给予“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与

众多光伏知名企业周边光伏大商保持着密切地合作伙伴关系。

枣庄华畅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宗旨：用建设自己家光伏电站

的心态服务好每位光伏用户。公司愿景：利用光伏电站让咱老百

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广大客户理财更安全更稳定。

浙江格莱智控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东海之滨，鱼米之乡——嘉兴海盐，

是一家十多年来专业从事研制及开发太阳能光热智能控制系统、

水位与温度相关暖通智控产品和采暖智能控制产品的科技型制造

企业，同时也是一家从事 GST-IoT 光热智能物联系统全面解决方

案提供商，是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不

仅为客户提供高质价比的产品，并提供全面的光热智能化二联供，

多联供控制和采暖控制提供理想的系统解决方案及智能物联方案。

格莱是国内较早专业从事太阳能热水器智能控制产品的企业，也

是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之一，公司每年开发产品及方案数十种，

年产百万台 / 套，拥有二十多项国家专利及国家发明专利，公司

产品市场占有率多年来稳居同行品牌前列。

浙江格莱太阳能热水器测控主要产品有：阳台壁挂太阳能热

水器水箱嵌入式控制器、壁挂一体控制器、分体壁挂控制器、太

阳能热水器水位水温全智能测控仪、太阳能热水器水位水温一体

强制循环测控仪、太阳能 + 采暖多联供智能控制器、电热采暖控

制器、智能温度控制器等。

浙江格莱拥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卧式插件机，立式插

件机，自动刮胶机，三星高速贴片机，波峰焊，全自动 ICT 及 AOI

检测设备，选择性三防喷涂设备、回流焊，自动 IC 烧录机，成型

机等等以及检测试验设备全面产品研发实验室，并通过 ISO9001：

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至 2012 年开始陆续评为“县专利示范企

业”“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等众多荣誉称号。公司产品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一致

好评和信赖，产品被全国知名整机企业指定为长期独家合作供应

商和产品战略合作供应商。

浙江格莱拥有杰出的技术研发及管理人才和训练有素的员工

队伍，以热诚的高效的服务赢得广大用户的信任。现产品遍及全

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及数十个国外客户，并为各知名配件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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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OEM/ODM 生产配套。公司将以诚信务实的精神，以科技创新，

经营创新及人才实力积极参与行业竞争继续保持行业领先的太阳

能光热产品控制及太阳能热水器测控产品、温度控制产品的研发

及生产实力，欢迎国内外厂商与我公司洽谈代理、配套合作事宜。

浙江格莱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多种院校人才组成的集

软硬件设计、开发、生产、服务为一体高效管理团队，作为国内

较早专业从事太阳能光热智控产品的团队，见证了太阳能光热智

控产品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产品设计开发经验，形成了科

学的管理体系。团队成员年轻而充满朝气，具有创新意识并勇于

迎接挑战。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愿为祖国的蓝天白云，贡献

一己之力。作为一家集软硬件设计、开发、生产、服务为一体民

营高新技术企业，我们的产品更具有性价比，体现在新颖的外观

设计，精美的模具制作，可靠的硬件电路规划，便捷的软件设置，

快速的安装方式上，并通过先进的生产工艺，完善的检测工序，

使用户能全方位认知公司产品。

立足今日，我们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展望未来，我们引吭高歌，

一路欢笑。

浙江格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始创于 2007 年，立足浙江省金华市，旗下有浙江格普光

能科技有限公司，格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领泰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领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威得利工具有限公司等

企业。涉足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生产，光伏电站投资、开发及运维，

医疗用品，电动工具等领域。

格普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于太阳能电池片、光伏组件

等研发、生产和销售，组件一期全自动流水线产能已经达到 1GW

年产能，二期 3GW 产线正在筹建中。并在全球设立多个办事处及

销售网络，是当地首批建立院士工作站，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

高新技术、绿色环保的企业。

产品已取得国际上 BIS、TUV、IEC61215、IEC61730、CE、

INMETRO、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ISO1800 职业安全健康体系等认证。格普光能追求卓越并致力于成

为最好的太阳能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基于企业精神和经营理念，

我们承诺用最好的产品、专业的服务、合理的价格满足我们的客户，

努力冲进全球太阳能产业的高端行列。

浙江加能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组件及接线盒、连接器、光伏汇流箱、

并网箱、光伏防雷保护器、光伏重合闸开关、光伏自复式隔离开

关及成套电气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本公司全面通过 IS09001 质量体管理系认证，产品并取得了

德国莱茵 TUV 认证，国家强制性 CCC 认证及产品检测报告许可证

等资质。加能电气公司秉承至诚-致信-热忱为理念，以质量优良、

服务优良、用户满意为宗旨，我们的使命以长期可靠性、持续低

的接触电阻，降低服务成本的系统停发时间，降低温升的火灾风险，

减低功率损耗，为客户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力求足立长期的

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

浙江美尚光伏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太阳能组件的企业。向全球合作伙伴分

发太阳能组件。我们的产品应用于巴基斯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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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土耳其、南非、印度、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业

和住宅系统。我厂年生产能力高达 1 千瓦。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 TUV、SGS、IEC、MCS 等认证，为更好地服

务欧盟客户在巴基斯坦、波兰、匈牙利、德国设有销售办事处。

企业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组件、光伏应用产品、光伏电站

项目开发、光伏电站 EPC 业务等等，引入先进的设备，采用全自

动流水线，达到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追求工艺上研发

创新，也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严格按照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生产制造。企业建立健全了营销网络，产品

销售至全国各地，以市场为依托、以客户为中心，强化了快速高效、

优质服务、良好运作的外销渠道，确保及时交货，赢得了客户青

睐和合作商的认可。

多年来企业不断进取、创新发展，以人才为主体，以文化和

产品为保障，推动了光伏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光伏应用产品的制

造成本。在日趋激烈的环境中，积极谋求战略布局、调整，全力

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瞄准行业发展，提倡节能、健康的生活，

太阳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立足于发展太阳能光伏事业，为

于家万户都能使用这环保新能源产品而不懈努力、做出贡献。

浙江晴天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使命】让更多人用上清洁能源井分享光伏收益

【企业愿景】成为中国最好的分布式光伏服务提供者

晴天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公司主要

经营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投资、开发、设计、安装、后期运维、

能源管理等服务。营业机构辐射浙江、广东、江苏、上海以及泰

国曼谷等地。并在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市范围内积极开展户用

光伏电站投资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认真落实、开拓创新

的管理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完善的能源管理服务。公司拥有

光伏系统自主品牌，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化、勘察设计标准化、仓

储物流一体化、业务管理信息化、运营维护科技化，为千万家居

民和工商业客户，送去清洁、安全、高效的绿色电力，并降低终

端用户的用电成本，提高用户屋顶的“经济价值”。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电站质量和服务品质是我们恒久不变的

承诺与追求，晴天必将秉持“好电站·晴天造”的匠心理念，不

断提升产品价值，让更多人用上清洁能源并分享光伏收益。

浙江尚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尚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代称“小金坞”智慧仓储)

以成为国内一流的具备大数据运营、产业互联、现代化供应链管理、

仓配送服务一体化的优质新型服务企业为己任，秉承“共享、开拓、

互融、集聚、整合”的经营理念，在新能源领域凭借完善的全产

业链优势，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快捷、高效的仓储运输及数字

化服务，同时为客户降低仓配送费用、运营成本、库存压力等，

让其享受专业管理服务，实现省心经营。

浙江索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始创于 1997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公司主要从事太阳

能电池片、组件、双玻组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光伏独立供

电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作为光伏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超过 45 项主营业务核心

技术，且建立了独立的国家级光伏实验室，该实验室获得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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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 认证，可按照 IEC61215，IEC61730-2、UL1703 进行 54 个

项目测试，为公司及其他光伏企业的设计研发以及质量管控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

公司产品远销欧美、中东和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

广大用户提供专业、便捷的光伏产品和技术支持。

相关产品已通过 TüV、CE、CEC、MCS、ROHS、CQC、PAHS 等国

际认证，且率先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以及 GB/T2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立足于系统化和国际化的战略，与国内外客商建立紧密

的战略同盟，继续加强研发力度，致力于生产高效率的电池片和

组件，满足国内外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把索乐打造成国际领先

的光伏终端应用产品制造商。

浙江碳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碳银是分布式清洁能源领域的 B2B、B2C产业互联网平台，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入选2019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新锐企业20强。

碳银以分布式光伏为切入点，研发了多个适用于不同用能场

景的清洁能源产品，业务范围已覆盖山东、河北、河南、江苏、

安徽、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

国大部分地区。

碳银致力于提升清洁能源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效率，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为行业内

的小微企业提供全产业链的解决方案，提升清洁能源产品的销售

与服务效率、提高小微创业群体的成功机会，同时持续整合供应链、

研发、金融等产业链资源，为上下游参与方输出更好的增值服务。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 479 号国泰科技大厦 17 楼 

电话：400-963-6880

邮箱：service@tanwin.cn

网址：www.tanwin.cn

浙江武义烁日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注册资本 500 万，是一家专注于

光伏系统配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新型技术公司以及

高低压电力成套设备的公司。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材质为不锈钢 /

铁喷塑以及 SMC 塑钢光伏交流汇流箱、带表位的并网箱、不带表

位并网箱、GGD 并网柜、光伏自动重合闸等一系列分布式电站配套

设备。产品内部全部采用 ABB、施耐德、西门子、正泰、德力西、

人民电器等一线品牌电器件。公司以稳定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技

术服务深受客户好评。

公司与浙江东磁集团和上海神州电力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产

品销往山东、湖北、江苏、河北、福建，浙江等全国二十几个省

市。独特的时代背景赋予烁日开发、发展绿色能源的环保使命。

公司秉承“学习、创新、超越、诚信、共赢”的企业精神，致力

于成为新能源行业 竞争力且备受关注的智慧型新能源公司。人性

化管理以及客户至上的工作作风已经形成了独具烁日特色的以“人

本管理”和“超值服务”的企业文化。烁日新能源一定会成为您

值得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正信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信始建于 1988 年，现已发展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组件提供

商。2000 年，正信光电走向国际，印度市场出货排名连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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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领先的傲人业绩，为正信奠定了国际市场地位。如今，我们

已在全球日本、韩国、印度、德国、波兰、丹麦、西班牙、英国、

澳洲、智利、巴西、非洲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并搭

建了服务世界的业务架构。正信光电是 BNEF Tier1 组件制造商，

具有 32+ 的卓越制造经验和 6GW 的组件生产能力。连续两年在 DNV 

GL 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中被评为最佳表现。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作为世界级的太阳能产品制造商，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

公司自 2004 年成立以来，一直以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及高性能太

阳能组件的研发和生产为基础，着力拓展全球光伏发电站开发、

建设与运营业务，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光伏能源供应商和

光伏发电方案提供商，中建材浚鑫坚持认为创新是追求新技术和

提高效率的关键推动力。

中建材浚鑫是中国建材集团旗下新能源版块旗舰企业，迄今

为止，超过 10GW 的中建材浚鑫太阳能产品已在 58 个国家和地区

得到广泛应用。在中国建材的支持下，中建材浚鑫还提供全球 EPC

服务和项目融资。目前，中建材浚鑫太阳能组件全球产能为2.5GW，

在国内和泰国共设有 5家制造工厂。

中建材浚鑫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

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建信息）是中建材

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创立于 2005 年 4 月，注册资金

14935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超 160 亿元人民币。

中建信息是国内领先的企业级 ICT 资源整合服务提供商，以

企业 ICT 增值分销为基础，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和服务，

目前以北京为中心，设立了近60个分公司与办事处，业务覆盖上海、

广州、深圳、成都、沈阳、西安、武汉等国内主要城市，以及埃

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海外国家，拥有全资子公司中建材信息

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中建材信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博瑞夏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元亿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形成了立足中国、辐射海外的全球化布局。中建信息连续

多年被评为“中国 IT 十大卓越分销商”和“中国 IT 增值分销商

十强”，业务规模和服务能力均位居行业前列。

珠海银河耐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银河耐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河耐吉）是一家专

注于新能源分布式接入、能效管理和能源互联网的高新技术企业。

总部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高新区。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创新研

发团队，已申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银河耐吉提供专业的智能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及监控云

平台解决方案，是新能源分布式接入领域的综合服务企业。自成

立之初，公司坚持自主品牌战略，将产品可靠性和性能优势作为

核心竞争力，整合国内外市场资源，布局全球化业务。

银河耐吉将致力于光伏并网、光储充电、需求侧响应和用户

侧管理、电力交易平台、微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提升新能源的智能调度、实时交易和就地吸纳的水平，提高能源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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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店口鑫东机械配件厂

诸暨市店口鑫东机械配件厂 2013 年 12 月 10 日成立，经营范

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专业生产铜配件，紫铜配件，不锈钢产品等。

品种齐全、价格合理，企业实力雄厚，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

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

的信任，工厂始终奉行“诚信求实、致力服务、唯求满意”的企

业宗旨，全力跟随客户需求，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改进。

淄博旭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物流仓库一应俱全。我们经过五年的努力和发展，以卓

越的服务品质和专业的技术服务实力，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公司拥有销售、内勤、运营、安装、售后仓储等多个部门。

在临沂、莱芜、淄博等设立分公司。公司与协鑫、力诺、天合、

固德威、锦浪等一线品牌建立合作关系。主要从事光伏组件，光

伏系统、技术及运营服务。

本着积极响应“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入户”

及“关于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我公司与各当地农村

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合作，满足光伏系统资金方面供应。为客户

个性化量身定制，精心设计确保每户的发电量和安全。公司全天

24 小时实时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及故障报修，大数据在线分析，及

时输出运维优化方案。确保用户的利益最大化。

公司本着“诚信为本，用户至上”的原则，秉承打造“旭日，

开启绿色能源新生活”的企业宗旨，全力开发和推广光伏项目，

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的使命，努力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菏泽顺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9 年，位于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于寨村

工业园，主要专注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生物基材料技术的研发，

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质成型燃

料销售等。

本公司每天可供货 100 吨，有先进的设备，一流的技术生产

的颗粒燃点高、灰份低，生产的颗粒有：家庭取暖炉用的，小燃

烧机和大燃烧机用的，链条炉用的大锅炉用的，及电厂用的都有，

欢迎参观指导。

河北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因能科技”）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9 日，国内最早的分布式能源平台之一，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绿色智慧清洁高效的能源解决方案，是国内市场占有率最

高的光伏直流电源供应商。

因能科技是业内第一家推出分布式光伏能源整体系统品牌的

企业，始终以整体系统的标准，对产品进行研发、选型和匹配，

最大程度提升用户发电收益。在产品系统端，因能科技率先提出

分布式行业首个全流程检验标准，涉及 9 大环节、36 个质控点，

成就了因能电站的“航天品质”；在服务端，依靠智能云数据服

务中心和全国上千个服务网点，因能科技确保每位用户都能享受

到“24 小时响应，48 小时解决”的“金管家”服务 。截至目前， 

因能科技的分布式能源装机达到 1GW，由“金管家”服务体系运维

的光伏电站数量超过 30000 座。

依托“光伏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能源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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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因能科技构建起自己

的技术壁垒。作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用光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单位，因能科技致力于通过技术引领推动行业进步，主编、

参编分布式光伏行业标准 12 项，申请国家专利 100 余项。领先的

技术实力和专家化的团队，让因能科技的能源方案更能解决用户

需求的痛点。

近年来，随着国内智能微电网和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提速，因

能科技充分发挥多场景光伏项目开发建设经验和定制化方案设计

能力，积极融合智能微网、5G 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加速向综合智慧能源服务提供商转型，为工商业企业、

产业园区等提供多种能源 + 储能 + 多场景应用的一站式能源解决

方案。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因能

科技始终秉承着对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与每

一位合作伙伴携手并进，让零碳未来，因你我而能。

济南高胜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德国威乐水泵、新沪水泵及其他国内品优水泵、

硅磷晶水处理及全自动软化水设备。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济齐路 20 号

联系人：高海臣

电话：13793148859

桑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前身是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北京市政府直

接批文成立的中国最早的太阳能专业研究机构，也是国家新能源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太阳能光电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

时至今日，桑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中国太阳能行业集科研、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在国内、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桑普经营业务涉及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光伏技术、生物质

能技术、热泵技术、燃气技术、智慧光能技术、高效节能技术、

合同能源管理、全系统解决方案集成、装备制造及技术咨询等领域，

并在相关领域处于技术领头羊位置。

桑普最大的资产是聚集了一批专门从事太阳能研究、开发和

生产的高级专业人才，有 10 位专家学者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

殊津贴和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有 20 多位太阳

能领域知名专家，200 多名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大专学历以

上专业技术人员占 90%。

自 1979 年成立以来，桑普共获得国家专利 350 项，获得各种

荣誉 150 项以上，获得国家和部、市级科技进步奖 50 余项，国际

尤里卡发明奖 1 项，主编专业书籍 6 本，主编国际标准 1 项，主

编和参编国家标准 20 余项，主编和参编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30

余项。

桑普作为太阳能技术应用于工程实际的倡导者和推广者，已

在全国各地的工程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设计与施工经验，技术水

平在全国太阳能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限公司是以山东大学为技术依托，专业

从事生物质能源转化技术研究、装备制造、工程承包与运营管理

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生物质能及环保专项施工资质。拥有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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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学共同组建的“山东省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山

东省生物质能清洁转化工程实验室”。公司成立至今，始终为客

户提供定制式生物质供能解决方案，核心业务涉及“生物质气化

供气供热、大中型沼气工程、工业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

物质活性炭制备”四大领域，可完成从生物质原料收集、贮存到

多元化利用“交钥匙”工程。

作为国家级重点引智示范单位、中国生物质能行业骨干企业，

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限公司具有专业、独立的自主研发团队及工

程建设团队。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

的良好运行模式，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

共同承担了国家“863”科技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山东省自

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等多项国家与省部级课题，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6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

奖励，拥有专利技术 95项，参与及制订国家及行业标准 10余项。

截止到目前，已先后在全国建设生物质气化应用示范工程400余处，

并成为三大军区 13 个师旅级单位生物质能装备指定供应商。据初

步统计，所建项目累计实现经济效益 15.99 亿元，替代 170.2 万

吨标准煤，减少CO2排放 389.7万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显著。

山东马王芳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注册资金1600万元，项目主要是以“提

供乡村生态清洁供暖解决方案为核心，以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为

基础，以农业种植绿色循环化发展为延伸”的综合性乡村振兴项目。

公司从农林废弃物收集——加工——产品——安装——用户

使用——服务一条龙服务模式。主要生产生物质颗粒和生物质水

暖炉、生物质暖风壁炉、工业生物质锅炉以及养殖系列的生物质

暖风炉及常压炉等产品。

公司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年生产生物质燃料10万吨，

生物质取暖炉 5万台。公司现有职工 52人，其中管理人员 12人，

技术人员 16 人，年销售额 1.5 亿元，争创利税 500 万元，带动整

体社会效益 2.8 亿元。

公司生产的“喜报牌”生物质锅炉及取暖炉在全国消费者满

意度调研活动中，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 公司被

评为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诚信经

营示范单位等称号。公司连续两年被中国生物质协会评为“中国

十佳生物质颗粒厂”，被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

用评级与认证中心 CREDIT 评为“信用认证企业”，与中央电视台

信用档案栏目为合作伙伴，并录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辉煌 70 年》优秀企业书刊，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等

称号。

公司先后被中央电视台、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潍坊市农业农

村局、潍坊日报、安丘市电视台报到宣传。

公司先后与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山东大学、

行业精英等博士研究生、专家、研究院进行战略合作，研究新产品，

降低客户使用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节能降耗。

公司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10 个，发明专利 7个。

公司已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证书。

公司践行国家乡村振兴计划和美丽乡村计划以及扶贫计划，

把原本农民烧掉或乱堆放的农林废弃物进行科学收集，公司有偿

收购，帮助农民致富，打造美丽乡村。公司成立农林废弃物收储

基地 3 个，共占地 180 亩，在村镇设立农林废弃物收储点，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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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农民收储的收储网络体系，本着全收集、利农民、科学加工

的原则，年收购农林废弃物 10 万吨，生产环保燃料 9.5 万吨，替

代散煤 9.5 万吨。

公司生产的生物质取暖炉和生物质环保燃料，实行闭环生产。

公司主要推行集中供暖模式和分散式供暖模式，集中供暖模式就

是以住宅小区、医院、学校、敬老院、行政办公区域等集中供暖

的模式，一台大生物质锅炉进行全面供暖的模式。分散式供暖模

式主要以农村、超市门头等单一单户供暖的模式。

公司成立清洁供暖公司，从农户供暖设计、制定供暖方案、

安装、培训、服务一条龙模式，本着美观化、便利化、安全化、

环保化的原则，让农民供暖使用方便，使用安全，使用干净，使

用节能，让农民放心，满意。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SDQI）始建于 1980 年，隶属于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是集检测、认证、科研、标准制修订于

一体的第三方机构，承担产品质量监督、司法鉴定、产品认证、

企业公众委托等各类检验，进行检测设备研制、产品标准制修订、

检测方法研究等科研开发，并为各类企业、检验机构提供专业的

检测技术培训和优质的质量咨询服务，是目前省内检测范围最广、

综合实力最强的专业化、科研型公共检测服务平台之一。

太阳能产品检测中心为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下设部门，

拥有太阳能光热、光伏、生物质等 9大产品检测实验室，面积约

2000平方米，工作人员 20名，高级以上职称占 40%，硕士以上学历

员工占 70%以上。多年来致力于太阳能产品及集热工程检测技术、

检测装备研究及标准制修订工作，作为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商为政府

和客户提供碳核查、能源审计、清洁生产审核、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

检验检测类

◇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 太阳能集热器

◇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 太阳能采暖 /集热工程

◇ 平板型集热器吸热体

◇ 储热水箱、采暖缓冲水箱

◇ 空气源热泵

◇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 净水机

◇ 生物质炉

认证类业务

◇ 节能 /环保认证

◇ 绿色建材认证

◇ 巴西 INMETRO 认证

◇ 欧洲 Solar Keymark 认证

◇ SDQI 自愿性产品认证

绿色节能低碳

◇ 低碳与节能工程测评

◇ 节能量审核、评估等技术服务

◇ 碳排放核查、碳盘查、碳足迹

◇ 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审计

◇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等绿色制造体系评价

◇ 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评价

◇ 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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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评价

◇ 碳资产、碳交易管理服务

山东省济宁市同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月 ,是一家集科研、设计、制造为一体，

长期致力于生物质能设备研制开发的专业生产企业，公司位于泗

水县经济开发区圣康路北首，企业目前拥有员工 60 人，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 25 人，大专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10 人，公司主要生产生

物燃料成型机设备、秸秆炭，是济宁市目前最大的生物燃料成型

机生产基地，客户己遍及全国各地，并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精益

求精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该成型机能将各类秸秆、林业废弃物和工业垃圾等通过加压

致密成颗粒，生物燃料使用方便，可替代部分煤炭、天然汽、石

油等不可再生化石能源，利用生物燃料成型设备生产生物燃料项

目既提高了农民收入 , 同时也缓解了能源紧张的局面 , 对节能环

保、秸秆综合利用等有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实现能源可持续

发展 ,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公司已与哈工大联合组建了“山东

同力—哈工大生物燃料成型设备研究所”，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联合研制自动化成型设备走产学研的路子，将联合研制大

功率智能成型机，填补国内没有大功率智能成型机的空白，

公司生产的生物燃料成型机已荣获国家专利 15 项 , 其中发明

专利一项，已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山东省科技厅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同时获得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山东省重大节能成果奖、山东

省节能环保示范企业、山东省科技金桥奖和济宁市人民政府颁发

的优秀节能成果奖、产品纳入山东省农机补贴目录。2015 年，企

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成功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2016年产品获得山东名牌称号、济宁市循环经济十佳示范企业，

2017 年获得山东省中小企业隐形冠军称号，2018 年列入山东省第

二批技术创新计划名单，成立济宁市工程研究中心、2019 年获得

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并纳入能源局领域重点技术、产品和设

备目录，2020 年获得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济宁市市委市政府颁

发的 2019 年度优秀企业称号，参与并制定了山东省生物压块站建

设指南团体标准，为山东省秸秆能源化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模式。 

山东旭利来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坐落于沂蒙老区第一大山、山东省第二高峰的“蒙山”

之阳，项目总投资 5 亿元人民币，一期投资 2.7 亿元，占地面积

66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6770 平方米，现有年产 100 万平方“旭

光天能”太阳能集热片的生产线 1 条，年产 10 万台太阳能的生产

线 2 条，年产 16 万吨储能水箱的生产线 1 条，年产 4 万台空气源

热泵的生产线 1条，年产 10 万台光伏热水器的生产线 1条。

公司核心精英由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中卓科技博士

团队组成。专业从事光热技术研发、制造销售、项目建设，同时

提供绿色综合能源服务，为高效农业大棚、集团客户、政府机构

提供智慧绿色电力及热力能源。

产品包括：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伏产品、空气源热泵、

双源热泵等新能源产品。其中“旭光天能”太阳能集热片掌握自

主核心技术，取得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成功获得多项国家发

明专利，成为国内外农业大棚供暖不可替代的主要产品。业务领

域涉及：太阳能光热应用（包含工业、农业、民用、商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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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采暖制冷（新农村采暖解决方案、商用及公共建筑采暖方案）。

正信德（北京）国际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是国内最早进行农作物秸秆燃料化全产业链研究、建设

的公司之一。旗下有山东正信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正

信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多个分支机构。早在 2015 年，为了响应

国家减煤、换煤和秸秆禁烧，以及大气污染治理的号召，正信德

便着手生物质炉具和农作物秸秆燃料化利用全产业链的研究、实

践和建设。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公司率先在全国建立区域秸秆燃

料化清洁利用全产业链，从秸秆的收储运、燃料生产到农村生物

质能源分散供能进行全面的实施和运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秸

秆能源化全产业链的建设和运营获得了国家专利，该体系和技术

在全国系正信德公司独有。

公司传承“点亮 拯救雾霾世界”的使命，以“只做真正的节能

环保锅炉和可落地的生物质燃料化清洁利用实施方案”为企业定位。

公司有多个采暖设备制造公司，年产可达 15 万台；有多个燃

料站，一支专业打包队伍，一个研发中心。正信德成为国内专业

从事农作物秸秆燃料化全产业链建设者，以生物质能源收集、生

产建设及生物质能供暖设备系统为依托，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现有员工 200 余人，工程技术人员

28 人。公司以科技为先导，以创新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以诚

信待客户为企业精神；秉承以人才为本，科技领先，用户至上为

经营理念；公司重视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在充分有效的市场调研

基础上，创建了《经营管理觉学》，让员工开启洞察每一个细节，

从意识层面得到大幅提升。

我们诚挚的欢迎各位领导，各界朋友莅临公司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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