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企业名称：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1996 年上市。公司成立初期，

主要依靠组装生产家用空调，现已发展成为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集团，产

业覆盖空调、生活电器、高端装备、通信设备等领域，产品远销 1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公司现有 9万多名员工，其中有 1.4 万名研发人员和 3万多名技术工人，在

国内外建有 14 个生产基地，同时建有 5个再生资源基地，覆盖从上游生产到下

游回收全产业链，实现了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公司现有 15 个研究院，共

有 96 个研究所、929 个实验室、2个院士工作站（电机与控制、建筑节能）。

坚持创新驱动：在 2018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排行榜中，格力电器排名全国第

六，家电行业第一；坚持质量为先：2018 年，公司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

坚持转型升级：格力已经从专业空调生产延伸至多元化的高端技术产业。

格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守实体经济，坚持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加快实现管理信息化、

生产自动化、产品智能化，继续引领全球暖通行业技术发展，在智能装备、通信

设备、模具等领域持续发力，创造更多的领先技术，不断满足全球消费者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智能化时代扬帆再启航、谱写新篇章！



02 企业名称：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80），中国上市企业500强，专注打

印显像行业二十年，优秀的成像和输出技术方案专家，全球前五的激光打印机厂

商，全球领先的打印机耗材芯片设计企业，全球通用耗材行业领导企业。全球员

工人数近2万人。集团市值近300亿元人民币，产品覆盖150多个国家、地区。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技术创新和核心专利为基础，以研发、制造和

销售为一体的高端精密制造企业。从生产通用耗材起步，经过多年的发展，纳思

达携被其托管的奔图电子联合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完整覆盖打印行业产业链的行

业巨头。

纳思达拥有了近4000项自主专利技术，并获得了国际跨国公司多项专利的合

法使用授权，构建了行业内领先的专利技术平台。纳思达所生产的耗材产品已畅

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并拥有了利盟、奔图、格之格、G&G、艾派克、史丹迪等全

球知名品牌。



03 企业名称：兰吉尔仪表系统（珠海）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兰吉尔创始于1896年，一直是全球领先的能源计量设备、系统和服务的供应

商。业务领域涉及电能表、气表、超声波热能表，预付费系统、负荷管理系统、

智能计量系统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兰吉尔高精度关口表、多功能电子表、

长寿命机械表、民用电子表和电能计量系统就陆续在国内各大电力公司及发电厂

得到了成功应用。

兰吉尔在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设立73家分支机构、员工人数6000多名，为当

地客户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和技术。兰吉尔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

伴，在全球能源行业倍受尊敬。

为了满足国内客户更加本地化以及全面快速服务的需求，兰吉尔于1997年在

广东珠海成立全资子公司，全面负责所有兰吉尔产品在中国的研发、销售和工程

服务，大大提高了国内客户的满意度。从研发设计、生产、物流、销售以及服务

各个环节，全面秉承兰吉尔的百年优秀传统，扎根珠海，服务中国。



04 企业名称：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丽珠医药集团下属的高科技企业，专

业从事体外诊断试剂及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营销。公司现有人员 750+，本

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到总人数的 50%以上，其中硕士 65+、博士 10。近年来，公

司在原有酶免、胶体金、微生物技术平台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分子检测、多重免

疫、单人份化学发光三大技术平台。公司在呼吸道感染、传染性疾病、药物浓度

监测等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高达

50%-90%。



05 企业名称：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总部位于广东省珠海市。

公司一直专注于生物产业，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制新型生物制品，并为客户持续

提供整体生物技术解决方案，现业务横跨生物医药、生物工业、生物农牧、药用

植物四大领域，是我国生物酶制剂行业首家上市企业，亚洲最大生物酶制剂制造

与服务企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甾体激素医药企业。

创新科技，驱动发展，公司现有 1所研究院，3所研发中心，11 所研究所，

同时拥有 1 所国家技术中心，1 所院士工作站，1 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 所博

士科研工作站，6个省级研发工程中心。目前，公司拥有 159 项发明专利，在生

物工程领域，拥有基因工程技术、生物发酵技术、复合酶协同技术及甾体激素生

化合成技术、药用植物种植与提取技术等诸多核心技术，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扎

实基础。



06 企业名称：珠海紫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紫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 NOK 集团下属日本电子株式会社，Mektron 集

团旗下全资海外公司。Mektron 作为生产柔性印刷线路板的专业化集团公司其先

进的工艺技术，使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各项指标均列同行业前茅。

公司自 1997 年设立至今，已在珠海累计投资达 6000 万美元。经过多年发展，

现成为拥有近万名员工、年销售金额约 48 亿元人民币的现代化企业。它以其先

进的生产技术与优异的产品品质，在中国印刷电路行业 PCB 综合企业排行榜中名

列前茅。



07 企业名称：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和平”或“公司”)是全球知

名的智能卡产品及相关系统集成与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和服务商。成立于

1998 年，目前注册资本 3.46 亿元人民币，2004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股票代码: 002017.SZ），公司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规划布局内重

点软件企业，省级智能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是“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的

依托单位，设有博士后工作站。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发展以智能卡为基础的信息安全产业，基于客户

需求持续创新，在“通信、金融、移动支付、政府公共事业、物联网”五大领域

和“卡类、卡服务类、测试类、终端类、应用系统解决方案”五大方向上都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安全、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未来，公司将积极捕捉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拓展创新空间，挖掘增长潜力，

为实现“国际化的信息安全产品供应商和服务商”的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



08 企业名称：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集成电路的设计、研发与销售。公司

芯片主要应用于 AI 智能音箱、蓝牙音箱、蓝牙耳机、智能语音玩具、超高清记

录仪、智能视频监控、血压计等物联网智能终端产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以自主研发为发展战略，具备完善的 SOC 设计知识

以及丰富的研发经验。 截止目前，已获得各类知识产权约 200 项，构成了公司

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为公司快速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提供了坚实基础。

杰理科技以前瞻的市场眼光、持续的技术创新研发、专业极速的服务精神，

用“芯”美好世界。



09 企业名称：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主要成员单位之一，是我国从事通用航空研

发、制造、销售、服务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毗邻广东省珠海市金湾机场，基

础设施和科研生产条件完备。

公司主要从事固定翼通用飞机、水面飞行器等产品技术研发及部装、总装、

试飞、产品交付以及产品销售、客户服务等工作。目前，在研型号有大型灭火/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单发涡桨轻型公务机(AG300）、轻

型水陆两栖飞机（HO300）、单发活塞轻型系列飞机（SR20、SR22）等多类型飞

机。在产的项目有西锐复合材料零件转包以及 SR2X 飞机 PC 取证等项目，拥有独

具特色的飞机复合材料零部件制造、飞机装配、喷漆、试飞交付等能力。

公司在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聚焦·创新”战略指引下，以市场化、

国际化为导向，致力于成为引领国内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领导者。



10 企业名称：珠海宽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我们是一家国内领先、业务全面的量化交易公司，累计收入超 10 亿，整体

规模超 50 亿，技术人员超 100 人，拥有先进完善的交易系统构架，在国内股票、

期货、期权等主流市场均有顶尖的盈利能力。

汇聚和培养极致的人才是我们永不动摇的根基。从常春藤 PhD、奥赛国际金

牌、高考状元到国内顶尖院校的突出毕业生，我们齐聚一堂，一起学习、探索、

交流，积累又传承，去追求极致技术。以最极客的方式，去实现最快的速度、最

优雅的编程设计；以最严谨的统计视角，去破解最晦涩的数据、最隐秘的规律。

从 6年前松湖一隅到今天珠海、深圳、成都、香港勠力同心，我们初心不改，

始终怀着打造世界顶尖华人量化对冲基金的梦想，低调扎实地工作，并热切期待

着每一个同路人。



11 企业名称：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正方控股”）自 1996 年 2 月 28 日成

立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公司党委的坚

强领导下，逐渐成为一个拥有 8个职能部门、5大业务板块、46 家下属及参股企

业的控股公司。公司以实现区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聚焦主业，实施相关

多元化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珠海“二次创业”贡献力量。



12 企业名称：珠海九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九通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2702）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与行业顶级院士合作建立了院士工作站。依托国家政策重点扶持

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产业，以“水处理技术综合服务商”为定位，专注于自主

知识产权的水处理技术、工艺及设备的研发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以

“净水惠民”为己任，努力打造行业知名民族品牌。多年以来，公司已为国内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150 多个城市近 1000 家水厂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建立了

良好的业界口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3 企业名称：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圆控股）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2 日，是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国有独资企业。主要从事区属国有资产管理、项目代建管

理、市政建设施工、河涌（渠）管养提升、市政道路、园林绿化等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管养、城市街区综合管理养护服务、物业管理、垃圾分类运营、人力资源等

政府购买业务以及相关民生公益事务。

蓝图绘就，扬帆启航。自 2018 年 7 月实体化运营以来，正圆控股坚持发挥

党建引领核心作用，牢记区属国企使命，以“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

为导向，以实现“干净、有序、美丽”城市精细化管理为目标，以夯实环卫保洁

服务业务为基础，以市政建设养护、微改造为抓手，立足城市服务综合管养，稳

步提升城市服务、市政建设、宜居环境、人力资源等业务管理水平，践行城市管

养精细化、品质化管理理念，打造“香洲正圆”多元化城市生活管家品牌。

秉持“合作、进取、创新、共赢”的企业理念，期待一起，遇见更美的城市

和自己！



14 企业名称：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 1980 年，与珠海经济特区同龄，是珠海两家

龙头国企之一，也是珠海最大的综合型企业集团和全国知名的领先企业，于 2016

起连续四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2019 年位列 330 名。

华发集团现控股“华发股份”、“华金资本”、“华金国际资本”、“庄臣

控股”四家上市公司，以及“华冠科技”、“华冠电容”两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业务布局从珠海拓展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内地六十多个主要城市

和香港、澳门、旧金山、特拉维夫等地。

展望未来，华发集团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港珠澳大桥通车的历史性机遇，坚持“科

技+金融+产业+城市”发展模式，紧扣实体，启动“二次创业”，实施“科技+”

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用华发集团的“二次创业”为珠海的“二次创业”贡献

力量。



15 企业名称：珠海天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麒麟合盛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是一家面向全球市

场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旗下产品 APUS 系统（APUS System）是安卓系统的增强版，

增加了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服务功能。2015 年 8 月,《华尔街日报》把公司作为亚

洲独角兽的代表，入选创业公司“10 亿美元俱乐部”。APUS 连续两年入选中国

独角兽榜单，全球用户量突破 12 亿，遍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一带一

路”沿线 65 个国家，产品支持超过 25 种国际语言。作为中国互联网出海的领航

者和数字“一带一路”的践行者，麒麟合盛一直致力于积极推动中国影响力在全

球的传播。



16 企业名称：金邦达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金邦达宝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或“金邦达”）于 2013 年

12 月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3315.hk. 本集团于 1995 年成

立金邦达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同时获得中国银联、维萨、万事达、美国运

通、JCB 和大莱六大信用卡组织认证的产品提供商，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商务部重点联系服务外包企业、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本集团主要为全球客户提

供支付系统平台、嵌入式软件和安全产品、数据处理服务、发卡系统、多应用终

端以及针对客户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等，业务涉及金融、社保、卫生、交通、零售、

移动支付、身份认证、第三方支付、智能城市、智能健康等诸多领域，全力打造

本集团在金融支付与信息安全产业中的生态系统圈。

作为全球顶尖的金融卡和数据处理服务提供商，金邦达在积极参与国家相关

行业标准编制、起草的同时，坚持对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智慧城市、主机控

制仿真技术（HCE）、基于身份加密（IBE）和技术属性加密（ABE）算法等前瞻

性技术领域持续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使公司始终处于行

业前沿，引领行业发展。金邦达分别在北京、珠海设立两个研发中心，凭借雄厚

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成功参与国内及香港首批 EMV 项目、国内首

批省级社保卡、金融社保卡、市民卡以及居民健康卡等项目的实施。

以“与时俱进，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企业持续发展之根本，金邦达将始终以

领先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以及完善的服务，全力促进智能安全支付技术更广泛的

应用，为支付者提供安全、便捷、自由的支付体验。



17 企业名称：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6 月成立，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

岸核心城市-珠海市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香洲区科技创新小镇。

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性能轻合金材料压铸结构件精密成形

工艺技术研究和产品生产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国压铸件 20 强企

业》、《中国压铸件生产综合实力 50 强企业》、《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

《中国铸造行业有色及压铸分行业排头兵企业》、《中国绿色铸造企业》，生产

制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一代通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航空

航天等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半固态金属流变成形技术整体

工艺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8 企业名称：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许继集团下属的配网自动化公司，于 1998

年在广东省珠海市投资兴建的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生产基地。公司专业从事智能

电力物联网技术的配电主站系统及成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是国

网“三型两网”建设和电力泛在物联网技术的主力践行者。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创新、超越、发展为核心管理理念，先后承担了省、市、

区和国家电网公司多个工程项目，承接北京首都核心区配网自动化系统项目实

施、承接山东省域配网全覆盖工程项目建设，以及北京奥运保电、六十年大庆、

杭州 G20 峰会、江苏扬州/镇江 EPC 等重大配电自动化工程，积累了配电领域高

可靠供电、自动化全覆盖、EPC 总承包、新旧区域改扩建、智能台区五大类工程

项目经验。

公司拥有的多个产品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多个科研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

计划、多项科研成果通过了省、部级鉴定，主导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先

后荣获了多项省、市和国家电网公司科学技术奖等，是国内电力行业第一台看门

狗的发明创造者。公司先后评为广东省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广东省配网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

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自主创新 100 强企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广东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广东省制造业企业 500 强、广东省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4

个 100 示范企业、珠海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



19 企业名称：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新动力”或“公司”）是无

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股票代码：300450），是一家研发、

制造能量回收型化成、分容、分选等锂电池后端自动化生产线装备的专业厂家，

是国内首家把高频能量回收技术应用于电池生产和测试的企业，稳居电池后端生

产设备行业第一位。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成长性百强企业”“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公司研制和营运的主要产品

及解决方案有：能量回馈型电池化成分容系统、测试系统、电芯分选系统、全自

动锂电池生产解决方案。



20 企业名称：广东航粤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航粤电气集团始创于 1993 年，通过和多个顶尖电气品牌保持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引进了高端产品、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集团现有业务主要分制造、

工程、贸易、园区运营四个板块，其中部分优势产品在珠海市场份额占有率达到

70%以上。

“航粤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研发、制造和销售

智能开关柜及配电箱、箱式变电站、母线槽及西门子 8PT 开关柜等电力设备。自

2017 年起企业从传统“装备制造型企业”向“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型企业”转型，

为用户提供配电设备智能运维服务。

航粤电气以“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做负责任的电气供应商”为使命；

以“诚信正直、和谐共赢、客户至上”为价值观；

致力于“成为智能配电解决方案的领先者”。



21 企业名称：广东飞企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飞企互联始创于 1992 年，是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创新层·834791）。通过

FE 云工作台，连接人、链接端、联通内外，构建智慧园区主业，双轮驱动，深

化数字政府、数字企业领域一体两翼发展新格局，为客户提供“设计规划、实施

交付、运营支持”的一站式服务，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公司总部位于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珠海、北京、杭州、南京、

重庆、云南、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设立了分子公司。在全国重点城市拥

有多家本地化服务伙伴，致力于提供专业创新的信息化服务，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22 企业名称：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2015 年成为厦门市美亚柏

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88)的全资子公司，2019 年，美亚柏科成

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央企战略控股公司。新德汇是一家以自主研发为主的创新

型高科技企业，专注于公安、检察院、海关、监察委等行业信息化建设，致力于

成为“国内领先的政法行业信息技术与数据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广东省珠海

市，分支机构遍布北京、广州、深圳、重庆、南京等 18 个城市。

公司现有员工 520 余人，研发技术人员占 60%，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 11%

以上。公司研发产品超过百款，涵盖大数据信息化、智慧侦查、智能电子数据采

集取证、智慧民生等四大系列。

新德汇欢迎您的加入，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23 企业名称：珠海奔彩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奔彩打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打印机、喷码

机及其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的软硬件研发

团队经验丰富，具有十年以上的打印机研发经验，注重产品技术创新。主要产品

包括 BT-HH6105A 手持式喷码机，这是一款国内率先在软硬件都具备自主知识产

权的专利产品，填补了喷码机及其耗材不能整机国产化的技术空白。

公司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缩短珠、澳、港三地距离，

城际轻轨和发达的高速网络及港口航道促进珠三角城市及相邻地区交通的便捷。

厂房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车间采用千级无尘环境，引进多条先进的日本、台

湾生产设备，同时配套各种先进自动化检测、研发设备，设计产能达到 50，000

台/年。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执行国际与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

标准，产品均符合相关的环保标准，公司已导入 ISO9000﹑ISO14000 质量管理体

系。

目前，第一代产品已经拥有 16 项专利，支持八种语言及输入法，完成了 CE、

ROHS、FCC、KC、IEC 多项国际认证。预计于 2019 年陆续推出三款新品。

公司将沿着“技术革新，经营诚信，上下同心”的方向持续前进。



24 企业名称：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0年，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无人船艇研发、

生产、销售与提供行业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

云洲智能拥有世界一流的无人船艇研发及产业化团队，参与制定了中国现有

的全部 7项无人船艇标准，已受理无人船艇核心专利 200 多项，掌握无人船艇自

主航行、智能避障、集群协同等多项自主核心关键技术，并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公司先后推出了世界第一艘环境监测无人船，中国第一艘海洋调查无人艇、

安防救援无人艇等多个自主产品，业务涉及环境测量、海洋调查、安防救援、无

人航运等领域。云洲无人船艇入列国家第 34 次南极科考队、参与中科院青藏高

原冰川湖泊科考、参加生态环境部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行动、多次赴西沙南

沙开展岛礁调查等国家任务。

云洲已在珠海、深圳、连云港、西安、新加坡等地设立研发中心，主持建设

了中国第一个无人船艇产业基地——香山海洋科技港，并联合发起建设世界最大

的无人船海上测试场——万山无人船海上测试场。目前，无人船艇产品已经销往

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云洲智能，致力于用智能科技探索海洋、保护海洋、经略海洋，推动世界进

入水上智能时代。



25 企业名称：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格力电器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智能装备生产企业。目前，公

司产品覆盖了伺服机械手、工业机器人、智能仓储装备、智能检测、无人自动化

生产线体、数控机床等 10 多个领域，超百种规格产品。

公司现有员工逾千人，设有七个研发单位，目前已申请专利数量约 2206 项，

已授权专利约 735 项。从 2015 年成立至今，已先后获得“广东省机器人骨干企

业”、“珠海市智能装备工程技术中心”等高新技术单位的认定。

传承格力“忠诚、友善、勤奋、进取”的企业精神，并坚持“技术领先，质

量至上，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质量方针，格力智能装备扬帆远航，精益求精，

努力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售后服务。



26 企业名称：珠海天威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天威集团成立于 1981 年，在职雇员 4000 多人，是全球知名的通用/再生打

印耗材龙头企业， 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卓越的打印及应用服务。天威旗下

拥有 3D 打印机、数码打印、激光硒鼓、复印机粉盒、墨盒、色带、碳粉、墨水、

芯片等 9大类过万款产品，远销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