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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001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干式变压器、箱式变电站、开

关柜
海南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

海口保税区7号厂房
王秋梅 0898-66811322 18308989805 Wangqm@jst.com.cn 9146010062006446XN 38313

2022电商002 陕西安铁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绞式金具、电力金具、复合

坠砣
陕西

陕西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冯家街陕西天健钢构工程有限
岳喜敬 0913-8181285 17771811980 3368929471@qq.com 91610594MA6Y21MJ8X 1000

2022电商003 北京江通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配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电

力调度系统（SCADA）、智能监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甲26号

1号楼205室
樊江涛 010-68319188 18611179188 Fjt1979@126.com 91110108MA004XQ04F 3000

2022电商004 河北宏胤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电力专用工具、电

力金具、绝缘器材
河北

河北省高碑店市107国道东侧

地质六队南侧
赵宏胤 0312-2801666 13623320000 hy2012118@126.com 911306845869447533 5000

2022电商005 衡水永丰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 河北
衡水市永安民营工业园内（刘

里马村）
李文松 0318-2109556 13833880366 Hsyf2008@126.com 91131102776177612W 220

2022电商006 襄阳市建盛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箱变、配电箱 湖北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安居路2

号
黄学英 0710-3342083 13797678149 jsdq@xfjsdq.com 91420600770779874X 20000

2022电商007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四川
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区迎宾大道

18号
梁  波 0833-2598888 13808330199 swb@mxdl.cn 915111007523025620 51990.5

2022电商008 北京锋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商
测防端子、杂散电流监测系

统，排流柜，单向导通装置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8号1号

综合楼6层E区6298
李俊宏 010-60789532 13910318367

billdahong2004@163

.com
91110108399003800N 5001

2022电商009 河南省铁创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线上料 河南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中华路与

人和路交叉口西南角创新大厦
张玉 0372-6294566 15670001271 392852510@qq.com 91410523349434370F 3005

2022电商010 江苏耘和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光缆 江苏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 梁文娟 0514-82999299 13665242352 Jsyh0919@163.com 91321002398368090Q 10000

2022电商011 浙江希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浙江
浙江省永嘉县乌牛街道东蒙工

业区
黄芹 0577-67303786 18066371992 343426999@qq.com 913303245862970586 5200

2022电商012 固安北信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及器材 河北
河北省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

东方街
逯玲 0316-6161238 13513164561

beixinjingying@126

.com
91131022109410724A 5030

2022电商013 成都四为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设备监控系统、隧道防灾

救援监控系统、电力调度自动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文路22

号
王慧 028-87823186 13871143005

sysware_jinwen@163

.com
91510100762283799C 6000

2022电商014 天环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电缆 河北 河北省宁晋洨口开发区 颜立鹏
0311-

86034719
18531181190 275349276@qq.com 911305286011580656 30200

2022电商015
陕西兴盛振兴铁路电气化器材有

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分段绝缘器、

分相绝缘器
陕西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工业密集区

园区7号
李柏娟 029-36386819 13772092548 sxxs2004@263.net 916100007979277931 10000

2022电商016
常州市武进顺达铁路工程配件有

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通信信号器材、复合电缆

槽
江苏

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龙域西路25号
周泽 0519-86531734 17712788799 Sunda6688@163.com 913204126744166439 5000

2022电商017 北京冠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放热焊接材料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郊农

场办公楼524室
游泳 010-51528015 15801030109 2984813318@qq.com 91110114771996256C 1200

2022电商018
宝鸡保德利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配件、线岔、分段绝

缘器
陕西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196号 张 龙 0917-2755139 18991577266 md_bdl@126.com 916103006611992135 8000

2022电商019 深圳市信腾星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自动过分相地面磁感应器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马家龙

社区大新路88号马家龙63栋
刘刚 0755-89603210 13537745087 42619937@qq.com 914403003058128435 2501

2022电商020 南宫市新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SMC复合材料、复合槽、防尘罩

、箱盒
河北 南宫市薛吴村乡郁家庄村 尹胜利 0319-5280229 13931919797

ngyujingshui@126.c

om
91130581087264550Q 3100

2022电商021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防灾

安全监控系统、铁路综合视频
河南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大道188号
杨晓田 0371-67372563 13213839335 hhkj@hhkj.cn 914101007324826746 38961.642

2022电商022 天津市盖尔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天津
北辰开发区主干道北（北辰经

济开发区总公司内）
李滔滔 022-86861588-102 13752316961

306095937@qq.com/2

0935766@qq.com
911201136940765000 5500

2022电商023 石家庄开发区华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绞式金具，复合坠砣，驱鸟

器
河北 石家庄高新区昆仑大街55号 田露 0311-89629333 15532105077 2327315464@qq.com 91130101236011507D 3000

2022电商024 饶阳路凯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

五区8号
赵海飞 0318-7252815 18732885678 778169333@qq.com 91131124560495662Q 5100

2022电商025 青岛豪迈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山东 胶州市广州北路502号 王玉清 0532-88276088 13963976091
Haomaicable@126.co

m
913702817137701954 25800

2022电商026 固安信通信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车站电码化设备及接口器材、

四线制电码化器材、接近区段
河北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清华大学

（固安）中试孵化基地1期A1
高泽涛 0316-6191998 13785586120 shicb@163.com 9113100010942902XW 18876

2022电商027 北京四方腾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功补偿装置、谐波治理成套

装置、在线监测装置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南绿地中

央广场B座1909室
张伟 010-61274558 18610029030 bjsftt@126.com 911101087404200436 5000

2022电商028
嵊州市三合防火防腐材料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柔性有机堵料、阻火包，耐火

、不燃无机复合板，电缆用耐
浙江

浙江省嵊州市鹿山街道光明塘

新村周家
施小东 0575-83221198 13506754820 szshfh@163.com 913306837686542988 506

2022电商029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箱式变电站、电线电

缆、电流互感器、控制柜
新疆

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号
冷伟 0994-6553319 18599332801 tbeabyqlw@163.com 91650000299201121Q 371431.2789

2022电商030 北京奥博天泰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集中接地箱、电化车站引入综

合柜、配电箱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6号院1号

楼13层1317
李树茂 010-88177153 18611131752 aobott@163.com 91110108795995266D 10015

2022电商031 河北金桥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沙河桥 秦连生 0317-3863668 18610079836
jinqiaojituan@126.

com
911309847554699151 26800

2022电商032 常州埃依琦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SF6泄漏报警装置、SF6气体回

收装置、智能变电站辅助系统
江苏

常州市新北区科技园2号楼创

业中心D502
陈志刚 0519-85068826 13901500368 ayq5159855@126.com 9132041176359568XU 3100

2022电商033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线、电线电缆、承力索及

附件
江苏

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开发区东

方东路128号
汪勇 0519-69877777 13806123276

chanzghou.centuray

.com
913204126081265845 67612.9032

2022电商034 保定市合力达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箱变 河北 保定市风能街213号 刘清华 0312-5950614 13831283531 hlddq2002@163.com 91130605740190401P 5000

2022电商035 南京国铁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交直流屏、变配

电所综合自动化、电力远动监
江苏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276-1号

易发五洲大厦15层
潘季奎 025-83112986 13851469793 gt-market@163.com 913201157453807491 3000

2022电商036 天津市中惠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免维护电缆接续盒，冷封胶，

信号辅材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渭水道14号 袁明慧 022-27366563 13920069458

tianjinzhkj@126.co

m
9112010473038312X4 3000

2022电商038 饶阳路通铁路电务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园区 李占峰 0318-7238098 13363303758 Rylttl@sina.com 91131124796597155P 3001

2022电商039 保定瑞隆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大营（开发

区）西王村
刘会生 0312-5756222 18631236222 369006323@qq.com 91130638789819821F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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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040 饶阳县烨亨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标志牌 河北
饶阳县五公镇北管庄村四区80

号
耿志高 0318-7252777 13833897800

gengzhigao88@126.c

om
91131124564875179N 3001

2022电商041 上海国爱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放热焊接模具，模具夹，铜管

、牌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车亭公路

3398弄8号
王尉德 021-60880356 13917325465 554871414d@qq.com 91310116778502589J 2588

2022电商042 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地铁用直流柜 河南
许昌市中原电气谷许继新能源

产业园
陈田田 0374-3216957 18237475886

smartsale@xjpmf.co

m
91411000688199774R 10100

2022电商043 石家庄峰岩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营里镇 冯彦辉 0311-84381952 13832328773 jzsdlc@163.com 911301831078023617 30700

2022电商044 饶阳县诚兴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河北
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宫庄村

45号
刘顺强 0318-7252168 15931381980 870045111@qq.com 91131124MA085ND4X6 3200

2022电商045 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城市轨道交通集中告警系统、

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电源及环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

区149幢
吴跃 010-51874281 13811102318 tkytxtb@163.com 911101081020143823 30010

2022电商046 保定合力达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分支箱 河北 保定市风能街213号 张勤 0312-5902378 13803341938 349398983@qq.com 91130605601272810G 5000

2022电商047 扬州德云电气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开闭所、箱式变

电站
江苏

扬州市邗江经济开发区牧羊路

1号
孙苏俊 0514-87848518 15852892398 sunsj08@126.com 91321003743113858D 20200

2022电商048 广东迦南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恒温恒湿设备、机房专用空调

机、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谭桥

工业区2号
梁珍荣 0757-85625623 13825959297 canaan18@126.com 91440605590114330W 10050

2022电商049 武汉飞戈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综合检修车动态仿真系

统、SF6气体检测模拟仿真系统
湖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

大道62号关南福星医药园3栋9
林歆戈 027-88097148 15827436199 whfgdh@126.com 91420100568394487H 1000

2022电商050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互感器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经济开发区惠民

西路5号
张中义 0513-87303636 18017599780 sieyuan@188.com 91320682762825033L 1100万美元

2022电商051 上海思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制造商 252KV及以下GIS组合电器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999号2幢

E区
张中义 021-60610695 18017599780 kilter42@163.com 91310112666061934B 21000

2022电商052 思源清能电气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功补偿装置、三项不平衡治

理装置、有源电力滤波装置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999号2幢

F区
张中义 021-61610770 18017599780 syecqn@126.com 91310112672677110B 10000

2022电商053 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压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经济开发区惠民

西路1号
张中义 0513-87531900 13813644369 rggydq@188.com 91320682138617863H 35189.52

2022电商054 上海康驰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栓、综合支架、防火封堵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奉炮公路458号1

幢二车间
任天叶 021-52342602 13816940480

rentianye@kalz-

construction.com
91310120697230032P 3000

2022电商055 新宝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3千伏及以下电线电缆 北京
北京市平谷区平顺路杨桥路口

西
陈同同 83670718 13366555136

baofengdianlan@126

.com
911101177817026102 15020

2022电商056
上海拓及轨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刘翔公路918号2

幢1层A区
袁晓昂 021-64429399 15021221866

15021221866@163.co

m
91310114798931356C 5611.8148

2022电商057 江苏荣威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桥架、母线槽 江苏
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广宁社

区
陆学富 0511-85155566 15952986066 jsrwdq@163.com 913211823137102496 12000

2022电商058 北京禹辉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处理设备、环境处理设备 北京 北京市平谷区滨河工业开发区 罗帮丽 023-68635435 13708334845
wd168@chinayuhui.c

om
91110117102963895H 10800

2022电商059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双叠自锁垫圈、防松锁紧垫圈

、法式三叠垫圈
广东 东莞市塘厦镇桥陇花地堂1E 熊仪 0769-89083470 13189742818 szjydwj@126.com 914419000667145087 500

2022电商060
中铁电化（西安）通号设备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道岔融雪系统设备、防灾安全

监控系统设备、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崇皇乡八

横路东延伸以南
黄佳超 029-86096211 18792488283 423587801@qq.com 916101176938227868 6000

2022电商061 江苏万宝航天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配电箱、桥架、母线

槽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城北工

业集中区
张小青 0511-88222016 13952651178 jswbhtdq@163.com 913211820566295107 23668

2022电商062 万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桥架、

母线槽
江苏

扬中市三茅街道城北科技产业

园朝阳北路
朱小丽 0511-88223076 15152632256 jswbdq2016@163.com 913211821414562716 20168万元

2022电商063
石家庄中铁曙光电气化器材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钢柱、H型钢柱、接触网

硬横跨、铁塔，电力变电、接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

龙泉路11号
贾云庆 0311-89172621 13001804514 dhyshg@163.com 91130185740194736A 5000

2022电商064
保定朝雄电气化电力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配件、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金三角开发

区
陈永涛 0312-5303891 15188689969

chaoxiong23@163.co

m
91130638108561766P 15018

2022电商065 天津市飞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750KV及以下电线电缆 天津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和山路

5号
李靖 022-68608551 18222796363 fy@cn-fengda.com 91120223700555584F 10100

2022电商066 衡水新东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河北省景县广川工业区 文景山 0318-7151010
13674580196

15300020056
wdf5188@126.com 91131127757520411Q 13660

2022电商067 江苏华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纤通信设备及终端附件 江苏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刁铺街道

扬子北路
张美玲 0523-86171398 13815987121 754726547@qq.com 9132120359863789XQ 1068

2022电商068 无锡华德兴欣钢杆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钢支柱、接触网钢管硬

横跨
江苏

江苏省无锡市清扬路华清大桥

南
张林凌 0510-85416163 13801516066 ZLL6066@126.com 91320200607952219E 1980

2022电商069 上海高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铁专用集中网管软件 上海
青浦区金泽镇莲湖路53号-

N114室
王利平 021-35328317 13701749600

 

13701749600@126.co
91310118771477480A 600

2022电商070 南京库物标牌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志牌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

园科创大道9号D1栋2035室
苏依料 025-57726684 13813872672 81330794@qq.com 91320116MA1ML2L88N 500

2022电商071 北京鑫有致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面线槽、电缆桥架、电缆支

架
北京

北京顺义区仁和地区小中河东

侧沙陀村北
陈丽芹 010-80535659 13381253679

xinyouhesheng@sina

.com
G1011011307124130U 5080

2022电商072 安徽蒙特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3KV及以下电线电缆 安徽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高新大道 刘永宏 0553-6888997 13805650218 sales@ahmte.com 913402257964245960 36800

2022电商073 饶阳县骏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及配件、电缆槽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王同岳乡

杨君道村一区13号
董志户 0318-7252758 13903285722 705180810@qq.com 91131124308358359Y 260

2022电商074 常州赛尔克瑞特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27.5 KV户外真空断路

器
江苏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园环

保四路88号
张俊 0519-81685839 13915092276 cselec@163.com 91320411699320429W 12000

2022电商075 沧州新建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H型钢柱、硬横跨、铁坠砣、接

触网零配件
河北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小王庄镇 毕军 0317-4944682 13803231308

bijun13803231308@1

26.com
9113 0900 6882 00114K 5000

2022电商076
衡水宝力铁路电气化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接触网配件、钢结构件、铸造

件
河北

衡水北方工业园橡塑路南、工

业大街东
周岩松 0318-7950871 15832855225

baoli898@vip.163.c

om
91131101731405095R 11000

2022电商077 沈阳城铁信号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北街32号 王雁国 024-82573505 13604054209
wangyanguo_sct@163

.com
912101027600924705 1000

2022电商078 江苏大正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电缆桥支架、母线槽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民主工

业集中区
刘宽宏 0511-88397818 13905287168 Js_dzdq@126.com 91321182078214420W 10006

2022电商079
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真空断路器、变压器 江苏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环

保园环保四路88号
虞建军 0519-85779127 13776881004 tpydl@163.com 91320411251040584R 13000

2022电商080
新东北电气集团电器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配电箱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景星北街

38号
张军 024-25872305 13898135179 xdbnhvs@163.com 9121080068969032XW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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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081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计算机及网络通信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科

实大厦A座06A
陈斌 010-51285116 13801298458 cb@transcendcom.cn 91110108790650445R 6438

2022电商082 河北晶辉电工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铝包钢芯铝绞线、钢芯铝绞线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大曹庄管理区婴

泊路
韩素芳 0319-5566997 18503278265 hbjh0319@163.com 9113050666770388XA 20180

2022电商083 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铁路通信、信号电缆 甘肃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坚家河4

号
纪兵 0938-4982188 18193881859 jibingts@126.com 9162050022489113XM 10100

2022电商084 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风机、风阀、消声器 浙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

1818号
陈君君 0575-82530811 15258504468 627757044@qq.com 91330600760155734K 10920.5452

2022电商085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

系统维护、信息系统维护服务
辽宁 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 高慧 010-57080070 18601317069 gao-h@neusoft.com 91210100604608172K 124267.8005

2022电商086 今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灾安全监控系统设备 江苏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工

业集中区
胡冰 010-67579103 13801185984 www.ktkjcadjn.com 913204127863132359 5000

2022电商087 四川阿海珐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交、直流电源、应急电源、UPS 四川
成都市双流区协和街道华府大

道二段1158号
李涌泉 028-61906166 13550155770 cckdy@126.com 91510122660499177E 3000

2022电商088 长园高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广东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外经

工业园景晖路2号
杨勇 0769-22291876 13922520819 cyggn@cyggonon.com 914419002818426765 11006

2022电商089 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空调设备 浙江
浙江省安吉县经济开发区灵峰

南路818号
张襄苏 0571-86809406 15210686581

www.mammothchina.c

om
913305007652210911 1470万美元

2022电商090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安检设备、传输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基地丰贤中

路7号（孵化楼）4层
张国林 010-6298 8833 18600598272

telesound@telesoun

d.com.cn
911101081011420915 6138

2022电商091 焦作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电力电缆、通信、信号电缆， 河南 河南省焦作市站前路8号 代良金 0391-2632328 17703916772 543629760@qq.com 91410802173472137J 22450

2022电商092 北京英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有源滤波器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8号

财智国际大厦A座1605号房

于凯/许智

衍
010-63805588

18601908993

13951278787
info@in-power.net 91110108758205851H 6000

2022电商093 泰阳电气（镇江）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地面线槽、地铁专

用支架
江苏

镇江新区大港港南路300号19

幢
倪道兵 0511-88323558 13805291128 tydqzjyxgs@163.com 91321191590015500Y 8010

2022电商094 电联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一体化

通信基站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东工业

园区江东五路7589号
刘铁军 0571-28903333 13858016675

13858016675@139.co

m
9133000079093646XN 37000

2022电商095 烟台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钟表、大区域时间同步系统 山东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76

号
王安东 5356217985 13396380823 bjxzbyjs@163.com 913706001650083772 1200

2022电商096 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信号设备及集成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

1号院D座11层
杨帆 18010261597

yangfan@crscu.com.

cn
911101065548549644 10000

2022电商097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及电力系

统自动化产品、综合监控系统
天津

天津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园区

物华道8号
徐伟彬 022-60128001 18601220843

keyvia@vip.sina.co

m
91120000718267900Y 30313.1419

2022电商098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湖南
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

1号
刘勇 0731-58591038 18381010507 461639964@qq.com 914303007483865809 40082

2022电商099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

车载无线电台，固定车站台，

铁路电台
天津 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 陈春梅 022-65388694 13682016202 duyanjuan@712.cn 911201167613953K 77200

2022电商100 北京汉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单体风阀、防火阀、组合风阀 北京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

兴六路21号院1号楼
赵来祥 010-67886577 13701138961 81284295@qq.com 91110302600015310W 6330.71

2022电商101 镇江市华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电缆桥架、母线槽、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开发区 黄俊红 0511-88411034 18021205838 Zjhf6688@126.com 91321182741301126H 5080

2022电商102 陕西长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轨距块、尼龙套管、挡板座、

有轨电车扣件
陕西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巨福东路

26号
张超 0917-3631359 17509173156 bjchm@vip.163.com 91610302221320577X 5025.5

2022电商103 江苏东强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通信信号电缆 江苏
江苏省东台市头灶镇政府街18

号
姜美兰 0515-85481123 13921838099 jsdq2005@163.com 91320900142523595M 10176

2022电商104 中德森诺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电缆附件 河北
衡水市开发区新区六路南侧、

振华路西侧
殷立玲 0318-8888331 13931808496

Zhongdesennuo@126.

com
911311013084097187 26000

2022电商105 烟台新一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机柜、底座 山东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经济开发

区工业园区内广东路6号
姜浩 0535-2112244 13305459445

3309185073@qq.com

senyone@senyone..c
91370602MA3CTPC739 1125

2022电商106 北京鸿思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低压开关柜、配电箱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东大街38号

院3号楼7层723室
郝长岭 010-69243800 15901396488

15901396488@139.co

m
91110115061340228T 3500

2022电商107 北京盈电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绞式金具，复合坠砣，电力

金具
北京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定街11号30幢3层301
许娟丽 010-83065811 15901232827

business@gfitting.

com
911103036631010132 5000

2022电商108
中铁信弘远（北京）软件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服务器、网络和存储设备及系

统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 崔诚艺 010-88580800 13581568342

cuichengyi@sinorai

l.com
9111010870022358XF 9100

2022电商109 河间市同力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电缆支架、接地扁

钢、电缆接线盒、镀锌钢管、
河北 河间市兴村西堤村沧保路南侧 金梅 010-87367571 13501280942 bjjinjulin@163.com 91130984MA08L9433H 1006

2022电商110
沈阳天遂环保高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预埋槽道 辽宁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

12甲3-2号
刘华楠 024-25382810 13674279501 sytiansui@163.com 91210106MAOP4BP86B 5000

2022电商111 成都普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综合机柜、光配线架、光

缆交接箱、综合配线架
四川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0号泰

山科技大厦2层
文培尧 028-87054408 18030772077

wen.peiyao@cdptlc.

com
915101007348013336 3600

2022电商112 苏州市凯鼎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林港村 沈勇伟 0512-63871288 13901558932 wjkaiduoli@163.com 913205096933286498 1008

2022电商113 徐州和纬信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杂散电流监测系统、排流柜、

单向导通装置
江苏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中国矿

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内科技
徐洋洋 0516-69687958 15205201057 83884334@163.com 91320300727249368K 3000

2022电商114 南通源瑞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磨头镇严狄村23

组14号
范从进 0513-81785980 13862750162 1162526377@QQ.com 91320682668376921B 6006

2022电商115 唐山宝翔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窝洛沽镇 屈兴彬 0315-6391116 13080459666
13080459666@163.co

m
911302296703483483 3800

2022电商116
西安思源科创轨道交通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通信信号器材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水路9

号
张晓锋 029-82211191 13669278708 xadwqccscb@163.com 91610103220706101H 8272

2022电商117 镇江嘉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母线槽 江苏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蒋乔工业

园凤凰山路8号
张伟 0511-83327848 13906108085 jiayuanzj@sohu.com 91321100773790083B 2000

2022电商118 苏州骁达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配件 江苏
昆山开发区前进东路291号楼

1908室
周庆天 0512-36861256 13584952245 xiaodazqt@126.com 91320583MA1MKF6R8L 500

2022电商119 上海天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接触网相关零

配件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茂园路659号

B941室
胡玉梅 021-31600948 18626188849

tianxiaozqt@126.co

m
91310120301447092K 580

2022电商120 河北巨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疏散平台板及支架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百楼乡后

营村村西107国道西行300米
杨政 0312-3333113 13231239777 543336363@qq.com 91130606590953855D 5000

2022电商121 河南经纬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金具、玻璃纤维

绝缘棒
河南

郑州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内纬

四路南侧、中兴路东侧（姚家
丁宁 0371-62366506 13676985365

dingning999666@126

.com
914101006987316720 5086.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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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22 重庆致铁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电缆托架，机柜

底座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滨路66号2

号楼8-2
满彦 023-61525902 18261952475 147717906@qq.com 91500106556756620H 1200

2022电商123
山东城际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缆支架、疏散平台钢支架 山东 泗水县经济开发区 韩肖南 0537-4039919 15866070033 sdcjgd@126.com 913708315533612877 5000

2022电商124 常州市飞黄钢杆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变电站构架

、GSM通信杆塔、接触网钢支
江苏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

蓉湖村
汤文平 0519-68027997 13337896128 707235628@qq.com 91320412662722280H 5018

2022电商125 北京科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母线槽、配电箱

柜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亭自庄

村西南角
王昊 010-56645100 18910030712

kemeidianqi@163.co

m
91110114680484853J 2010

2022电商126 郑州大唐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耐火保温材料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向西 孙伟 0371-66807111 18530801109
datangbaowen@163.c

om
9141010878050070XR 3300

2022电商127 河北北新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耐火保温材料 河北 河间市时村工业园区 杨书芬 0317-3672000 15713070444 ybc1@163.com66 91130984568901768N 5000

2022电商128
河南鹏宇耐火保温防腐工程有限

公司
制造商 耐火保温材料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顾荣村 孙玉峰 0371-63970888 13601013269 464648967@qq.com 914101086716723776 10116

2022电商129
宁波宝鑫铁路信号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用隔离开关、隔离开关

柜、带电显示装置、
浙江

浙江省象山县滨海工业园金城

路1号
鲍文海 0574-59180776 15058866969 xsbaoxin@163.com 91330225732130740D 730

2022电商130 西安力华铁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隔离开关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7号东新

世纪广场11428号
韩铭超 029-83204501 13911054333 hmc003@qq.com 91610103783584574T 3200

2022电商131 斯第华电气（天津）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幺六桥金桥工业

园川铁路3号
韩铭超 010-63718990 13911054333 355981168@qq.com 91120110675956094P 265.1万欧元

2022电商132 川铁电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开关柜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幺六桥金桥工业

园川铁路3号
韩铭超 010-63718990 13911054333

mingchao.han@steel

ify.com.cn
91120000724499636P 7258

2022电商133 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SF6断路器、

GIS组合电器、互感器隔离开关
浙江

浙江象山丹东街道丹阳路1288

号
严小成 0574-65703220 13566069431

13566069431@163.co

m
91330200145007713M 20000

2022电商134 饶阳县旅胜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通信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北官庄）

中小企业创业基地3号
赵战场 0318-7252218 13903180360 961210130@qq.com 91131124589676950B 5100

2022电商135 南京曼奈柯斯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低压配电箱、柜及配套件 江苏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秦

淮路58号
万小斌 025-52125588 17783195518

wanxiaobin@nanjing

-mennekes.cn
9132011560895120XW 520万美元

2022电商136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道交通信号智能电源、轨道

交通电力操作电源（交直流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十八区2号楼（园区）
刘倩 010-83683366 13810260507

liuqian@dinghantec

h.com
91110000740067796T 55865

2022电商137 扬州长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SMC复合材料箱盒、信号机构 江苏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李典三圣

路七号
韩国卫 0514-87551091 13801458313

Gycc8536@vip.sina.

com
91321000693305172L 10500

2022电商138
北京康迪森交通控制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制造商

TD8型单元控制台、综合监控后

备盘、应急盘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

号1119室
李程泉 80469833 13439800507

13439800507@163.co

m
911101087376525561 200

2022电商139 德州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风机设备 山东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北园路 丁伟 0534-2551888 13658666056
yataiqingdaoban@16

3.com
91371400167305586U 1200

2022电商140 广东道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应力混凝土支柱、混凝土电

杆、RPC盖板
广东

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三

莲村
邹福长 0763-4383003 13927678234 gddm2007@163.com 91441821796280115J 5060

2022电商141 江苏华东正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制冷设备 江苏 靖江市西来镇土桥南首 夏铮云 0523-84268233 18621893769 ZD@hdzdkt.com 91321282703992501C 8000

2022电商142 江苏南瓷绝缘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复合绝缘子 江苏
江苏省句容市边城镇仑山湖南

路1号
潘建华 0511-87903882 13972085179

panjianhuaxf@vip.s

ina.com
913211007283551706 5100

2022电商143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直流柜、交直流电源装置、低

压柜及配电箱
广东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大岭南路

18号
胡德宏 020-86060164 13829716740 scb@bydq.com.cn 914401011910641611 10000

2022电商144 江西北辰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工器具，仪器仪表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开大道1388号赛维莱国际企
袁小松 0791-83896086 18679185770 986612739@.qq.com 91360108MA35FPCE8 1000

2022电商145 上海电器成套厂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直流开关柜、母线桥

架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655号 孙宁 021-36307351 13601797342 seaw1888@163.com 913101081332718000 5000

2022电商146 沈阳二一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十三号街12甲3号
卢佳

024-88323213
13190053663 lujia@china213.net 91210106798469288T 3000

2022电商147 无锡华力钢杆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钢支柱、门型架、吊柱 江苏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庆安路28

号
郁津 0510-85250180 13814250175 hualigg@sina.com 91320213765855211Y 3000

2022电商148
北京中奕亚泰轨道交通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支吊架、预埋槽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建材城

西路87号2号楼20层2单元2002
孟春旭 010-82926510 18118315518

zhongyiyatai@163.c

om
91110114MA002B534T 3900

2022电商149 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昌源路71号
李云芳 0871-68185127 13888890102 yxhynkm@sina.com 91530000713402501X 10041

2022电商150 河南豫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3kv以下电线电缆、光缆、电缆

附件
河南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郭

庄村豫欣路一号
原红军 0391-7567555 18539122777 95880279@22.com 914108113175417105 10888

2022电商151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信号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宝应县苏中路1号 郝士龙 0514-88238888 13883550722 bsxs@baosheng.cn 913210007185461766 122211.2517

2022电商152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UPS、EPS电源、蓄电池、配电

柜、电源监控、
福建

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

马垄路457号
曹丽 0592-5160516 15607179569 service@kehua.com 91350200705404670M 27151.023

2022电商153
上虞邦尼不锈消防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消防器材 浙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

路工村
祝秋江 057582215899 13772181255 sybn1990@163.com 91330604725275765C 500

2022电商154 北京盛世共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配线架设备、线槽桥架、综合

布线设备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豆各庄西

南角
刘建华 010-60709026 13501038472

liujianhua179@126.

com
91110114678235102D 5168

2022电商155 江苏宏强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电缆桥

架、母线槽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 季秀琴 0511-88428186 15751276558 dphxh@163.com 91321182586680145F 23088

2022电商156
长城鑫瑞鑫通讯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景县龙华镇工业区 马立华 0318-6116113 18330835726

13722800588@163.co

m
91131127109978192U 10800

2022电商157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电缆、通信电缆、贯通地

线
江苏 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心田湾 朱恩泽 0512-63800108 15850064031 htxl@htgd.com.cn 913205096689971972 69000

2022电商158 福建联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标识器、电缆挂

钩、漏缆卡具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23

号（原连江路与化工路交叉
孙明华 0591-87523992 13960826619

13960826619@139.co

m
91350100553248970F 10005

2022电商159 北京京城久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普通砂浆、特种砂浆、干拌喷

射混凝土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南吕

村村委会东75米
李海龙 010-80326658 13301278531

jiuzhushajiang@163

.com
91110111689225129A 12088

2022电商160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移车台、架车机、转向架转盘

及综合检修基地全部设备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36号2

层
吕品 010-51820068 15910910289 bj51820059@163.com 91110000101112191T ############

2022电商161
上海浦东电线电缆（集团）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青港经济

园区2幢
檀伟 021-57567833 15901687209

shwangliming@126.c

om
9131000013370719XD 35000

2022电商162
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
制造商

乘客信息系统（PIS），自动售

检票系统（AFC），屏蔽门安全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6号京

投大厦3号楼10层
刘杨 010-57784185 17310953906 yang.liu@biitt.cn 91110105695024681B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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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63 邢台澳莱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配件，电缆支架，桥架 河北 邢台市平乡县重义町 马现通 0319-7877059 13933722039
xingtainuode@163.c

om
91130532055475329Q 500

2022电商164 温州凯信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液压电磁式断路器 浙江
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纬十

九路298号
李立鹏 0577-62511188 13706771889 1262465194@qq.com 91330382730922971L 2000

2022电商165 沈阳飞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直流开关柜、变压器

、箱变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工业

园
李家坤 024-23676442 13889826893 syfcswb@163.com 91210112764375515A 10100

2022电商166 江苏安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电缆支架、接触网

配件
江苏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丰收南路

178号6幢
罗晓林 0512-55157623 18616519306 arelxl@126.com 91320500677622717K 5100

2022电商167
湖南省醴陵市特种电瓷电器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高铝陶瓷、复合绝

缘子、氧化锌避雷器
湖南

湖南省醴陵市孙家湾乡李家山

村
翁圣林 0731-23032782 13973334409 1026946181@qq.com 91430281189931713T 5050

2022电商168 安徽新科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信号电缆 安徽 安徽省无为县高沟工业区 巫志 0553-6611555 13956678555
xkdljt@126.com

anhuixinke@126.com
91340200153715605A 31800

2022电商169 江苏士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支架、母线、高低压柜 江苏 扬中市新坝镇江城路28号 方敏 0511-88418040 13852992453 sl9540@126.com 91321182745561697L 20018

2022电商170 河南鼎力杆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支柱，接触网钢

支柱（含硬横跨）
河南

河南省西平县迎宾大道中段路

南
王娜 0396-6234567 15539680328 hndldg@163.com 91411700176075049C 5000

2022电商171
西平县华鼎电气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 河南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产业集

聚区金凤大道东段北侧
赵大奎 0396-6060678 13393991071 xphddq@126.com 91411721MA3X44LJ4D 2000

2022电商172 苏州格瑞特格栅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材料疏散平台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葑亭大

道733号

谢鑫/谢芳

芳
0512-88858769

15962197967/1596

2197991

xiefangfang@deyilo

ngs.com
913205946082080532

127.3652万美

元

2022电商173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力安全工器具、

复合绝缘子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牛村开发区 耿国民 0317-2819666 13803171628 hbzn999@163.com 911309826785073821 10500

2022电商174 河北中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压隔离开关、箱式变电站、

开关柜
河北 任丘市惠伯口工业区 颜芳 0317-2279100 15530403999 152902536@qq.com 91130982787019126C 11000

2022电商175
湖北时瑞达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制造商

轨道交通运营及工程车辆，接

触网维修检测设备
湖北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伙牌工业

园
李新 0710-2398661 15872298949 413278605@qq.com 914206076951135616 20000

2022电商176 杭州慧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道岔转换设备综合监测系

统、信号设备监视预警智能系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

50
齐小平 0571-86822942 13958122713

107701774@qq.com

qixiaoping@hzhjkj.
91330100790948241X 2320

2022电商177
上海标一阀门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
制造商

阀门、薄壁不锈钢管（代理维

格斯（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0号华创

大厦18-18
代呈成 023-89118818 13527375899 82416486@qq.com 915001057842476683 5800

2022电商178 天津三源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

术开发区科技园景丽路3号
王健 022-26342630 13652062333 tianjinsy@126.com 91120116749139821T 12000

2022电商179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振康路

238号
吴建中 021-39878201 18137182777 shqifan@126.com 913101166078754287， 40058

2022电商180 盐城亚圣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 江苏
江苏盐城亭湖区南洋镇曙光居

委会一组
倪亚 0515-88879399 13905109720 jsysdq@163.com 91320902552493480F 1200

2022电商181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梁及钢结构 四川 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 唐兴亮 023-68646919 18983970019 489460162@qq.com 91510400204350723Y 257000

2022电商182 北京京铁伟业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升降式投光灯塔、铁路站场照

明灯桥、站台矮柱灯柱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

院3号楼2层D-0196房间
赵志刚 010-88204680 13910608110 bjjtwy@126.com 91110107569533602P 3000

2022电商183 山东迪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智能驱鸟器及监测装置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环

保科技园C座南4015室
张弘略 0531-88688263 15628832885

shandongdibokeji@1

63.com
91370100MA3C4XFG1P 1031

2022电商184
中铁电化集团北京电信研究试验

中心有限公司
制造商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软件开

发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金家村一号院15

号楼03层
果琮 010-51843061 15910593083 gc@crttc.com 91110106102227978C 824.13

2022电商185 沧州华菱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悬式复合绝缘子、柱式复合绝

缘子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河肃路8号 白书杰 0317-3618888 13931730820 285647061@qq.com 91130984746862088A 6020

2022电商186 昆明塔迪兰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数控交换机、软交换系统、呼

叫中心、录音、计费系统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兴路

225号7楼
张燕青 0871-63811899 13888070116

caroline@tadiran-

ktt.com
91530000622600641Y 2000.7817

2022电商187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铝包钢芯铝绞线、铜及铜合金

绞线、接触网导线、低压电力
河南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曲保龙 0379-67511177 13703791790 hntddl@163.com 91410300X148288455 51876.2470

2022电商188 江苏天诚智能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施

沙路2号
赵青 021-61156991 13764315430

chenj@tcgroup.com.

cn
91321000141260180P 10000

2022电商189 遵化市堡子店明皓水泥构件厂 制造商 水泥预制构件 河北 遵化市堡子店镇南阁老湾村 杨金坡 0315-6957107 15803250908 532931955@qq.com 130281600402339 500

2022电商190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产区东区飞

云路3号
范之鹏 024-23819555 13304022262

13304022262@163.co

m
912100007643721890 27000

2022电商191 山东成源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山东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长江大道

中小企业辅导基（大祁村）
刘学周 0534-5225039 13953416248 Sdcy6248@163.com 91371422MA3D71FR18 1200

2022电商192 许昌铁通标志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反光标牌、挡车器、接地端子

、
河南

许昌市文兴路南段亚欧建材城

北邻
房闯 0374-5186661 18697396600 xcttbz@sina.com 914110237324672204 6500

2022电商193 江苏赛特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3KV及以下电线电缆 江苏 高邮市菱塘工业集中区 姜宏承 0514-84238888 15366885088 yzsaite@126.com 91321084792316950K 30000

2022电商194 重庆尚线机电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配电箱、母线槽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新开

寺村龙井塆社80号
广志勇 023-65535019 13996355919 478692601@qq.com 915001065567614624 6080

2022电商195 安徽渡江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安徽 安徽省无为县定兴工业区 何胜利 0553-6869750 13911092222
cable@dujiang.com.

cn
91340225711768382B 35000

2022电商196 江苏新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母线、配电箱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经济开发

区
郭连民 0511-88419098 15937109988

18805285188@139.co

m
91321182703960921A 21800

2022电商197 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电缆分支箱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四

路19号
谭骏

0757

-86396393
13929943343 sales@chinagca.com 91440605193791143Q 5000

2022电商198 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交互

式查询系统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218号

803-2室
杨文静 021-32527617 18580868068

houxiangyu@mission

group.com.cn
’913100007724472679 6000

2022电商199 河北泰克福瑞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预绞式金具、标志

牌
河北 涿州市开发区科苑路9号 马东东 0312-5522640 15097776090 475045183@qq.com 91130681MA07TR5D36 3000

2022电商200 北京诚骋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线接触网故障智能切除装置

、隔离开关、变压器
北京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平谷园兴谷A区平和街39号院
刘军 010-60403127 13911184153 liujun0471@163.com 91110113799969241H 5056

2022电商201 三河市昌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减震垫、防护带、遮护罩、绝

缘橡胶垫
河北

河北省三河市建设路南园林局

综合楼
侯炳艳 0316-5166316 15931612915 837205314@qq.com 91131082MA07LGJU8A 1100

2022电商202 南通中铁华宇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LED灯具、高杆灯、投光灯塔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69号 杨勇 0513-87533518 18352654929 ntzthy@163.com 9132068275320995XC 11000

2022电商203 保定金拓机房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静电地板，网络地板，彩钢

墙板
河北 河北省定兴县贤寓镇南大牛村 杨泽 3126862098 13363125008 1985027790@qq.com 9113060068430846XB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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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204 德华瑞尔（西安）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负荷开

关、隔离开关柜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

2号现代企业中心东区2栋3层
刘立华 029-68590530 18629283331

info@xadriescher.c

om
91610131766980495P 3000

2022电商205 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铜及铜合金绞线、铜及铜合金

接触线、承力索
江苏

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大道北段

398号
程胜 0510-86979526 13906189885 chsh@cn-dghj.com 91320200842255667P 33280

2022电商206 深圳市三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无功补偿、滤波装置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

村第二工业区6号厂房1-3楼
宋海波 0755-26749992 15013855816

samwha2002@vip.163

.com
914403007388083482 6000

2022电商207 加朗接触网（苏州）有限公司 制造商 分段绝缘器、接触网零配件 江苏 苏州高新区马涧路2000号 钟宾 0512-65792098 13910914196 zhongb0311@163.com 91320505MAIMAUJ498 100

2022电商208 河北益东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区 赵三江 0318-7252111 13603184895 sxtlqc@163.com 91131124329713161D 5010

2022电商209
新乡市鑫源电气化电力器材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力变电接触网零配件 河南 新乡市环宇大道周村路西 郭富强 0373-2182687 13323806266 718607081@qq.com 91410700678094303P 1001

2022电商210 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面和车辆乘客信息系统、地

面广播系统/通信配线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28

号科实大厦D座04B
荣新声 010-67802530 13901107267 blw_swb@126.com 91110108726370019T 5000

2022电商211
青岛卡文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钢结构 山东

青岛崂山区银川东路1号16号

楼201
杨凯 0532-88888871 18764299600 qdkwd001@126.com 91370212073298813Q 3088

2022电商212 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陶都路

138号
王维 0510-87491477 17706153366 wangw@hengxin.com 91320282750510499D 8800万美元

2022电商213 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缆附件、铜

（铝）排母线、箱式变电站、
浙江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二十

路328号
王志成 0731-82077277 18670369973 136848693@qq.com 91330000145556296W 12800

2022电商214 重庆众恒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电缆桥

架、母线槽
重庆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界石路

188号
蒋艺 023-62458187 13983415378 574619823@qq.com 91500113750088144W 10166

2022电商215 山东泰开变压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220kv及以下变压器 山东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南区
杨占青 0538-8933861 18763809568 29060053@qq.com 91370900760983900W 60000

2022电商216 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交通护栏 河南
河南省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阳光大道西段
王静 0374-3219838 18939100066 xcmtqj@xjpnmt.com ‘914110007457831693 13200

2022电商217 青岛益和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变压器

、GIS组合电器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淮河西路

717号
罗娟 0532-58758279 15332338851

yihedianqijituan@1

63.com
913702002646303720 11000

2022电商218 张家港市弘广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成套电气设备、机电产品（代

理河南省中原智能电气科技有
张家港市锦丰镇 李长林 0512-58273358 13632996981 986307188@qq.com G1032058200194820I 1300

2022电商219 扬州平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交接箱、光缆分纤箱、光

纤法兰盘、铝合金走线架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观潮路158-4号 宋庆国 0514-87690075 13705258926

13705258926@139.co

m
91321000773201971N 2000

2022电商220 饶阳铁路电务器材厂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区 李德胜 0318-7252965 13582483848 rydwxs@126.com 91131124700657716L 3000

2022电商221
饶阳县路胜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道岔跳线，免维护等阻扼流引

接线、区间设备引接线、双体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区 张宁宁 0318-7252658 13833852888 rylstl@163.com 91131124551867364K 5050

2022电商222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爆灯具、防爆电器、照明灯

具、风机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555号 李金福 021-39977178 15900892966 zm@warom.com 91310000566558740F 33107

2022电商223 江苏润华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高邮市高邮镇工业集中

区
茆成彦 0514-84699188 13235233523 jsrunhua@qq.com 91321000140956477W 18800.0118

2022电商224 江苏正德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灯具，桥架、防静电地板 江苏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凤翔路16号
吴小磊 0519-88991175 13357899000

wxlzd001@zhengdegd

.com
91320412MA1MHLG945 5100

2022电商225 天津铁科运通轨道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再生制动能量回馈设备、可视

化接地系统、通信电源
天津

天津华苑产业区可馨别墅56号

1层
高洋 022-23256351 15801604028 gaoyang@tjtkyt.com 91120116MA05JD115D 5000

2022电商226 河北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梁召工业区 李连增 0317-3316698 13803171658 2524531262@qq.com 91130982551853616X 3050

2022电商227 河北亿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安全工器具 河北 任丘市梁召镇南芦 李连增 0317-2917800 13803171658
tianfengqiye@163.c

om
911309820633604336 5100

2022电商228 河北鼎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安全工器具 河北 任丘市梁召镇西南芦村 李连增 0317-3317369 13283238519
tianfengqiye@163.c

om
91130982072085648R 15800

2022电商229 圣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梁召镇西芦村 李占克 0317-3316388 13283238519
lilianzeng616@126.

com
91130982601094292M 5000

2022电商230 任丘市神华标牌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牌、标识 河北 任丘市建设东路 李占克 0317-2219699 13283238519
lilianzeng617@126.

com
91130982766607455C 5180

2022电商23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通信光缆 江苏 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王晓辉 0513-89191160 18361809900
wangxiaohui@chinaz

tt.com
91320600138670947L 306607.2521

2022电商232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通信、信号电缆 江苏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开闸路
王晓辉 0513-89191160 18361809900

wangxiaohui@chinaz

tt.com
913206917682673868 50000

2022电商233 任丘市耿氏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力安全工器具 河北
任丘市油建一公司北侧（东凉

村东）
李伟东 0317-2916777 15511715125 gsdq111@163.com 9113098255767124XJ 4610

2022电商234 北京瑞致恒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铜覆钢接地材料、集中接地箱

、户外端子箱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

东路2号
罗阳 010-89492358 15801445356

bjforesinght@gmail

.com
91110113691696771X 3000

2022电商235
河北勃发电气化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用接触网H型钢柱、

软横跨钢柱及硬横梁、电力金
河北 河北省高碑店市北大街194号 刘苏奇 0312-2805598 13582236846 Bofa168@163.com 911306847329353895 5180

2022电商236
山西光宇半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 山西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 王祥彩 0474-8810882 13335198023 24924588@qq.com 911400006838328336 5882.3530

2022电商237 饶阳凯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区 李曙光 0318-7252758 15031837841 Rykdgs2012@126.com 911311246827860464 5500

2022电商238 江苏华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城北街道海洋时

代大厦1515号
陆小红 0513-87279406 18118611068 jshtdzkj@163.com 91320682314087735F 2000

2022电商239 德州浩瑞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山东
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政府驻

地
王尚瑞 0534-5811169 13805342527 975217150@qq.com 913714221677734271 1100

2022电商240 达诺尔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开关柜、变压器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上塑路218号 封飞 021-57565611 18916056890 7910486@qq.com 91310000754330794T 20000

2022电商241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上海 上海市中春路500号 韩泽彪 021-53530680 15800784179 djs1972@263.net 91310000630785949D 23666

2022电商242 河北兴瑞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村 纪铁广 0318-7252366 13785942676
xingruitielu@163.c

om
911311247216461865 6010

2022电商243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 交直流电源、UPS电源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北区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
廖晓霞 0755-26520533 13682615872 atcsz@163.net 91440300618932504U 22059.74

2022电商244
江苏联通智能控制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3KV及以下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扬州广陵产业园沙湾南

路3号
曹俊 0514-87253388 13902141466 yzltxl@126.com 91321002703912719D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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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245 兰州铁路电务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甘肃 兰州市安宁区城临路4号 刘岩萃 0931-7711716 18919199784
13909319591@163.co

m
91620100296655814W 3001

2022电商246 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AFC防水地面线槽、分线盒、防

水连接器
江苏 南通市港闸区石桥路18号 左彬 0513-86685698 18012208318 dt-dq@163.com 91320600771508910X 5018

2022电商247 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抗雷圈、有载调压器

、箱式变电站、电抗器、有源
河北 河北省北三环6255号 田凯 0312-3023800 13832273096 bdcxsk@vip.163.com 91130600105949597J 40191.5912

2022电商248 河北万博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开关柜、变压器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清源街8号
陈小鸯 0311-88357876 15613132266 wanbodq@163.com 91130182685711699G 10125

2022电商249 成都合众达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道交通用接地、带电显示装

置、电源柜
四川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66号 何小燕 028-83404800 18109064800

cdhizonda@vip.sina

.com
915101003274269008 5000

2022电商250 武汉齐飞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配电箱、箱式变电站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

54号火炬大厦
王杏娟 027-86839230 13971188472

qifeidianqi@126.co

m
914201077310696856 10000

2022电商251 杭州精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抗器；无功补偿成套装置、

变压器；放电线圈
浙江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

路2630号
周松强 0571-88954859 13606643908 jc8185@163.com 9133011070421199XB 6000

2022电商252 陕西杰邦防雷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 陕西
西安市雁塔区雁展路6号曲江

会展国际4栋5-1102室
陈卫东 029-89313205 13572118205

407561026@qq.com/c

wd123456@126.com
91610000794149578R 1100

2022电商253 萍乡电瓷厂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上埠镇 刘涛 0799-7511999 13907999242 11733879@qq.com 913603236779769885 6008

2022电商254 石家庄超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 河北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

32号
张闯 0311-88081368 15932142112

chaoyuejidian123@1

63.com
911301827484643230 5000

2022电商255 宁波球冠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

姚墅村
陈姿 0574-86197400 13606848171 sale@qrunning.com 913302007960175287 12000

2022电商256 宜兴市水立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处理设备、厌氧生物滤罐、

紫外线消毒装置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和桥镇工业区 余泽军 0510-87818048 13961553047 ttxhb@126.com 91320282688334163A 5180

2022电商257 浙江华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HFCM管（HPVC管）、塑合金

管，PVC、PE、MPP塑料管
浙江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金秋大道

37号
张恒

0571-

62056808
18824898832 xsh@zjhfgy.com 91330183747162374P 6200

2022电商258 西安安特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氧化锌避雷器及计数器、避雷

器脱离器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枫叶大厦

C座1104室
张建宏 029-88320282 13700279084 xamtech@163.com 91610117623908883L 1000

2022电商259 山东阳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 山东 山东省阳谷县西湖14号 王海涛 0635-6512696 19806081799 ygdl@ygdl.com 91371521168011969M 24380

2022电商260 江苏圣大中远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母线槽、低压开关

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科技园大

全路1号
徐中元 0511-88138006 13852996678 xzy6678@163.com 913211826088976880 6800

2022电商261 扬州市融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机房、机柜、机架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工业园 曹阳 0514-86922969 13901442164
13901442164@163.co

m
91321012690752399W 6180

2022电商262 杭州希格尔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电缆分支箱 浙江 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横街村 吕淼 0571-63819669 13567174705 hzxiger@sina.com 91330185770823353L 3010

2022电商263 山东孚晟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10kV防护电绝缘用品 山东
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经济开发

区张鲁小区
王君 0536-2580000 13963669831

fushenglaobao@126.

com
91370785774169168A 8000

2022电商264 四川汇友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道箱式分区、开闭所

、AIS开关柜、接触网开关监控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蕊大道

5号4栋
吴波 028-65005885 13880584153 schydq@163.com 91510100201888499K 11000

2022电商265
法施达（大连）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锚栓、胶粘剂、支吊架、槽道 辽宁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

220号
刘永志 010-84604811 13810091974

info@fashida.com.c

n
91210200756076048W 6000

2022电商266 北京安达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橡胶地板 北京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北环路

601号
刘洋 64484223 13011160916 bjandatai@126.com 911101167000421564 501

2022电商267 北京中天龙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建筑材料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

区永安路20号1号楼12层4单元
张丽敏 010-60253630 13621307159 133127521@qq.com 91110109596082886T 1000

2022电商268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开关柜、变压器

、交直流电源、箱式电抗器、
河南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号

王乐伟、

阎斌斌
0374-3219109

15836517799、

13811662057

13608439903@163.co

m
91411000174294168X 319040

2022电商269 河北欧信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 河北 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工业区 郑子瑞 0318-7159876 15031809616
15031809616@139.co

m
911311277941607692 12000

2022电商270
镇江大全长江电力信号科技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桥架、线槽、支架 江苏

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大路工业园

区
黄纪良

0511-88126128

0511-88126995
13905286995

Huang_jiliang@163.

com
913211916865695402 5060

2022电商271 郑州加奥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挂件、防水接线盒、穿刺

线夹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园田路3

号
丛建元 0371-63978822 13783470629 1366309789@qq.com 914101055583214525 1500

2022电商272 成都华铁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车站光电数字终端引入设备、

通信、信号电缆、光缆接头盒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511号1栋5层67号
景剑 028-85032703

13808194805
cdhuatie@163.com 91510107713083643T 1010

2022电商273 浙江万胜运河钢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镀铝锌稀土合金系列钢绞线、

钢丝、铝包钢绞线、钢芯铝绞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张

家墩路92号
沈建军 0571-86372267 18858151891 wssgw@126.com 9133011079368347X8 3300

2022电商274 上海凯华电源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交直流屏、EPS应急电源照明装

置、电量监控装置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老沪闵路新龙华

73号
汪志明 021-38015761 13482670876 shkhdy@126.com 91310104132633416F 2500

2022电商275 北京京通路远机房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静电地板，网络地板，彩钢

墙板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里

河天海仓储办公楼A座302室
张梦莹 010-87361946 13911308682

13911308682@139.co

m
91110105770428425M 500

2022电商276 安徽顺驰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安徽 皖桐城市经济开发区兴源路 项惠 0556-6694999 18010718018
Shunchicable@163.c

om
913408816789197826 21750

2022电商277 柳州辰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 广西
广西柳州市柳东新区初阳路19

号A区厂房3栋193号
王桂红 0772-2095502 15907727727 LZCTKJ@163.com 91450200759785229C 1200

2022电商278 广州天赋人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感温光纤

探测系统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95号B栋

201、401房
杜强 020-38895064 18819813908

tianfurencai@126.c

om
91440101793480939H 1071

2022电商279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通信光缆、通信电

缆
上海 上海市军工路1000号 霍岩 021-65494605 18101812313 www.secri.com.cn 91310110425008585Y 5097

2022电商280 河北华瑞玻璃钢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复合电缆槽、桥架 河北 冀州市建设大街工业区 王寿勇 0318-8628239 13903188935 hbhuarui@126.com 911311817554861256 6100

2022电商281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光缆 安徽 安徽省天长市仁和南路20号 姜鹏 0550-7038698 15055016699 xsc@tiankang.com 91341100719908060A 61376

2022电商282 河北中恒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标准件、铁附件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新华南路

69号甜橙商住公寓一号楼9层
夏国豪 0319-7877059 13675145611

zhonghengdianqi6@1

63.com
91130502MA07XAPC0E 5000

2022电商283 四川浩铁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道测试盘、防护盒、监测型

断相保护器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18号13幢

1楼353号
罗薇 028-61370773 13708079684 cdtltx@163.com 91510000553479592C 3000

2022电商284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真空断路器 江苏
江苏省常州市外向型农业综合

开发区横塘河西路1号
刘金海

010-

59259200/0519-

13911804868

18019024093

jinhailiu@eaton.co

m
91320400608130057Y 2000万美元

2022电商285 大连金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辽宁
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淮河中三

路2号
方德涛 0411-87541499 13604118679 dalianjydl@163.com 912102136048875625 37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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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286 大连第一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电流、电压互感器 辽宁
辽宁省大连市普湾新区海湾工

业区
方德涛 0411-83148962 13604118679 dyh@chinadyh.com 91210200118755353T 11085

2022电商287 山东齐林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复合隔离开关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开发区齐林工业

园
许亚楠 0533-6289673 15966972297

51349232@qq.com/sd

qlgcscb@163.com
91370300768706342A 10017.07

2022电商288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综合自动化系统、交直流电源

系统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降

壁路段
王森 0311-69099664 18931175918 KL5231078@163.com 91130100104438867L 16222.45

2022电商289 成都西南交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面电源、DC600V逆变器充电

机、空调客车柴油机发电机组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银河北街

3号309室
胡玉娇 028-65791818 18302808291 eebgco@126.com 91510106720378343Y 5000

2022电商290 衡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座、止水带、伸缩缝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北方工业

基地园区东路9号
邓永新 0318-7901722 18931811160 hxgfgdb@163.com 91131100109804512G 11880

2022电商291 河北旭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中性点接地电阻装置；磁控电

抗器、自动跟踪消弧补偿及选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开发区湘江

道226号
孙国义 0311-85118656 15097329284

13633112075@126.co

m
91130100732892243F 5000

2022电商292 武汉柏宁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电缆 湖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

园路1号武汉万科城市花园南
甘建文 027-81691228 18942917670 85308310@qq.com 91420100303623293 2000

2022电商293 河北广信金属构建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河北省景县广川街西环2号 李文智 0318-4431213 13831819999
hebeiguangxin@163.

com
91131127777712293U 10500

2022电商294 斯贝兰德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容器、电抗器、有源滤波器 北京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号
李林 010-50842888 13632541216

sp1end@splendpower

.com
91110302688350876N 5000

2022电商295 北京世瑞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监测系统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八路

1区1号-D417
刘婷 010-68450612 13601377626

13601377626@139.co

m
9111010656746587X6 1000

2022电商296
上海奥比特城市轨道交通器材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弹簧张力补偿器、绝缘护套 上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潘家镇官

塘上201号
秦毅仁 0519-89981810 15061999901 345886335@qq.com 91310118769424320H 1000

2022电商297 河南省日立信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SF6气体监测装置 河南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玉兰街

101号
司克杰 0371-67996699 15038356563 rilixin@163.com 914101002717271992 5520

2022电商298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光缆、通信、信号

电缆
江苏 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 马强 0512-52578888 13718195396

maqiang@zhongli.co

m
913205007317618904 87179

2022电商299 衡水泰久建材经营处 制造商 水泥制品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大庆西路

北侧（工务段北侧）
赫洪博 0318-7912880 15369858588

Hehongbo2288@163.c

om
91131102585412384K 1000

2022电商300 桂林市天地光纤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绞式电力金具、光缆金具 广西
广西桂林市骖鸾路高新区五号

小区（天地大厦）
张敏 0773-3113697 13005955526 gofc@163.com 914503001988869508 2000

2022电商301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电、电力综合自动化系统；

变电、电力远动系统；接触网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D10幢
夏杰 025-83403998 15850612715 52208073@qq.com 91320191726079387X 462212

2022电商302 北京福斯特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北京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环中路甲1号
王宁 010-67866347 13801169277 xsdp@bjfst.com.cn 911103025695035421 11000

2022电商303 上海盛通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区间通信设备 上海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428号

西楼20A座
徐涛 021-56325653 18918180021 st-top@163.com 91310112630412771A 1000

2022电商30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电缆分接箱、绝缘

护套
广东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兰景北

路沃尔工业园
刘峻峰 0755-28299404 13924281299

shichang0755@126.c

om
91440300708421097F 125989.8562

2022电商305 苍南县宝旺铁路反光标牌厂 制造商 标志牌 浙江
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兴苏路26

号
苏玉爱 0577-68697580 13858796588 suyuai2008@163.com 92330327MA287WJ8XH 180

2022电商306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3KV及以下电线电缆 浙江
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凤路1000号
周月红 0572-2228128 15868263684 tec@teccable.com 913305007613310584 12124

2022电商307 风华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宁晋县西侯高村 侯宪超
0311-86699798

13722886636 514854542@qq.com 911305287387146407 26628

2022电商308 吉林省中科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冷、热缩电缆附件 吉林
吉林省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卡

伦工业园区正义路277号
朱维明 0431-82561706 18943996276 ciac0431@163.com 9122018169146847X0 10000

2022电商309 安徽复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电缆桥架 安徽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高沟镇新

沟工业区
陈效忠 0553-6863686 13866998444 ahfxdl@163.com 913402251537101266 55880

2022电商310 成都东发值佳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设备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18号1栋1

单元25楼16号
周冬 028-85552986 13088006789 cddfzj@126.com 915101076721941943 1008

2022电商311 南通中铁长江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升降式投光灯塔、避雷针、高

杆灯、电力杆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锦绣苑朝

西16号
张德林 0513-87521149 13806274989 Cj.989@163.com 91320682792342200N 5018

2022电商312 双登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双登大道

999号
张夏丽 0523-88915890 15195237968 419011235@qq.com 91321204141336368L 15000

2022电商313 深圳聚力机电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栓；防火封堵材料、电缆附

件、胀钉端子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盛龙路

万象天成11栋610
闫庆祥 0755-28370277 18825286616

18825286616@163.co

m
914403000884182839 2000

2022电商314 河南勇威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工务器材、电气化接触网

配件
河南 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 裴红卫 0371-68725225 13703711550 yongwei398@163.com 91410322663433341G 1500

2022电商315 超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宁晋县贾家口镇小河庄

村
赵亮 0319-5491666 18233965777

chaodacable888@163

.com
91130528700637459K 31118

2022电商316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远程路8

号
韩昆鹏 0510-87216119 15806159077

yccable2010@163.co

m
913202007265601380 71814.6

2022电商317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开关柜、断路器、GIS

组合电器、流互、压互、电容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555号 李秀莲 021-67777777 13817277111 ccem@chint.com 913100007579120289 88866

2022电商318 中铁电工保定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支柱、硬横跨、电力电

杆、钢筋混凝土制品、隔热和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西三环104号 马慧洁 0312-8917928 13582621298

eebbdzpyxgs@126.co

m
911306001059488930 13075

2022电商319 苏州电瓷厂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用各规格棒式、悬式、针

式绝缘子
江苏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春

辉路20号
曹彬彬 0512-62758129 13915534069 240107337@qq.com 91320000137703655B 11300

2022电商320 郑州世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防雷工程设备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京广中路

57号
李中琪 0371-68322156 18638760856 8239496@163.com 91410100737432959W 1000

2022电商321 衡水天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龙华工业区

008号
张宝珍 0318-8552676 13903186289

tianxiang2005@vip.

163.com
911311277698321995 10500

2022电商322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变电、电力、地铁综合自

动化系统及RTU；地铁中压供电
南京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

源大道69号
戴晓雁 025-87178941 15151869023 daixy@nrec.com 91320115726096080Y 80000

2022电商323 北京英诺威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综合网管系统、电务安全

生产调度指挥系统、OTN传输系
北京

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

五区26号楼
杨慧民 010-52267681 13911279922

huimin.yang@enovel

l.com.cn
911101067839959390 6000

2022电商324 徐州利宜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志牌、防护栏 江苏
徐州市云龙区郭庄路38号4幢

101
张玉红 0516-85820038 13092338796 1715995429@qq.com 91320303592546305A 50

2022电商325 安阳市工务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鱼尾板、轨距拉杆、轨距挡板

等工务器材
河南 安阳市北关区安辛路宋家庙段 王周华 0372-2956566 18637214444 382864167@qq.com 9141050055692556XU 5100

2022电商326 河南交联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南
河南省焦作市武陡县西陶镇焦

温公路西侧
苏路庆 0371-67666990 13938478188

13938478188@163.co

m
91410823740711158J 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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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327
广西春茂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配电箱 广西

南宁市科园大道西十路19号高

新产业孵化示范园5号标准厂
朱文龙 0771-3899466 13687750212 1589069073@qq.com 91450100747988061K 5006

2022电商328 河北中广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铁塔，一体化快装基站 河北 河北省景县广川开发区 李迎滔 0318-7159778 13386870001
hebeizhongguang@vi

p.163.com
91131127682799576C 11000

2022电商329 华远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景县龙华镇南工业区 线晶晶 0318-4431582 15610803161
huayuantongxin@126

.com
91113112767994842X9 15600

2022电商330
南宫市锐通铁路电务器材设备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电缆阻燃减震垫 河北

河北省南宫市薛吴村乡小孟家

庄
孟明明 0319-5366382 18830999398

ngruitongdw@163.co

m
91130581059448803N 5100

2022电商331 西安神电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氧化锌避雷器、电缆附件、小

电阻成套装置、中性点接地装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

园发展大道23号
叶峰 029-85692358 13909274966

shendian@shendian.

com.cn
91610131724929982P 6000

2022电商332 西安神电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高压套管、管型母

线
陕西 西安沣京工业园兴园路6号 叶峰 029-85692358 13909274966

shendian@shendian.

com.cn
91610125678625397K 6000

2022电商333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康远新材料

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导线，承力索 江苏

江苏省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

区江防村
袁振宇 0510-88535733 17766035751

17766035751@163.co

m
91320293776886056R 12000

2022电商334 锦州市瑞能变压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箱式变电站 辽宁 黑山县大虎山镇立交南街 孟维艳 041-65737775 15940616988 jzrnzhao@126.com 912107266704551867 5000

2022电商335 衡水瑞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街东侧 朱保升 0318-4431936 15903182388
15030800888@139.co

m
911311275673989963 10600

2022电商336 河北中原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河北省景县郑龙路景、故县界

处
崔厚杰 0318-63962929 13303182005

13601291219@139.co

m
911311277524277522 16000

2022电商337 吴江天龙电气化设备厂 制造商 电气化铁道分段绝缘器及辅件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

胜天经济开发区
钱美琴 0512-63508779 13073361988

WJTL63508860@126.c

om
913205092513264942 5000

2022电商338 湖南荣茂铜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 湖南
长沙市开福区福城路108号黄

金海岸家园（顺天.黄金海
杨四寿 0731-82555031 18229948101 3217622483@qq.com 91430105329504589G 5000

2022电商339
河北创业玻璃钢电器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复合材料铁路电缆槽、挤拉型

材、电缆桥架
河北

河北省冀州市兴华南大街开发

区1269号
范宗国 0318-8637799 13703181938 hbcyfrp@163.com 911311816870083741 6018

2022电商340 成都专铁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轨道测试盘，光电引入柜，轨

道电路防护盒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草金东路

1号
黄明 028-67132147 13688469241 2210038051@qq.com 91510107780137074k 1200

2022电商341 重庆鸽牌电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瓷、复合绝缘子、隔离开关

、熔断器，
重庆 重庆市晏家工业园区 余露 023-40768110 13098799495 Cqdc2006@163.com 91500115795879943F 5300

2022电商342 徐州中矿传动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杂散电流监测系统、单向导通

装置、排流柜
江苏

徐州高新区第二工业园珠江路

7号
李响 0516-82309925 15852489832 zkcdsw@163.com 91320312063232087K 1000

2022电商343 浙江广天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干式变压器、油浸式电力变压

器、非晶合金变压器、电抗器
浙江

台州市黄岩北城街

道锦川路 22 号
于建平 0576-84112727 13968679855 61101877@qq.com 91331003148186403W 11187.15

2022电商344 北京鼎昌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接触轨防护系统、疏散平台、

复合材料电缆支架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福欣路

甲7号
王海龙 010-60209180 18610028001 Mayea68@126.com 911101151028821639 5000

2022电商345 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常熟市经济开发区通达路 8

号
吴建良 0512-52267375 15862580113

htgyswb@htgd.com.c

n
91320581694530267Y 137225.95

2022电商346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心田湾 李峰 0512-63813188 13951129200 lf1999@163.com 91320509628461777A 149500

2022电商347 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998号 李俊超 023-67180069 15902328855 20041593@qq.com 91500112709349701G 10010

2022电商348 宁波巨神制泵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泵 浙江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荷花桥工

业区
林江山 0574-88473649 13696875008 88473183@163.com 913302126102116572 26688

2022电商349 四川汉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四川 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广木路 房庆春 0838-5400046 13802029966 wbz@haboat.com 91510600214262049U 10569.60

2022电商350 中航宝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变压器 江苏 江苏省宝应县苏中北路1号 李平 0514-88249661 18952589500 whl080872@126.com 91321000778042463F 12000

2022电商351 北京帕尔普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预绞式金具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工业开发区

国槐街1号
陈翀 010-89360860 18601324484 c.chen@plp.com.cn 911101116000490433 3645.61

2022电商352
南宫市硕祥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复合材料电缆槽（SMC）、标志

牌、转辙机防护罩
河北 南宫市薛吴村乡郁家庄村 郁茂峰 0319-5356769 13903296922 yumaofeng@163.com 9113058108943260XY 200

2022电商353 南昌安特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井冈山大道516

号
徐伟波 0791-85216135 13970079866 1255802086@qq.com 9136010061244960XE 20200

2022电商354 成都通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智能/紧凑箱式变电站

、铁道预装式智能分区所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38

号
张  永 028-87510298 13881767296 tlec@163.com 91510100201976624L 6000

2022电商355 饶阳县鑫隆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六区78号
赵惊雷 0318-7252133 13623185501

zhaojinglei888@126

.com
911311243199500917 3100

2022电商356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配线设备、综合布线、户外箱

式机房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普天路1号 李琦 025-58962708 13905165164 784340361@qq.com 91320000134878054G 21500

2022电商357
山西天正龙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交直流

屏
山西

 太原市晋源区山西康培同福

石材城1座13号（太原企臣商
张玉胜 0351-2868168 13303412733 1286047710@qq.com 911401006744534524 5100

2022电商358 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计算机联锁系统（CBI）、车站

列控中心（TCC）、信号集中监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44号

一区89号楼4、5层
魏建江 010-51866888 15810405751 jdwlyxzx@bjmut.com 911101087226035322 10000

2022电商359 武汉奋翼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道岔缺口监测系统 湖北
武昌区紫阳街中山路与紫阳东

路交叉口天伦万金国际广场塔
王惠琴 027-85933415 18271878813 wuhanfenyi@126.com 91420106MA4KP0W29E 3000

2022电商360
富雷尔福莱电气化设备（广州）

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性悬挂系统零件及设备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号中信广场2009室
黄帅 020-38773378 18933173330

inquiry@furrerfrey

.cn
91440101056584260B 450万美元

2022电商361 江苏向新荣盛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母线槽、电缆桥支架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长虹北路

888号
李峰 0511-88414428 18811186877 jsxxrsdq@126.com 9132118256917606XB 10518

2022电商362 北京广发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配电箱、穿线管、

母线槽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横街子

张家店368号
贺伟国 010-87305588 13522332704 bjgfdq@126.com 91110105750115560N 9998

2022电商363 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新街街道环科园

茶泉路西侧
骆柯文 0510-80705055 13961507994 web@boandl.com 91320282250321990Y 22370

2022电商364 襄阳新普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肩架、钢柱、变电所架构、铁

坠坨、管型立柱横梁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工业园 李小琴 0710-2788758 15172631390 xyxinpu@163.com 9142060757153898XB 5007

2022电商365 深圳宇翊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可视化接地装置 广东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上横朗

华兴路第二工业区5号厂房1A-
李琳 0755-22641932 13810883709 lin.li@yuyisz.com 9144030069726083XE 3466.457

2022电商366
靖江市新扬消防器材制造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
制造商

防火阀、排烟阀、风口、消声

器、组合式风阀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福州北路

133号
刘红 0532-55662039 13805320883 kangda78@163.com 91370203086470352W 5000

2022电商367 饶阳县建朝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地埋电缆槽、水泥槽、扼

流线、防腐跳线、钢轨接续线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一区73号
郝秀秀 0318-7252138 18333839111 243610347@qq.com 9113112432026446XE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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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368 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隐龙路28

号
陈寅 025-6698-0703 13913398106 chenyin1@daqo.com 91320115768199969Q 5000

2022电商369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

调度交换系统、动力与环境监

控系统、铁路应急通信中心设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18号 苏津 010-62154278 18601394123 sujin@css.com.cn 91110000102043722T 49456.2782

2022电商370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氿南路8

号
孙利跃 0510-80710777 15861534305 Jskdkj@163.com 91320200750524073X 36680

2022电商371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交直流

屏
上海 上海市友谊路1016号 金佳梁 021-33795116 13402189424 66630635@163.com 9131000013343040X2 25000

2022电商372 浙江汉维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线缆、光缆、无源器件 浙江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经济技术

开发区
胡强 028-84526381 18302872743 76062589@qq.com ’913305221471325187 18717.750

2022电商373
滕州市华海新型保温材料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复合风管、外墙保温材料 山东

山东省滕州市经济开发区恒源

路388号
马庆娜 0632-5590767 18366666899 tzhuahai@163.com 91370481734717406P 4600

2022电商374 浙江元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浙江 杭州市余杭区崇贤镇陆家桥 叶彪
0571-88121022

18758165007 852366133@qq.com 9133000073239325XK 35000

2022电商375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6号大街68-1
熊宇 0571-63409672 13761860801 ytdl@vip.163.com 91330000609120811K 691030143

2022电商376 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低压开关柜、配电箱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隐龙路28号
胡月 025-66980583 13776557443 huyue@daqo.com 91320115679019778P 10000

2022电商377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新官东路

53号
储辉 0510-87201882

13739119999

13961538068

jiangnandianlan@16

3.com
913202007579586082 20000万美元

2022电商378 衡水菲尔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格构式避雷针、升

降式投光灯塔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开发区 宫立国 0318-2889888 18831861588 hsfed6666@163.com 91131127794153155G 10460

2022电商379 深圳市柏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交直流屏、UPS/EPS应急电源 深圳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

区塘头南岗第三工业园4栋一
田伟 0755-86141624 13510005503 sales@szpulsen.com 91440300770332204H 2500

2022电商380 苏州春力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 江苏
苏州高新区横塘街道梅湾村村

部1-1室
袁凌云 0512-66713136 13295109696 szchunli@163.com 913205050502661304 1000

2022电商381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通信泄漏同轴电缆 湖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

大道9号
刘禹 027-87802541 13340919349

liuyu_04546@yofc.c

om
91410100616400352X 75791

2022电商382 德州津铁物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轨绝缘、扼流引接线、防腐

引接线
山东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开发区长

江大街
司书鹏 0534-5811168 15069278889 tldwgwqcc@126.com 913714226968879648 3000

2022电商383 江苏星火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母线槽、电缆固定夹

具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渡江南路130号 张宁宁 0514-82221986 13810901083

xinghuoele@vip.sin

a.com
91321002MA1WMALAY7B 5000

2022电商384 巨邦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闭所、开关柜、变压器、箱

式变电站、断路器
浙江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二十

路巨邦科技园
张建芳 0577-62177777 18358770625 281454619@qq.com 91330382145548499G 13098

2022电商385 保定市思瑞特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试验车、直流电阻测试仪

、回路电阻测试仪
河北

保定市高开区竞秀街295号创

业服务中心C座一层
冉飞 0312-5955530 13630867416 srtdq@126.com 91130605769825685K 3100

2022电商386 石家庄市栾城区扬帆水泥制品厂 制造商 水泥制品 河北
石家庄市栾城区豆于镇陈朝宇

村
霍红宾 0311-85463468 13731189770 1945183002@qq.com 91130124079958499E 50

2022电商387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牵引变电、电力、调度综合自

动化、远动终端、视频监控及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菲尼

克斯路11号
吕博

025-51859256
13621584560

blackpaul@sac-

china.com 913201007162522468 69526.5184

2022电商388 深圳市铁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设备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芳路

2号凌云大厦研发楼7楼702号
王环 010-63025870 15010217760 tc3800@126.com 914403007556724896 8000

2022电商389 北京冠峰行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站台绝缘层，自流平地面，环

氧地坪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良官大街

58号/A294号
王荣华 010-63330478 13693392685

crownedfloor@126.c

om/1479468591@qq.c
911101116812342317 4000

2022电商390 镇江安华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开关柜、母线槽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开发区港隆路

198号
韦成歌 0511-88450868 13905287316 anhua@zj-ace.com 9132118260889206XQ 10800

2022电商391 北京弘浩达牵引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静调电源柜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丁

路1号院005室
杜玉龙 021-67846653 15901647822 bjhhda@163.com 91110109556849763R 500

2022电商392
亚美（滁州）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劳动护肤品，驱蚊防晒、清凉

防暑品
江苏

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

柳州路201号
王健 0550-2180855 13906137812

yamei@yameigroup.c

om
91341192MA2RYECL7X 5000

2022电商393 河北拓普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开关柜、无功补

偿装置
河北 石家庄高新区太行大街498号 刘伟

0311-89928228-

6008 18032007092
147757761@qq.com 91130101713157251X 10000

2022电商394 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流、电压互感器、避雷器 辽宁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

丰荣工业园区 李忠维

0411-8329

1568 13407361555 dlbfhgq@126.com 91210200X04952893X 18200

2022电商395 江苏通光信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纤光缆 江苏 江苏省海门市包场镇 江静雯 0513-69886619 15896220203
jiangjingwen896@16

3.com
913206847532465000 12170

2022电商396 河北诚泰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工业区56号
李世洵

0318-

7252089 13932811504 458589510@qq.com 91131124MA07WAEJX3 5100

2022电商398 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电缆附件 广东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绿路

163号 陈华 020-34761797 13929538639 lncable13@163.com 91440101618705985B 20443

2022电商399 宁波鸿钢铁路信号设备厂 制造商 铁道信号器材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

家村
董海江 0574-88027367 13777059078 honggangtl@163.com 913302127048067904 1010

2022电商400 如皋市城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投光灯塔、灯桥、高杆灯 江苏
江苏省南通市如城镇庆余东路

100号
杨平 0513- 87652828 13901473528 yprgcg@163.com 91320682711592751G 5000

2022电商401 四川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1.开关柜；2.真空断路器、SF6

断路器；3.箱式变电站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

西芯大道5号
贺杰 028-85230338 13689085797 swb@seac.com.cn 91510100720338894X 15000

2022电商402 河北德凯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河北 沧州经济开发区兴业路82号 王军 0317-7887616 13603273269 hbdktlxh@163.com 91130901787029041N 6002

2022电商403  固力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浙江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新光工业区 苏陆庆 0371-63686688 13938478188 389063909@qq.com 91330382256013905J 13300

2022电商404 河南固力发金具销售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金具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226号富田丽景花园27号楼
苏陆庆 0371-60543008 13938478188

13938478188@163.co

m
91410105MA3X8F1H28 1000

2022电商405
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监控器材 上海

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144-

164号9幢295室
魏平 029-89526791 15029205660 www.aipu-waton.com 91310115555978395U 20000

2022电商406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广东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

深圳国际创新中心C栋14层
余田 0755-83056349 13600411950 kad@keanda.com.cn 91440300708434226X 13224

2022电商407 河北北方电气金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力施工工具、安

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梁召工业区 李春贵 0317-2918465 13701358601 bfdqbjgs@163.com 91130982788669286L 11000

2022电商408
天津飞荣铁道电气化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弹簧补偿器、低压动力柜、配

电箱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南坨村

（津赤路北正联燃气设备工程
张莹 022-60996210 13920222929 tjfrgs@126.com 911201106794140731 4500

2022电商409 永进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城开发区 郝燕城 0319-5898008 13910527171
yongjinjituan@163.

com
911305007009406182 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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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410 江苏江扬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扬州市荷叶西路88号 李捷 0514-87756223 15952776292
jiangyangcable@vip

.163.com
91321003140890172Q 30200

2022电商411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高邮市菱塘镇 管晓明 0514-80971895 13511733567
web@shuguangcable.

com
913210001409502864 30348

2022电商412 安平县荣泰金属网栏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栅栏、声屏障、刺丝滚笼 河北
安平县经济开发区东区经五路

22号
王玉 0318-8558888 18931818850

Rongtaiwanglan@126

.com
911311257727864022 5018

2022电商413 河北立中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铝合金锭 河北 河北省清苑县发展西街338号 温朝阳
0312-58023

83
15333222649

wenzhaoyang@lizhon

g.com.cn
911306081216245T 32000

2022电商414 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氧化锌避雷器 陕西 西安市未央路130号凯鑫大厦 夏震宇 029-86065018 13772018611 596804513@qq.com 91610132668668895G 8000

2022电商415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道交通和铁路检测系统（含

网、轨、限界、接触轨检测设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

28号西部智谷A1-1-9
金达磊 028-85003300 13707133932 tyst_2010@126.com 91510107564461398L 4598.2759

2022电商416 国彪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1.应急电源（含不间断电源及

成套电控设备）2.直流电源、
辽宁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

镇砬子山村
冯茂年 0411-62619225 13337716778 M62619225@163.com 912102007169659000 12000

2022电商417
青岛博宁福田智能交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制造商

自动售检票系统、地铁屏蔽门

系统、弱电系统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华东路以

东，规划东4号线以西，规划
陶晶 0532-68681926 15954869105

Fortune769@bnfortu

ne.com
913702220690988514 2200

2022电商418
青岛博宁福田通道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售检票机、各类闸机、自动门

设备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华东路以

东，规划东4号线以西，规划
陶晶 0532-68681926 15954869105

fortune106@bnfortu

ne.com
913702002646297342 6581.5

2022电商419 河北来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PE、PVC、PP管材 河北 雄县米北高速公路路口 李忠伟 0312-5783888 13513122629
http://www.bdlaiwa

ng.com
91130638731411786F 10600

2022电商420 河间市圣立电气化铁路附件厂 制造商 电力金具，紧固件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瀛洲镇桂庄村 尹金厂 0317-3628800 13833799929 1029975446@qq.com 9113098430835514XL 2000

2022电商421 绍兴市佰利嘉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接地材料、避雷器专用设

备、防雷接地器材
浙江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和悦广

场5幢1102
马良 0575-86336027 18657586825 public@bljdq.com 91330624673882589J 3008

2022电商422 沧州大唐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河北 河北省肃宁县纬北东路南侧 李召祥 0317-5579222 18713058822
cangda2008t@126.co

m
911309267886685076 6020

2022电商423 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纤收发器、网络延长器、工

业级光纤交换机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新围社

区九祥岭工业区2栋五楼
高峰 0755-83129772 15601043002

1056782914@qq.com/

sale@olycom.com.cn
914403007741195238 800

2022电商424
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变压器、箱变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白浮泉路17号 李海鲲 010-69724271 18601256734 yuhuaw1205@163.com 91110114600001728T 5000

2022电商425 北京全路通铁路专用器材工厂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小海字

村321号
李溪溪 010-51846653 13601068521 bjqltjyc@126.com 9111011280221289X3 3050

2022电商426 河北亿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塔 河北 河北省景县广川镇 王镇 0318-4438099 13784485666 hebeicomms@126.com 91131127109970326J 16000

2022电商427 江苏大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 江苏 镇江新区金港大道82号 丁笑 0511-89986165 18021220856 jsdqgd@126.com 913211915652519749 5000

2022电商428 河北天能电力器具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安全工器具、绝缘材料、

隔离开关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梁召工业区 田广志 0317-2915196 13932728916 2292682574@qq.com 91130982784069531Q 6118

2022电商429
渭南高新区华铁电务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钢轨绝缘、道岔安装装置、各

种连接线
陕西

陕西省渭南市高新区王良路22

号
郝敏锋 0913-2120288 13572381828

Haominfeng088@163.

com
91610501691136301E 2000

2022电商430 衡水嘉瑞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配电箱、配电柜 河北
衡水市冀州区冀新东路北侧

（河北登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赵哲文 0318-8968000 15633186678 15633186678 911311815968462767 5080

2022电商431 北京锐锋钝石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监测系统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大街特钢

公司十一区（首特创业基地A
杜忠 010-68884340-601 13801373649 duzhong114@126.com 9111010766461999XG 1000

2022电商432 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SF6断路器、真空断路

器
甘肃

甘肃省天水市天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社棠工业园润天大道
柴智勇 0938-2236527 18993845587 sale@chinatcs.com 91620500224890196D 20000

2022电商433 温州益坤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氧化锌避雷器、隔离开关、熔

断器、绝缘子
浙江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鹤

祥路
邱赛 0577-63654818 13867733892 wzykxs@163.com 91330300254650927E 6000

2022电商434 四川运成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施工用风机、风筒 四川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三辆车路

020号
胡永强 028-87918948 13980962947 764386343@qq.com 91510124777474205Q 7050

2022电商435 保定汉威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配线架、综合柜、通信电源 河北
保定市隆兴中路77号隆兴大厦

A-403号
李成山 0312-3372826 13930836500 bdhanv@163.com 91130605098254657P 5000

2022电商436

北京雄杰方业建筑技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制造商 锚栓、高强螺栓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
李芳 010-87187310 13911528596 837779837@qq.com 91110112669907210E 1000

2022电商437 吉林市吉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冷（热）缩电缆附件、电缆分

（支）接箱
吉林 吉林市高新区深东路999号 田海霞 0432-64661298 13720006596 Jifu008@126.com 9122021478680355XP 3050

2022电商438  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开关柜、交直流

屏
湖北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

二路221号
张丹 027-87399081 18171507088 wd@wcdk.cn 91420106300256737C 10120

2022电商439
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四川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东海路东

段二号
支军年 0838-2802452 18583808918

deyangdianlan@126.

com
9151060078951661R 30000

2022电商440 诸暨市通利铁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附加线肩架、变配电所用

支架、线路器材
浙江 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路20号 章美丽 0575-87311308 13506858007 2679826678@qq.com 91330681757080479A 1000

2022电商441 陕西通号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50Hz相敏轨道电路器材、25周

轨道器材、信号组合柜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东路

99号产业园
李慧 029-82636746 18161803868 lyf589@163.com 91610000735374011K 60

2022电商442 饶阳县志雷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宫庄村五区5号
纪创业 0318-7252060 13833893396 jcy274@163.com 911311240930649937 1000

2022电商443 郑州市雷德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筋混凝土电杆 河南 河南省新郑市梨河镇工贸区 吴文涛 0371-62650338 13140193777 zzleide@126.com 91410184170456916A 6000

2022电商444
石家庄中鑫瑞尔威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照明设备 河北

石家庄高新区祁连街88号盛和

广场D座608室
邢润 0311- 85830233 15097358515 zxrailway@126.com 911301006636562703 5000

2022电商445 重庆重变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 重庆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

金山大道19号
樊俊良 023-45432960 15823113073 cqtd@163.com 915002242031267548 10800

2022电商446 武汉豪门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动折叠门、钢门；电动窗、

通风天窗；普铝及断桥隔热铝
湖北 武汉市汉南区汉南大道538号 胡夏璞 027-51110878 18694070721 762197422@qq.com ‘914201136667643816 1000

2022电商447 石家庄嘉泰电器金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施工工具、安全工器具、电力

金具
河北 河北省晋州市周头乡东小留 茹会然 15532116430 flygirl66@163.com 91130183752420323F 6800

2022电商448 天津市渤海欧立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广播设备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怒江道8号 傅金亭 022-28340030 13802061609 bheed@vip.sina.com 9112010310337171XQ 300

2022电商449 许昌市明远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穿墙套管、氧化锌

避雷器、高压熔断器、绝缘子
河南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民营经济

西区
张秀丽 0374-3267355 13703749851

Zhangxiuli6@126.co

m

91411000174296358N(1-

1)
2000

2022电商450
山东阿尔法时代电气技术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支架,电源柜 山东

山东省枣庄高新区复元四路东

侧枣庄科顺数码有限公司厂房
马边际 0632-8677677 15063225233 sdaefsd@163.com 91370400MA3FA2MX69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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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451 如皋市华程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灯塔、照明灯具 江苏
如皋市如城镇街道锦绣园西7

号
张德林 0513-87536280 13376110086 2805064290@qq.com 913206823237575850 518

2022电商452 成都交大许继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牵引变电所安全监控及综合自

动化系统、铁道配电所自动化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

道3号国腾园8号楼
程星 028-87827071 13880398529 jdxjscb@163.com 91510100740325257P 5100

2022电商453
昆明市荣成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线路器材、电力配件，接触网

配件（TB-2075项之外）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大

桥村
闭加荣 0871-67991208 13888966271 378668228@qq.com 915301277194837600 1000

2022电商454
宁波市皓盛铁路电务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及器材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东郊开发

区天峰路59号
汪琼 0574-88919305 18094553990 haoshenggs@163.com 9133028370482282XR 3000

2022电商455 沈阳德瑞华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钢结构、五金件 辽宁

沈阳机加泵阀工业园

泵阀环路3号 张立军 024-87990200
18945657888 Lnsy_deruihua@163.

com
91210122784578918Q 200

2022电商456 天津正标津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天津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轻纺经济

区纺八路以东，支路二以南
霍红宾 0311-85300061 13833118676 24724403@qq.com 91120116064046227G 32000

2022电商457 河北省科力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晋州市电力工业开发区 章瑞增 0311-84395333
13833399264

2958580785@qq.com 91130183787032056U 3000

2022电商458 河南中州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299号浦发国际金融中心B座
岳凌飞 0371-55195309 18039558219

zhongzhoudianqi@12

6.com
91410100740734130E 10580

2022电商459 南宁乔顿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电缆桥架 广西 南宁市国凯大道东一支路8号 邹富明 0771-4922413 13978802520 nn-qd@163.COM 91450100779104865G 10800

2022电商460 长沙培斯特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放热焊粉及模

具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

二段166号101房
胡红一 0731-84318633 13574800733 137023528@qq.com 91430103792384080L 3000

2022电商461 大连华亿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电

抗器
辽宁

大连普湾新区经济开发区长店

堡社区
袁国星 0411-83146175 13842663975 Hy83146175@163.com 91210282736403937Y 20000

2022电商462 浙江金华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浙江 浙江省金华市安文路63号 俞菊平 0579-83210901 15257903902 zjjhtlxh@163.com 91330727609772086R 3000

2022电商463 江阴市邦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金属网片 江苏 江阴市新桥镇西园路18号 陈华 0510-86321738 13961660693 1271886@qq.com 91320281555895485K 5008

2022电商464 成都磐达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 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北路 64 号

郭锋 028-86929929 13981979600 3287002218@qq.com 915101056630248633 10023

2022电商465 东光县泰丰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钢结构

手动防护设备、阀门
河北 河北省东光县找王镇赵王村 吴林 0317-7780026 18033781999 404718546@qq.com 91130923794154537M 5000

2022电商466 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消弧线圈 河北 保定市鲁岗路126号 刘欣涌 0312-3309216 13582202238 twsd2004@163.com 911306056010927219 6000

2022电商467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重庆
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金

果大道239号
韩伟 023-61898183 13637980970 9902025580@qq.com 91500112753098639K 47500

2022电商468
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科丰路2号通讯

工业办公大厦2楼3号
王爱国 0755-26612880 13602593836

huangxy@sdgi.com.c

n
91440300695571191G 3760

2022电商469 北京川铁博锐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真空断路器、真空负荷开关、

隔离开关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9号B座2165室
高希 010-52428827 18732113679

13661258396@163.co

m
91110114565761413R 1000

2022电商470 北京天成瑞源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架空线、钢芯铝绞

线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榆顺路3

号
赵胜利 010-87613634 13801133331

ruiyuandianlan@163

.com
91110115740173900L 20000

2022电商471 新乡市中州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河南
新乡市卫滨区平原乡南环路新

华粮库东200米
杨琳茜 0373-2713636 13525015204 XXZZDQ@163.com

91410703688197891W(1-

1)
5558

2022电商472 江苏中顺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母线槽、电缆桥架 江苏 扬中市科技新城华兴路2号 刘万胜 0511-88290006 13905284199 228480309@qq.com 91321182585532458R 10880

2022电商473 江苏大力城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弹簧补偿器 江苏 江苏扬中 张洪春 0511-88411288 13952728208
vipdalicheng@163.c

om
913211821414548668 8000

2022电商474
东莞市镒辰智造预装配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通风管道 广东 东莞市中堂镇北王路袁家涌旁 苏贵健 020-22308887 13728878739

huxintao@yichenmet

al.com
91441900559195347U 2000

2022电商475 北京新讯信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接入设备、光端机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清

河小营雄狮机械
从晓伟 010-61199037 18613351023

xinxunxintong@126.

com
91110108790690623U 5100

2022电商476 甘肃宏桥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照明灯具 甘肃
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街道北滨

河西路231号1502
乔拥民 0931-7782158 18093196288 35346376@qq.com 91620105690381479Y 3035

2022电商477 上海邦诚电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转辙机智能综合监测系统

、轨道交通标准化作业系统、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500号147

幢409室
栾思雨 021-56723909 13917700849 btttb@btttech.cn 91310000579151042M 2348.9

2022电商478 厦门华电开关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SF6断路器、组合电器 福建
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火炬

园马垄路453号
贾宝伶 0592-5724816 13811237154

sales@huadianswg.c

n
’913502006120486118 30000

2022电商479 安平县安宁网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线路器材及配件、网栅 河北 安平县谢町村 赵双 0318-7523135 15131832423 347987370@qq.com 91131125774425037W 1599.9999

2022电商480
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
制造商

GSM-R作业手持台、GSM-R通用

手持台、GSM-R语音通信模块、
广东 深圳市福田区爱华大厦十三楼 伍江勇 0755-83697353 18607550099 jywu@sedwt.com.cn 91440300192198946L 6660

2022电商481 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四村

456号
郭开涛 010-51214043 18010269826 469004987@qq.com 911101151028538644 65000

2022电商482 甘肃九连山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筋混凝土锥形杆 甘肃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甜水镇南街 耿凡铸 0934-5984999 13359341888 953989594@qq.com 916210223526150252 5000

2022电商483 自贡红星高压电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 四川
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长伍路13

号
朱光明 0813-3313257 13990053678 zghxdc@163.com 91510300738314751C 5500

2022电商484 四川广安鑫光电力铁塔有限公司 制造商 输电线路铁塔 四川 武胜县沿口镇旧县乡长伸沟村 吴伟 0826-8820600 13982653209 xgtt2007@sina.com 91511622771670934w 8519.33

2022电商485 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材料疏散平台、玻璃钢三

轨防护系统、玻璃钢支架
北京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经济开发

区康西路261号
丁庆强 010-61162251 15801384798 dqq251@163.com 91110229746100796W 6000

2022电商486 广水市高强度电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及地铁用绝缘子 湖北
湖北省广水市广水办事处马鞍

街
肖  浩 0722-6493016 18607135500 xh520xh@188.com 91421381732710462U 2010

2022电商487 江阴信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江苏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公

园路23-2号
吴涛 0510-86563928 18861674519 jyxdtl@163.com 91320281736540587M 3300

2022电商488 安徽省力通稀土钢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绞线，铝包钢芯铝绞线，铝

绞线
安徽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

区
陶军 0555-6757553 13500535543 381663718@qq.com 91340521726314017B 15000

2022电商489 丹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 四川
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北片

区港通北四路
徐洋 028-87635777 18328726153 1058646941@qq.com 915101243505441204 5000

2022电商490 河北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隔离开

关
河北 河北省邯郸市电厂街80号 刘君鹏 0310-6262357 15612059922 2511943440@qq.com 91130400050985768M 30000

2022电商491 沈阳铁路器材厂 制造商 信号设备及器材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

16号
武成荣 024-62071441 13609824590 info@sytlqc.com 91210106117968277H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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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492 重庆科新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变压器 重庆
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五星西

路一号
董明强 023-43333330 13983177489 2557128098@qq.com 91500109065697742H 10010

2022电商493 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箱式开

闭所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旗大街鹿泉

区南降壁路段
张成锁 0311-69099664 13930450020 KL5231078@163.com 91130185772773492E 20008

2022电商494 饶阳县永兴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8号
赵亚茸

0318-

7252306 13785855707 1015363392@qq.com 91131124MAO7XHB34F 5000

2022电商495 曼卡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制造商 德国曼卡特锚栓系列产品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

院3号楼11层2单元121211
刘鹏飞 010-84726499 13581548234 25244894@qq.com 911101057848074267 5000

2022电商496 武汉合纵赛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坪 湖北
武昌区和平大道1004号杨园教

育科技创业园2号4楼403室
危艳 027-87278796 18627017727 54793953@qq.com 91420106778192920X 1008

2022电商497 武汉赛诺精工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泵（代理威尔（中国）水泵

系统有限公司产品 ）
湖北

武昌区华锦春天故事321幢2单

元4层2号
危艳 027-87278796 18627017727 1659971685@qq.com 91420106669503953Y 1008

2022电商498 镇江默勒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交、直流电源，低压开关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大全路66

号
兰伟 0511-85120889 13952983958 lanwei@daqo.com 91321100776884528B 13276.15

2022电商499 无锡市同兴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江苏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须

毛路38号
张贤 0510-86913300 13861638718 wxtxtlqc@163.com 913202816683612440 5000

2022电商500 河北宇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压隔离开关、避雷器、熔断

器、绝缘子
河北 宁晋县四芝兰镇北侯庄三村 车乾 0319-5987999 15731928888

yuniujituan@163.co

m
91130528566188639Q 10100

2022电商501 长春盛达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交用分段绝缘器、玻璃钢件

、塑料橡胶制品
吉林 长春市兰家镇兰家大街555号 李洪彦 0431-82633999 13804333809 sdhgzp@163.com 912201037359139786 200

2022电商502 通变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箱式变电站、开关柜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
李朝雄 0871-67442769 13988465555 swzx@tbdqcn.com 915301006682667730 14150

2022电商503 上海华普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2800号 高冬梅 021-54980389 13916610508
13916610508@163.co

m
91310112756961258J 20000

2022电商504 江苏奥利维尔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专用精密空调、恒温恒湿机组

、三集一体热泵机组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

城科技大厦1栋4层
朱玉华 025-84471119 13851949588 njallwell@126.com 913201057594716928 10000

2022电商505 威海凯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器消防监测系统 山东
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福田路-10-14号
许明德 0631-5620000 13806317348 whkairui@163.com 91371000797315009X 2086.56

2022电商506
任丘市华鸿通讯电力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钢绞线、通讯铁件、PE、PVC管

材、硅芯管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麻家坞镇麻家坞

二村
王国发 0317-2861118 13903173383

13903173383@139.co

m
91130982573862417N 11000

2022电商507 博一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10kv及以下电线电缆 河北 任丘市麻家务镇尹村村北 王国发 0317-2863688 13903173383 2259359414@qq.com 91130982084969328R 10300

2022电商508 上海克劳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设备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桂箐路69号30号

楼5H
李新颜 021-67896200 13917216178 228449008@qq.com 91310104MA1FR67Y9A 1000

2022电商509 成都星科创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自动过分相装置、自动过分相

地感器、磁轨枕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大安东路

61号太升大厦6楼C座
于海东 028-86921059 18708156669 server@cdxkc.com 91510105730207249F 3010

2022电商510 辽宁中兴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辽宁
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

142号
徐昌兴 0417-3903666 13904174319 lnzxxl@163.com 912108007237231657 35050

2022电商511 柳州桂通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配件、电力金具 广西 广西柳州市红岩路四区46号 银军 0772-3951096 13768329880 2638208758@qq.com 91450200619363323K 6000

2022电商512 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疏散平台、支架、电缆槽盒 河南
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河路

40号
乔志 037967256650 13783196459 www.xssunrui.com 914103006950668790 33090

2022电商513 江苏爵格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仪器表、金属制品 、建筑装饰 江苏
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泵阀

工业园区
韦建树 0515-83285388 13801996307

sales@dragonindust

ries.com
913209826770217949 5000

2022电商514
凯达高电铁路电气化器材制造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河北 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留念桥 杨朝霞

0317-

3845579
13653367065 qhdkd@126.com 91130984336196123W 8110

2022电商515 西安华特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组合柜系列产品、延时型断相

保护器、防护盒、防雷补偿器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火炬路碑林科技

产业园4号厂房1幢00104号
李奕欣 029-82288163 18509222632

13991832269@163.co

m
91610103775902165E 3000

2022电商516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管道压浆剂、聚羧酸高性能减

水剂、支座砂浆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醴泉路118号
石磊 025-83278611 15851879001 lufeifei@cnjsjk.cn 91320000768299302G 30400

2022电商517 四川龙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 四川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青龙镇先

锋村
徐亚丽 028-37676525 15511239143 sclttl@163.com 91511422742261015M 10000

2022电商518 河北杰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配电箱、无功补偿装

置、绝缘子
河北 保定市清苑县魏村镇魏村 王东 0312-8078666 13288930000 hbjieneng@126.com 91130608672083937P 10000

2022电商519 武汉市汉博铁道实业公司 制造商
膨胀式电气连接塞钉、牵引回

流线排、钢轨钻机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

820号
王艳芳 027-88708408 18672993107 hbtdsygs@163.com 91420100177733074K 76

2022电商520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综合监控系统、变电所综合自

动化系统、能耗监测管理系统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路335号

408-410室
栾广富 021-34292618 13901786418

Zonggf@xinhuagroup

.com
913101151322068520 5000

2022电商521 北京ABB高压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SF6断路器、隔离开关、箱式变

电站、避雷器、互感器
北京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

园街12号
王均林 010-67818026 18101197659

Junlin.wang@cn.abb

.com
9111030260004105X4 美元1650万

2022电商522 河南嘉瑞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复合绝缘子、避雷器、隔

离开关
河南

河南省禹州市产业集聚区园区

大道东侧
杜战芳 3747035577 13937419876 hxdzf@126.com 91411081672878844T 2000

2022电商523 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 江苏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洛社配套

区洛杨路1号
刘大海 0510-83307821 13370556027

dahai.liu@boerpowe

r.com
9132020077249862XC 7100美元

2022电商524 通号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网络设

备（含弱场设备）、数据通信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9号113室 张明洁 010-50806104 13681278571 txjt-ztb@crsc.cn 91110000102148647D 23275

2022电商525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科技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钢支柱、吊

柱、硬横跨及钢结构件、、钢
河北 高碑店市西大街建国胡同9号 史宝源 0312-7938506 18183088388 kjgsjyb@126.com 911306841086144508 5100

2022电商526 中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江苏 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1号 曹小红 010-88088418 13901145318 daihy@chinaztt.com 91320623331193863J 25000

2022电商527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

电线缆分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光纤光缆 江苏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马山湖山

路58号
张成 0510-85990370 15052298685 8390w@126.com 9132021183600559X2 115825.835

2022电商528
河北瑞铁电气化器材制造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坠砣、格构式钢支柱、硬横跨

支柱
河北 河北省高碑店市东环路北侧 赵品斯 0312-2815101 13103224422

hebeiruitie@126.co

m
911306840694493249 3000

2022电商529 饶阳县华胜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

十区53号
赵振东 0318-7252727 13932823038

13932823038@163.co

m
91131124550411883C 5010

2022电商530 饶阳县华跃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工业区四区35号
王筱强 0318-7252788 13831832379 602736528@qq.com 91131124347675090R 5000

2022电商531 重庆以勒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重庆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 王海丰 023-62771101 15213466177 1287131062@qq.com 91500116747451870G 10800

2022电商532 武汉英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户外箱式绝缘集成分区所

（开闭所）、信号电源监控装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

发区华光大道18号
程鑫 027-87056336 15827388699 incom-vip@163.com 91420100755130073Y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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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whkairui@163.com#
mailto:13903173383@139.com#
mailto:13903173383@139.com#
mailto:2259359414@qq.com#
mailto:server@cdxkc.com#
mailto:lnzxxl@163.com#
http://www.xssunrui.com/#
mailto:Zonggf@xinhuagroup.com#
mailto:Zonggf@xinhuagroup.com#
mailto:Junlin.wang@cn.ab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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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13932823038@163.com#
mailto:13932823038@163.com#
mailto:602736528@qq.com#
mailto:1287131062@qq.com#


2022电商533 苍南安卓铁路标牌厂 制造商 标志牌 浙江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工

贸路291号
张婷 0577-59989255 13806627172 107245070@qq.com 330327602018709 100

2022电商534 江苏东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声屏障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兴达路9

号
方晓飞 0510-87558686 13921345845 yuwb@jsdongze.com 91320282781295306U 10099

2022电商535 河北晨航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河北 保定市满城区方顺桥镇孟村 张熙 0312-898270 15303128782
13373225200@189.co

m
91130607MA07M66F0F 5000

2022电商536 河北双泽水泥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 河北 保定市满城区南韩村镇东村 张全文 13373225200
13373225200@189.co

m
91130607MA07L58M28 2100

2022电商537 河南科信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南
河南省周口市经济开发区南外

环路
郭晶晶 0394-8699116 18595536660

jingjing-

5666@163.com
91411600783442218D 3000

2022电商538
南昌铁路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人新

村二路27号
李丹 0791-88195720 18523139943 158069595@qq.com 913600001582848409 5200

2022电商539 北京科锐博润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功补偿 北京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海三路139号院1号楼B座5层
张皎 010-82700981 13301192817

yewu@creat-

poreen.com
911103020613060542 5000

2022电商540
无锡快鹿地铁钢结构制造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钢结构 江苏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锡

港路212号
蒋亮 0510-82749537 13921280818 wuxikuailu@163.com 91320205592510046M 2000

2022电商541 深圳市鸿嘉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气体灭火、感温自启动灭火装

置；高低压柜；箱式变电站
广东

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塘街道长圳

社区长兴科技工业园68栋
郁铖 0755-29835515 13828847119 yc6502@163.com 9144030007752024XX 5200

2022电商542 哈尔滨跃龙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兴南路 13 号 周希风 0451-86663380 13936289095 799154002@qq.com 91230103793060918X 1000

2022电商543 石家庄铁科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工具，接触网工具，安全

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枣园村 聂立川 0311-84393909 19931127120 sjztkdq@163.com 91130183MA07TCX20Y 3100

2022电商544 伏尔特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电缆分接箱、箱变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和路

沙一北方永发科技园
家蓉蓉 0755-89493516 18991965614 fuerte_sz@126.com 91440300793873011P 5200

2022电商545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路亿发铁路配

件厂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器材 河北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铁路

街51号
鲁传军 0335-7904588 13001423676 447849375@qq.com 91130303320289747D 100

2022电商546 江苏雨龙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电缆汇线桥架、母线

槽
浙江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民主村 姚恒桓 0511-88128562 13905286826 hxdq1968@163.com 91321182313730493K 23800

2022电商547 营东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

北省宁晋县黄儿营村 赵策

           0319-

5487890 15369992018
15632938300@163.co

m
91130528601427771U 21888

2022电商548 武汉格瑞丁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放热焊接接地材料，纯铜接地

材料，镀铜接地材料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4号-6号
田妍 027-83303803 18627803221 46360400@qq.com 914201047893022403 5008

2022电商549
襄阳普尔利交通工程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电力及电气化器材、铁塔

、横梁、钢柱、吊柱、恒张力
湖北

湖北襄阳市光彩高新工业园二

期C8栋
梁玉华 0710-3700978 13886254263 puerli@163.com 9142060076744095X8 6000

2022电商550 东方交联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延白村 耿立江 0319-5488718 13891893202 362802081@qq.com 91130528780801166D 26000

2022电商551 济南蓝动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DJJ-8型数字化激光接触网检测

仪、DJJ-7型多功能激光接触网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299号鑫盛大厦2号楼11层
赵少鹏 0537-2385276 13853740186

13853740186@139.co

m
91370100768704486P 300

2022电商552 丹东华盛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铝复合轨；高铁、地铁供电

设备及器材
辽宁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龙腾大道

57号
王秀明 0415-4251555 13904157757 hw28999@163.com 91210600558170594K 1000

2022电商553 沧州华煜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轨扣配件 河北 河北省东光县灯明寺镇中灯村 王晓淇 0317-7771838 13111736381 CZTLQCYXGS@163.COM 91130923765163127E 10000

2022电商554 饶阳永亮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通信信号器材、复合材料

电缆槽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村 赵勇亮 0318-7252523 13831860021

zhaoyong.liang2008

@163.com
91131124094746590E 5000

2022电商555 河北南皮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南皮县城东 王双站 0317-8869678 15632766068
swb@nanxinchina.co

m
91130927109695491Q 6168

2022电商556 西安宇通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及器材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咸宁

东路19号
陈柯翰 029-82298856 13228093786

13363951650@163.co

m
916101366686743202 1000

2022电商557 浙江中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环保型复合保温板及风管 浙江
湖州市菱湖镇工业功能区吉友

路1号
王立财 0572-2923596 13757208108 mana@zjmana.com 913305030555398394 3399

2022电商558 宁波思高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缺口视频监测，区间综合监

测，远程音视频装置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

园区彬彬路169号
万建军 0574-87683985 13396699502 nbsgxt85@163.com 91330203551100542C 2000

2022电商559 北京京电国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模拟屏，标牌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云岗路198号8-

210
张刚 010-82928869 13601147625

13601147625@126.co

m
91110108679627183A 510

2022电商560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产品

、通信设备、控制设备、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226号4

楼
唐宗生 0571-56928666 13588874739

tangzongsheng@insi

gma.com.cn
913300007176130907 20700

2022电商561 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智能交通系统、建筑智能化系

统、城市及道路照明系统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

南大街326号1幢01室1号楼6层
沈文良 0571-56928666 18605716000

tangzongsheng@insi

gma.com.cn
91330000571737348B 1250

2022电商562
北京太格时代自动化系统设备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牵引/电力远动系统、接触网开

关监控系统、电力远动终端RTU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甲1号

、3号2幢2层202-05室
李新茹 010-63356521 13699210885 2298903780@qq.com 9111010876142254XU 6315

2022电商563
陕西西科铁路电气化工程器材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铁塔 陕西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田市东郊

2号
党芳婵 029-82221269 13659198163 shanxixt@163.com 91610000748645933B 5000

2022电商564 江苏金鼎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钢柱横梁、

通信机房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苏陈镇南工业集

中区
石爱平 0523-89608088 15905264666

jdgangjiegou@163.c

om
91321200791994696N 10000

2022电商565 廊坊市五广供电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金光小区

1#门市101.102号
薛宁 0316-2650005 15931654438 421235914@qq.com 91131003072077592X 5000

2022电商566 扬州迅祥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3KV及以下电线电缆 江苏 高邮市菱塘工业集中区 朱峰 0514-87857136 18052557666 76752992@qq.com 91321084695523798K 21000

2022电商567 上海智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光纤设备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165号B区

2楼
宦建东 021-65518231-816 18019366190 1873568661@qq.com 913101127354240159 5000

2022电商568 西安欧卡姆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缆连接器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8号
金亚朋 029-68881898 13002968966 oukamu_jin@qq.com 91610113663154537E 4000

2022电商569 衡水云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铜绞线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安路北侧 何世民 0311-676600161 15131128078 1651522927@qqcom 91131127MA0824J07C 1150

2022电商570 河北艾科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安公路北

侧安陵乡卫生院西侧
张鹏飞 0311-67660016 13081122585 1651522927@qq.com 91131127MA082QK629 1000

2022电商571
浙江光明继瑜电气化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接触网用预应力混凝土支柱 浙江 浙江省龙游县小南海镇定埠 王罡 0570-7051488 15336713339 58527162@qq.com 9133082532782778XN 8000

2022电商572
北京锐驰国铁智能运输系统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TDCS系统；CTC系统、ATS系统

。电加热道岔融雪系统装置、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

区300幢一层、四层
刘璐 010-51892304 13810505158 huatie@rails.cn 911101087642396286 6000

2022电商573 上海闳联电线电缆厂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周祝公

路1318号7幢2层、2幢
徐春玮 021-58570608 13916317919 61999777@qq.com 91310115832667174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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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574 南阳飞龙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材料沟盖板、箱体及电缆

槽
河南 南阳市龙升工业园区2号路 张余 0377-60582772 18695975555 1109154502@qq.com 91411303688169882X 10100

2022电商575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冷缩电缆附件、环网柜、箱式

变电站
广东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

海岸第二期金峰北路89号
祁锐 0756-3630598 15907560782 qirui@cyg.com 91440400792992481F 30005

2022电商576 保定丰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计量检测设备、高压试验设

备、油气试验设备
河北

保定市锦绣街火炬产业园2号

通用厂房1-03
张志恒 0312-3337602 13731221588 bdfydz@163.com 91130605554477599E 1000

2022电商577 法施达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栓、紧固件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工业园引航

道1号
王秋龙 13810202504 wql@fashida.com.cn 91120110MA05LKTW7H 6000

2022电商578 河北鸿旺达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复合绝缘子、氧化

锌避雷器、隔离开关
河北 河北石家庄晋州市北彭家庄村 张亚宁 0311-84357788 15832475555 446811581@qq.com 91130183563240534T 6300

2022电商579 河北鲁德冀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梁路东侧 徐秀敏 13103218866 2789192784@qq.com 91131127MA09BCRT71 1000

2022电商580 衡水金盾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槽、电力金具、绝缘胶垫 河北 石家庄市长安区华药东街四号 苏猛 0311-67660016 13932189599 3158290272@qq.com 91131127060488335E 5100

2022电商581 河北阳明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配电箱、信号器材、混凝土电

杆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梁路东侧 刘猛 13733312045 781828923@qq.com 91130100MA07KGX9XF 8500

2022电商582 山东聚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热能设备 山东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宋官屯镇刁李贵村沿街门市30
朱文龙 18503216677 1710652422@qq.com 91371400MA3F7TCD68 300

2022电商583 浙江贝尔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合金钢组合辙叉、翼轨焊接式

加强型合金钢组合辙叉、等道
浙江

任丘市燕南工业园区（北汉乡

小李庄村西会战南道西侧）
华平 0570-8856990  18957027188 zjbellxsb@126.com 91330825253903304J 5180

2022电商584 河北盛达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隔离开关、避雷

器、线路金具
河北 河北省肃宁县县城德善街8号 王刚 0317-6121209 18631783893 sddl-2007@163.com 91130926700774349G 5020

2022电商585 河北旭利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外加剂、路桥用管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安路北侧

安陵镇政府西侧
白杰 18603113700 635623406@qq.com 91131127MA082A9429 5300

2022电商586 河北卓亚电气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配电柜设备及配件、箱

式变电站设备及配件、变压器
河北 泊头市工业园区 王川 0317-8319996 15131722669

hebeizhuoya@126.co

m
91130981777734505T 13800

2022电商587 北京华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计算机联锁、微机监测、列控

中心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

区300幢
钱婳 010-51892304 13811927186 huatie@rails.cn 91110108102019669U 59656

2022电商588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通信信号研究所
制造商

TDCS系统；CTC系统、ATS系统

。车站计算机联锁系统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

区8幢
钱婳 010-51892304 13811927186 huatie@rails.cn 91110108H5262509X5 6000

2022电商589
北京铁通康达铁路通信信号设备

有限公司
制造商

综合智能电源屏、通信电源、

UPS、电池（代理中达电通股份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井路19号院

3号楼5层501号501室
徐云涛 010-88798818 13864166562

xu.yuntao@powerkd.

com
91110107718726521A 5000

2022电商590 京缆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宁晋县小河庄村 张拴峰 0319-5481171 15001391500
jinglanjituan@126.

com
91130528789845114M 20300

2022电商591 山东九州电力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西环路

2118号
朱江伟 0533-2276000 18866633225

jzxl_center@163.co

m
91370306164378616Q 6490

2022电商592
贵州省凯里合力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贵州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三棵树镇原771厂内
郑勇 0855-3839772 18798545177

helidianlan@163.co

m
91522601722114915E 5700

2022电商593
石家庄腾达轨道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线路配件 河北 石家庄鹿泉区铜冶镇李庄村北 郭佳 0311－82252058 13831177674 894502935@qq.com 911301853989023538 500

2022电商594 石家庄奋强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安全工器具、电力金具 河北 晋州市桃园镇西钓鱼台村 黑立永 0311-84398372 13931114052
13931114052@126.co

m
91130183058188579Q 2000

2022电商595 河北平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配件、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葉城市张家庄镇鲍家庄

村
何振永 0311-88303938 13933007676

hezhenyong123@163.

com
91130182554478348Q 1000

2022电商596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器材厂
制造商

电力变电网用配件、接触网钢

柱、接触网硬横梁、铁塔、避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航海中路152号 李辉 0371-60655678 18137276986 QCCJSB888@163.COM 91410100740714906U 10198.03

2022电商597 济南法奥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开关柜、箱式变电站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龙

腾工业园17号
洪廷福 0531-85669288 13969153188 jnfadq@163.com 913701007600397257 5000

2022电商598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益乐路223号1幢

1层
赵春皓 010-84785030 13141143077 1853646476@qq.com 91330000609121494M 65579

2022电商599 全亿大科技（佛山）有限公司 制造商 LED照明灯具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城西工业

区华宝北路35号
康光辉

027-59603888-

19703
18507169068

led-

sales5@mail.foxcon
91440600771886401R 34660.13

2022电商600 慧鱼（太仓）建筑锚栓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栓及配套工具 江苏
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东仓

北路105号1栋
韩福明 010-57842090 13911150300

hanfuming@fischer.

com.cn
913205856082726453 725万欧元

2022电商601 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南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嵩山

大道6号
李贝 0371-67851189 13937134710

13937134710@139.co

m
91410700661864113D 30000

2022电商602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及附件 江苏
江苏省溧阳市昆仑经济开发区

68号
俞永清 0519-87301713 13915854423

Hpwd2008@sina.com/

jshpbyqc@public.cz
913204811375889848 30000

2022电商603 上海神勇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网用预绞丝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申立路1

号
陶友林 021-66163468-809 13512107634

shshenyong@aliyun.

com
91310117734589459P 2000

2022电商604 湖北合力久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制造商 商品混凝土 湖北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镇

左岭村
方锐 027-87631867 18971076160 7208033@qq.com 914201005623030627 6000

2022电商605
河北盛跃铁路电气化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复合绝缘子 河北 辛集市市府大街东段北侧 孟旭光 010-63973697 18132016962 hbshengyue@163.com 911301815 518683161 4600

2022电商606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有源电

力滤波器SPA、静止无功发生器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信息

大道12号
詹鹏伟 029-85691871 18792696921

zhanpw@cnaction.co

m
91610131294269223F 5706

2022电商607 宁波汇金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应力管桩、混凝土电缆槽 浙江 浙江省鄞州区高桥镇民乐村 钟耀波 0574-88015366 13738835970 774803078@qq.com 91330212557951049E 1000

2022电商608 奇欧美（北京）服装有限公司 制造商 劳保服装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大牛坊

村229号平房
白延东 010-62739725 13910716829

qioumei2006@126.co

m
911101087587341553 5010

2022电商609 河北力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安全工器具、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白佛村

兴宁寺街1250号
施建立 0311-84446589 15530152226 572933467@qq.com 91130100579569270R 6000

2022电商610 石家庄市日增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坠砣、型钢件、基础螺栓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

镇东营东街
侯江飞 0311-82267186 13613301356

13613301356@163.co

m
91130185743402932F 5000

2022电商611 临猗县新兴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低压开关柜 山西 临猗县嵋阳下朝 王爱当 0359-4377808 13453985551
linyixinxing@163.c

om
91140821762465189G 3000

2022电商612
扬中市绿扬轨道交通器材有限责

任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江苏 扬中市绿扬路88号 朱兰才 0511-88392168 13905288670 Zlc8670@163.com 91321182782723982F 1008

2022电商613 饶阳县渤发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引接线、道岔跳线、标牌、电

缆槽
河北

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五区3

号
潘亚刚 0318-7252156 13931802756 904767052@qq.com 91131124063111621Q 1600

2022电商614 河南乐维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制造商 柴油发电机组 河南
郑州市高新区红松路36号2栋1

层02号
王春光 0371-65988522 13903860979 hnfdjz@126.com 914101006948924447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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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615 常州市常宝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纤器材 江苏
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区

龙卧路3号
俞鸣杰 0519-86483495 18861153779 LKT900@163.COM 913204126841390372 6000

2022电商616 云南巨力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云南
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洛羊街道办

事处倪家营社区(云南巨力集
许章波 0871-67418111 13577196342 ynjuli@163.com 91530100291983966W 6690

2022电商617 江苏金好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常州市金坛区水北镇工业园 吴小芳 0519-82557918 18101490051 jsjhdlyxb@163.com 91320413965853996A 20000

2022电商618 许昌美特桥架销售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吊架 河南 河南许昌 张龙 0374-3219859 13639660356 417412786@qq.com 91411000399986851H 5000

2022电商619 山东硕邦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建筑材料 山东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宋官屯镇沙王村4号
苏志河 13832326913 550516900@qq.com 91371400MA3F7ED72L 3000

2022电商620 河北东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总十庄

开发区
张朝阳 0311-84303669 13933035906 13933035906@qq.com 91130183MA07MBUB4B 3000

2022电商621
石家庄市世纪电通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应急通信设备 河北

石家庄市新华区高柱小区30栋

2单元10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
张娅 0311-66600228 18633082519 sjdtcec@126.com 911301136610849185 5000

2022电商622
武汉咸亨国际轨道交通设备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工具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西路武汉菱

角湖万达广场A区A幢A3单元15
谭一品 027-85703332 13588085237 whxianheng@126.com 914201035945323880 3000

2022电商623 湖北浙商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吊架、预埋槽钢、锚栓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18号

浙商国际大厦7层办公（1）
杨斌 027-85806666 113476818171 hbzsjtkj@163.com 91420102MA4KLXF53M 5000

2022电商624 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可视化直流验电接地装置、供

电运行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广东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银桦路102

号
李晓蒙 0756-2662977 18826901083 dongfuqiang@ut.cn 9144040070778462X9 12000

2022电商625 浙江飞龙管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塑料管、波纹管、玻璃钢管 浙江 浙江省富阳市鹿山工业功能区 唐香美 0571-63160777 18857146379
zhejiangfeilong@12

6.com
913301837245225683 10018

2022电商626 广东长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

工业园C区骏业北路1号
黄美贤 0757-86693982 13927236409 gdcndq@163.com 914406007649084650 6102.5

2022电商627 太原市兆瑞混凝土制品厂 制造商 信号机柱、混凝土电杆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柏板村

青年桥东
王丽新 0351-3436838 13623670883 2693966996@qq.com 911401087435393307 500

2022电商628 上海标一阀门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阀门 上海
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崧秀路399

号
王治强 021-59758898 13262859302

biaoyi@chinabiaoyi

.com
91310118X07514258K 5800

2022电商629 普天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信号电缆、光缆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昌东大道8899号
吕柱明 0791-88347651 18621240197

zbh@potel-

group.com
913600007165811706 20100

2022电商630 江苏江城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母线槽、电缆桥架、开关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科技园区

大全路
朱林山 0511-88411048 13812359803

jiangchengdianqi@1

63.com
91321182751421324T 14800

2022电商631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插件及附件，电光源，灯

具，LED照明器材，电线电缆，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248号华鸿大厦B座
宋丽微 0571-89714725 15968102627 slw@hongyan.com.cn 91330100143054524X 8000

2022电商632 北京清网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防雷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120

栋一层115室
解宇翔 010-51875498 13601004244 thnet@thnet.com.cn 91110108740437128K 1300

2022电商633 山东鲲鹏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山东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富民西街

219号
程伟伟 0536-8906107 15333337999

13503359556@139.co

m
91370702676828334U 5000

2022电商634 南宫市丰凯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专用通信信号器材、钢、

铁、铝金属材料、玻璃钢及复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薛吴村乡

郁庄
郁振星 3195359356 18603194239

xingkaidianwu@163.

com
911305810922983844 550

2022电商635 台州市路桥区荣邦门窗有限公司 制造商 门窗 浙江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

浃里陈村村部东面
余小军 0576-85694585 13867672357 1494029753@qq.com 91331004MA2APDMR2T 100

2022电商636 天津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志牌，折弯灯杆，配电柜 天津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春厦

里1号楼4门301室
林江红 022-26747852 13920851061 854830672@qq.com 9112010570045920XN 502

2022电商637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广东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沙田工业

区
李玉平 0763-3811886 13415264268 toubiao@xinyag.com 91441802707507358T 35000

2022电商638 襄阳达盛昌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配电箱 湖北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深圳工业园佳海地产B区35-2
李正强 0710-2812605 13871699505 xfdsc@163.com 914206007881807479 15000

2022电商639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变、真空断路器、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新中南路

66号
陈华炜 0511-85122637 13914571997

chenhuawei@daqo.co

m
91320000722249756L 11000

2022电商640 上海南桥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 上海
上海奉贤浦工业区奉浦大道6

号
涂涛 021-67100854 18656368750 nanbian001@163.com 913101206305060065 5000

2022电商641 保定唐北电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河北
保定市百花路南侧、阳光南大

街东侧财富广场15-1-924
苑登祥 0312-8917222 18630277799 2978638870@qq.com 911306007589196003 4509.675

2022电商642 南京亚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有源电力滤波器、电网无功补

偿装置、静止无功发生器、谐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新科四

路4-8号
万里强

025-83585535-309
18502531454

info@apex-

power.net/38532223
91320191759492709J 6120

2022电商643 哈尔滨路源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富

街5号4单元1层1号
戴炳荣 0451-86344386 13945058277

13904643226@126.co

m
91230102300919473Q 80

2022电商644 衡水华通塔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输电线路铁塔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工业区

168号
张杨 0318-2126958 13393285988

z13393285988@163.c

om
9113112760102151X 10200

2022电商645
北京航天常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消防设备监控系统、电力监测

监控系统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

金星路30号院5号楼6层
丁鹏忠 010-88125588 18610132220 943875128@qq.com 91110115801172283G 3350

2022电商646 河北君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安全工器、具电力工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桃园镇

西台村
刘冬冬 0311-84398308 13832322932 1191671055@qq.com 91130183MA07ML73XO 3000

2022电商647 四川海格恒通专网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警用无线集群通讯设备 四川 绵阳市游仙区民泰路8号 王荣春 010-83661786 13801096705 rc.wang@haige.com 915107045510230811 9740

2022电商648
深圳市亚铁电力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母线槽、低压开关

柜
广东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

区下坑路153号
孙振杰 0755-84294279 18681100011

shenzhenyatie@163.

com
914403000857248323 1000

2022电商649 五弘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宁晋县黄儿营村 刘文五 0371-66957236 13903813637
tianjinliuchang@12

6.com
911305281075112304 20500

2022电商650
南通市莱特电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钢架构件、灯塔、照明灯具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仁寿东路

236号
盛小龙 0513-87228226 13773836497 87513503@163.com 91320682718629879B 5018

2022电商651 南阳市宇林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杆、机柱、支柱 河南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前

湾村
王宜东 0377-65233998 13303775998 2686022066@qq.com 91411325562479236R 5500

2022电商652 安阳市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弹条I、II、III型扣件，钢轨

扣配件
河南

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龙泉四门

券村
郭中彦 0372-3191881 13703725960 Info.atqc@163.com 91410500728686615W 37516

2022电商653 潍坊海莱特锥形钢管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钢支柱、硬横跨、通讯

铁塔及桅杆
山东

潍坊市潍城经济开发区胜利西

街9988号
王金鑫 0536-8883294 15963608949

allancong@vip.163.

com
91370700613560377T 868万美元

2022电商654 保定冀开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河北
保定市满城区方顺桥镇东方顺

村东侧
尚涛 0312-7082980 13930817371

baodingjikai@163.c

om
130621000002638 10000

2022电商655 江苏全惠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母线槽、开关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港东南路

66号
田晨 0511-88415178 18252096797 dyp8415178@126.com 913211826944982000 2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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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656 安徽康盛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3kv及以下电线电缆 安徽
安徽省天长市西城区天康大道

北侧
徐法安 0550-7622228 13329007288

13329007288@163.co

m
91341181799845564L 10300

2022电商657 安徽埃克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低压电器 安徽
安徽省天长市经济开发区埃克

森工业园
熊士平 0550-7622001/2 13718226507 aicsxsp@163.com 91341181771136678F 35666

2022电商658
山东鲁强电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预绞式金具、电联

接线
山东 曲阜市开发区光 明路 2 号 李会超 0537-44 36505 13583777222 lqjinju@163.com 91370800267133275X 3018

2022电商659 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山东
山东省曲阜市经济开发区电缆

路1号
李会超 0537-4419153 13583777222 lnopgw@163.com 91370881169524870M 10000

2022电商660 江苏北洋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江苏 江苏北洋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葛忙根 0523-89608616 13901422129 jsbytx@163.com 913212027641849700 6060

2022电商661 江苏万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光缆、电缆及其电子元器

件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潘龙路北侧
万克群 0512-63800999 18501551666

vanhua@vanhuagroup

.com
91320509591156663K 10098

2022电商662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123弄1

号
韩翠萍 021-37531498 17721342360

cuiping.han@csge.c

om
91310000630505898N 93557.5

2022电商663 河北晶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枣强县王常乡枣景公路北侧 吕达 0318-7678769 18910132615 hbjdhb2015@163.com 91131121335896689Q 10100

2022电商664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制冷设备 山东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开发

区工业园
宋吉学 0532-88937993 15853289622

zhaojianhui@haier.

com
91370211713728210Q 95600

2022电商665 石家庄飞冠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配件 河北 元氏县张掖村 李海洋 0311-82267186
feiguandianli@163.

com
91130132799594742J 3000

2022电商666 四川艾德瑞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挂架、27.5KV绝缘管母线

、阻容吸收装置、无源带电显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金牛高科技产业

园金泉路5号
冯贵超 028-86446153 18010524567 edrie@edrie.com.cn 91510100054901672F 5000

2022电商667 南京金城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汇流排及附件

、钢铝复合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瑞泽路

518号
张鸿亮 025-86169733 18626460110

njre_xstbb@vip.163

.com
913201150707283044 3000

2022电商668 河北天创电气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隔离开关、避雷

器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梁召镇开发区 李二宾 0317-3316702 13718186340 hb_tcdq@163.com 9113098267603012XE 8000

2022电商669 河北环亚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南马工业区 马立明 0317-3393508 13832705555 huanya04@163.com 91130982674686563X 11200

2022电商670 镇江市飞龙电纺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母线槽、配电箱，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新宁村 陈定贵 0511-88411382 13805292468
feilong@feilongchi

na.com
913211827558988168 10280

2022电商671 河北万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宁晋县贾家口乡尧台村 李彩章 0319-5460678 13903192293
wanfangcable@126.c

om
911305287620988094 31800

2022电商672 济南精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远动终端、自投自复装置

、电力监控系统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环

保科技园C座
 师华强 0531-88687909-2 13606379551 jnjddq@126.com 91370100069047333w 3110

2022电商673 河北通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应力钢丝、钢绞线、PC钢棒 河北 满城县尹固村 郭爱华 0312-7132693 15188783303 ceo@tonglihb.com 91130607771339475C 10149.9

2022电商674 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电抗器、组合变电站

、开关柜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

五沙社区新悦路23号
周茜 0757-22666666 13880938855

zhouq@sunten.com.c

n
914406066964540263 149000

2022电商675 山东海盛电力铁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线路铁塔 山东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兴安街道

双丰大道与文化路交叉口西北
张绍全 0536-8663069 18515976831

chinahsttdy@163.co

m
91370784MA3CBCU31E 10188

2022电商676 华兴新锐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光纤设备及器材 河北 河间（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姜树运 0317-8558888 13733270088 sell@hbhxxr.com 911309845713018432 10066

2022电商677 湖北省连力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机复合电缆沟盖板、  电缆

槽、地铁疏散平台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齐

安大道
吴泽亮 027-89993123 18602786003 290029464@qq.com 91420117052033672K 500

2022电商678 芜湖金铁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泥线槽 安徽
芜湖市镜湖区香山综合楼1栋

1#2层
宗勇 0553-2823008 13865538879 47263195@qq.com 91340200396450904W 80

2022电商679 扬州市鸿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器材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工业园 吉飞 0514-86423959 13852740604
13705251776@139.co

m
91321012560259037K 5180

2022电商680 西安润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配电箱、箱式变电站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

研发园C区1号瞪羚谷E栋二层
桑新峰 029-88346132 13309256086 xarwjd@163.com 916101317974501395 10000

2022电商681 朋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缆附件、预绞式

金具
浙江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沙后村 叶海静 0577-61729330 18657711222 364751823@qq.com 913303826651586708 11188

2022电商683 武汉卓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滤波装置、无功补偿

装置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489号

领秀城一期2栋1单元27层06室
刘艳梅 027-87383808 13607127113 3020628350@qq.com 924101115749138022 5000

2022电商684
中船重工（葫芦岛）特种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辽宁

辽宁省葫芦岛经济开发区（中

船重工渤船产业园）
王  旭 0429-3716818 15004299963 market@csicsc.com 91211400318818240H 6400

2022电商685 上海申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综合自动化系统、电力远动系

统、无线测温系统、在线监测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桂箐路69号25幢

第二层203-219室
冯林洋 021-37633189 13916588054

scb@sunrise-

relay.com
91310104785863454T 8000

2022电商686
石家庄开发区新导配电自动化有

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交直流电源、直流

电源柜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昆仑大

街55号
赵明轩 0311-66570096 18131169400

xindaopeidian@126.

com
91130101763417699L 6000

2022电商687 苏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制造商 LED照明灯具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郭家桥南街 吴恒金 0286-6265666 15802849999 798830688@qq.com 91510100582634387N 5180

2022电商688
靖江市海源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铜、铝排，铜绞线、伸缩节 江苏

江苏省靖江市八圩台商工业园

区一号
缪忠 0523-80685818 15052893622

Songheming1966@163

.com/1651030586@qq
91321282747316441B 1080

2022电商689
河南省德立泰高压电瓷电器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铁道、地铁及城市轨道用瓷绝

缘子、瓷套管
河南

河南省长葛市电瓷电气产业园

区
李登高 0374-6816368 15936336867 delitaidc@163.com 91411082782213835N 2000

2022电商690 北京驿禄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 北京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平谷园兴谷B区1号-183
刘红梅 18611699279 95608331@qq.com 91110117399298557G 2000

2022电商691 江苏纳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AFC地面线槽、组合插座箱 江苏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通

刘路
左德俊 0513-86816668 13801483398 tc-power@163.com 91320612251982774H 5129

2022电商692
西安草北勇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商品混凝土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神鹿坊

新村五组
郭小军 15399189597 caobeiyq@126.com 916101115523062781 5000

2022电商693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电力金具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谷

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
吴立勋 0731-85510783 13787000895 wlxscb@163.com 91430100183969999D 19311

2022电商694 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互感器、电容器及补偿装置 广西 广西桂林市建杆路16号 刘岚 027-82323268 13907738608 liulan1209@126.com 91450300198872153F 13573

2022电商695 河北世纪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工业园 李向国 0318-4436508 13383182333 SJJS8888@163.com 91131127772790794U 10600

2022电商696
深圳市银星绝缘子电气化铁路器

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合成绝缘子 广东

深圳市观澜街道观澜大布巷社

区观光路1301-8一楼
邱方 0755- 33985600 15986626593 fh60188@163.com 91440300335371073B 3000

2022电商697 襄阳一田电气控制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配电箱 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西路柿铺工

业园
张文忠 0710-3617851 15872295188 xfytjd@163.com 91420600550669112L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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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698 山东兆维铁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电力铁塔、钢结构 山东
山东省德州经济开发区高速东

二路
张英 0534-2237656 15028785555 870024722@qq.com 91371400664443365L 10000

2022电商699 西安科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橡胶制品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朱宏路中段黄金

冶炼厂内
胡金明 029-86512369 13700285219

Xaktxj86512369@163

.com
9161011272627363G 220

2022电商700 郑州盛源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道岔缺口监测设备、轮压开关

分路轨道电路冗余装置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

京广南路57号302室 李春旺 0371-68358699 15937154467 zzsyjtgc@163.com 91410103760223012G 1010

2022电商701 中铁电工德阳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应力混凝土支柱、电杆、接

触网钢支柱、声屏障
四川

四川省德阳市长江西路三段

161号附1号
陈正豪 （0838）2821612 18583398665

ceebdyc@vip.163.co

m
91510600205101673A 5006

2022电商702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D座

1111
段桂锋 010-62979948 18600513391 bc@sojoline.com 91110000745459158T 58572.0642

2022电商703  武汉市涵邦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SF6在线监测系统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

号鹏程国际A1818号
郭兴华 027-87711983 13870802125 Beyondgxh@163.com 91420111565578205M 1010

2022电商704 北京鑫山重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钢结构件 北京 曹妃甸工业区装备制造园区 张术海 0315-8857681 13821177398 921849981@qq.com 91110102MA019NHP29 10680

2022电商705 武汉西高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湖北
汉阳区黄金口都市 工业园百

威路 10 号
周飞  027-82357207 15807163175 whxg163@163.com 91420105778161606G 10000

2022电商706
天津市中力神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制造商 ISPU系列、防雷箱系列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天津大学新园村

15-5-301（科技园）
刘子若 022-83710816 18526281631 tjzlfl@139.com 9112010475814442XX 5000

2022电商707 湘潭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隔离开关、真空开关

、负荷开关
湖南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高岭路 胡郴辉 13975247599 xtgydq@163.com 914303007328429758 5000

2022电商708 杭州银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功补偿成套装置、谐波治理

装置、电抗器
浙江

富阳东洲工业功能区7号路28

号第一幢
张国强 0571-87191515 15957118002 Yinhu@vip.sina.com 91330183710979882C 5000

2022电商709 和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10千伏一体化供电装置、电力

设备智能管理系统、漏电火灾
山东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号

1号楼7层
段小慧 0531-68621670 18668956020 heyuanswb@163.com 91370100568119776D 5270

2022电商710 天津市银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镀铝锌钢绞线、镀锌钢绞线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辛庄村

北跃园道66号
沈光生 022-29440220 13821358193 Yh29440227@163.com 911202226603332499 4000

2022电商711 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丰义街 毛惠军 0510-87295158 13584214371 web@hhdl.cn 9132028270353341XG 20200

2022电商712 河北铁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铁路工器具、接触

网配件（2075外）
河北

石家庄市灵寿县狗台乡南朱乐

村
胡进发 0311-89618907 13630812911 1781820116@qq.com 911301266773826534 1000

2022电商713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电缆附件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号
宋向前 0532-81700060 18562569567

hanhe2@hanhe-

cable.com
91370200264821953P 332680

2022电商714 武汉华大杰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型坠砣 湖北
洪山区珞瑜路727号星光无限

东谷银座A幢5层501室
晏宪华 027-86571882 13507190123

Wh_chinagreen@163.

com
9142011159794218XW 3200

2022电商715 郑州三和不锈钢线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不锈软钢丝、不锈钢丝绳、接

地线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樱花街5

号
李敦远 0371--67999258 13838065138

shsslidunyuan@126.

com
914101007616576722 100

2022电商716 河北科创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九区22号
耿子龙 0318-7033168 13663288603 1760221896@qq.com 91131124308147367M 3000

2022电商717 扬州贝尔思达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纤活动连接器、综合机柜、

光缆交接箱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工业园 吉红兵 0514-86423361 13813150965

jihongbin99@163.co

m
91321012346287037N 5000

2022电商718 南京创元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制造商 空调机组、风口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和鑫

路8号
张松 025-84201801 13913802877 njcy600@163.com 9132011674536938X 11428

2022电商719
沈阳吉化轨道工程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地铁站台绝缘层、地铁防撞胶

条、绝缘树脂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40号（1-4-1室
陈显智 024-31562428 13998841185

15710576495@139.co

m
9121010367199654X1 1000

2022电商720 四川旷谷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隧道防灾救援设备监控系

统；铁路固定设施管控系统；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金凤凰大道666

号中铁轨道交通高科技产业园
熊玉春 028-68937039

13628037408
crungoo@ey.crec.cn  91510000689901262U 5000

2022电商721 山东省宁电铁路配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通信信号器材 山东 山东省宁津县柴胡店镇东首 司书涛 0534-5811017 13705344855 Njdwgc123@126.com 91371422167772133D 6000

2022电商722 河北泰斗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旅游路西大

工业区9号
董洪宾 0312-5734666 15032221148

taidoujituan@126.c

om
91130638700923375B 50080

2022电商723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

968号
吴琦峰 0574-87918510 13567895106

wqf@orientcable.co

m
91330200704897960W 31097

2022电商724 青岛瑞铁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自动过分相地面感应装置 山东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3号

楼205
王乐 0532-80955175 15965328801 1860758376@163.com 91370212065079418E 3200

2022电商725 成都弓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检测装置、接触网悬挂

状态检测监测装置、弓网在线
四川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

盛西路2号4栋7楼706号
吴鹏 028-87608742 15008489118

15008489118@163.co

m
91510106755998112H 1000

2022电商726 饶阳县光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北166

号
赵卫姣 0318-7252038 13931802671

ryguanghua@126.com

/877642689@qq.com
91131124347573350M 3630

2022电商727 北京华凯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反光标志牌、接触网肩架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35号院内

西楼二层218室
郝和平 010-62652719 13911590132 haohp218@163.com 91110108764240215U 100

2022电商728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福建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102号 黄元相 0599-8736130 13311026323 bsz6525@163.com 913500001569895802 59697

2022电商729 浙江省三门县振兴橡胶厂 制造商
开发丝调高垫片、大胶垫、尼

龙挡板座
浙江 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举目桥 郑士江 0576-83117212 13905861796 392352577@qq.com 913310227764575932 108

2022电商730 现代重工（中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GIS组合电器、开关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科技园现代

路9号
周晓路 0511-88420691 15051112317

zhouxiaolu@hhichin

a.com
91321100755899181N 3000万美金

2022电商731 山东汇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水材料 山东 山东省寿光市台头镇 马如波 0536-5511038 13466366428 marubo126@sina.com 913707836135558428 10699

2022电商732 重庆科联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抗器、抗雷圈、无功补偿装

置
重庆 重庆市南岸区江溪路33号4号 龚安琴 023-67535293 13808385310 gaqw11@163.com 91500108709327166D 3000

2022电商733 喜利得（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栓、防火阻燃及工具 上海
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桂箐路69

号29幢5楼、6楼
丁志泉 022-58152823 13920607262

Edward.zhang@hilti

.com
91310000679398165Q 1500万美元

2022电商734 泰丰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大曹庄管理区泰

丰路1号
赵卫波 0319-5481444 13730425581 hbtfxljt@126.com 9113050670094018B 20770

2022电商735 建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晋州市营里工业园区 李永成 0311-84381000 13701367779 jnyebs@163.com 911301837713256634 35000

2022电商736 河北燎源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硅芯管；镀锌钢绞线；塑料管

、电缆桥槽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开发区 姜红雨 0317-2296098 18713726188 627944067@qq.com 911309827651924382 16110

2022电商737 成都磁海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牵引变/配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及视频、箱式分区（开闭）所
四川

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5号2幢3

号
杨军 028-64143508 15756534876 chdqtb@163.com 91510100725366309F 5000

2022电商738 临沂市安福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火灾监控系统、气体报警系统 山东
山东临沂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

区科汇创业园
凌思元 0539-8892778 18653535051 Lyafdz@163.com 91371300723252594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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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739 温州凯瑞标识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志牌 浙江
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下泽汤路

74号
陈芝丑 0577-64478136 13958752288 cxx136108@163.com 91330327668349181J 1588

2022电商740 苍南县富康标识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志牌 浙江 苍南县钱库镇环城北路108号 林敬灶 0577-64463508 18668719123 1582536391@qq.com 91330327325602085J 200

2022电商741 冀东普天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迁安市长城大路1329号 任西国 0315-7682786 13803313863 jdxlrxg@163.com 911302837006217055 20100

2022电商742 无锡东旭通信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传输配套设备、光无源器件 江苏
无锡勤新科技创业园钱荣路

108号-A68
陈军 0510-85580251 13961819868

13806199207@139.co

m
91320211713286467D 15053

2022电商743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 江苏

溧阳市经济开发区天目湖工业

园
杨丽娟 0519-87983110 18915856968

ankurasales@163.co

m
91320400761509565N 10001

2022电商744 四川迈铁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护栏、幕帘风阀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通锦路3

号
张小强 028-86446512 18615769739 maitielong@163.com 91510100054915097K 3000

2022电商745
镇江市华东化工电力设备总厂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母线桥架、支吊架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镇三丰路1

号
田国辉 0511-88431613 13952905555

huadong@shuang-

lian.com
91321182141454591T 11080

2022电商746 亚星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宁晋县黄儿营工业区 赵世超 0319-5488956 18849298765
yaxingxianlan@126.

com
911305286012727302 36800

2022电商747 河北创意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安全工器具 河北
石家庄市晋州市东里庄镇西里

庄村
彭方亮 0311-84456767 15027755761

15027755761@163.co

m
911301833585378570 5500

2022电商748 深圳市泰和安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气体

灭火控制系统、智能疏散指示
广东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楼村凤

新路新健兴科技工业园A1栋3
李海牢 0755-33691379 13051067517

rongqi@tandatech.c

om
9144030067859552XH 5010

2022电商749 郑州巨龙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通信设备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59号21世

纪居住社区13号楼西2单元1楼
吴政隆 0371-63782525 18910870155 zzjulong@163.com 91410105777961417B 2000

2022电商750 四川金力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四川
成都市青白江区同心大道1003

号
葛林优 028-87611122 13551346666 3465079176@qq.com 91510113091276431M 20600

2022电商751 郑州兴达铁路专用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刘

庄村
赵永刚 0371-68367556 13592601562

zhengzhouxingda@12

6.com
91410100749208620A 3011

2022电商752 江西新龙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穿墙套管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南坑工业园 钟骥 0799-7525588 18607995350
18607995350@126.co

m/zf010183@126.com
913603237670403745 10000

2022电商753 河北鑫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走线槽、架，通信器材 河北
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留古寺镇

闫家村
闫大伟 0317-3831630 13393388735 1657915961@qq.com 911309843988074605 15000

2022电商754 饶阳县路阳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ZPW2000A调谐设备引接线、调

谐设备防护罩、道岔跳线、钢
河北

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邹村四区

37号
王雷 0318-7462382 13513085333 984306520@qq.com 91131124MA07LPN292 1000

2022电商755
盖州市晟和特种玻璃钢制品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阻燃型复合电缆槽、玻璃钢电

缆槽、SMC电缆槽
辽宁

辽宁省盖州市东城办事处农民

村
许家龙 0417-7820366 13909844268 511015780@qq.com 91210881395859337J 6000

2022电商756 江苏旭祥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室外照明灯具 江苏
江苏省高邮市郭集镇工业集中

区
胡翠红 0514-84248828 13852558229 819951998@qq.com 913210840676619971 1188

2022电商757 江阴市双丰塑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塑料产品、型材 江苏
江阴市徐霞客镇红星村河北泗

房81号
刘义 0510-86521701 15950447072

13833788822@163.co

m
91320281722246782A 11000

2022电商758
北京世纪东方智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通信设备、信息设备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荣街
彭晨 010-52257888 13331186789 sales@bcecr.com 91110115099441323J 10010

2022电商759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电力变压器、配电

成套设备
海南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大道16号 周雪鑫 0898-68638888 13518042713 hkwt@vip.163.com 914600002936821559 800

2022电商760 唐山宝芬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结构件 河北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刘家营乡

后刘家营村北（乡政府北800
朱永军 0315-3319979 13803305113

baofentieta@163.co

m
911302216799465711 2590

2022电商761 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阀门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金江路

1999号
宋晓楠 022-65728888 13821230408 shaox@twtvalve.com 91120116600583705R 14107.6641

2022电商762 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

区）中环东路239号
庄烈奎 022-59803388 13601153868

Zhuang.liekui@nany

angcable.com
91120116697412258R 51733.677

2022电商763 浙江联源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消防电器产品 浙江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柳南村 陈奕锦 0577-62628818 15705873111 1102462437@qq.com 913303820513155049 2000

2022电商764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塔 江苏
常熟市尚湖镇工业集中区西区

人民南路8号
倪列 0512-52401586 13773060101 cstower1@126.com 9132050025142000XL 113323.2

2022电商765
双安高电铁路电气化器材制造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河北 河北河间经济开发区（西区） 张磊 0317-3667088 15350792111 32525037@qq.com 91130984MA099XUQ87 10000

2022电商766 苏州九维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 江苏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城司路北

侧
程会强 0512-63176667 13806256210 2851704220@qq.com 91320509557095860P 5340

2022电商767 河北腾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设备支架、水泥制品、钢轨引

接线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北官庄村 纪腾腾 0318-7252222 18730822756 280240689@qq.com 9113112432025160X6 500

2022电商768 河北科力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槽、电缆支架、空调配件 河北 河北省枣强县富强北路368号
李红霞、窦

石芳
0318-8233609

13831826642、

13931805698
hebeikeli@163.com 91131121700655104H 10198

2022电商769 河北时宇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桃园镇

周头村村东

张江腾、孟

佩晗

15933217687、

13803218075
1191671055@qq.com 91130183MA0DU1LK2B 3030

2022电商770 北京华晗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固(锚栓、抗震支架等)产品 北京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4号中关

村科技发展大厦C1708
李明星 01088450918

18610359968/1820

1486677

huahantech@sina.co

m
911101177000744732 5100

2022电商771 欧宝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制造商 综合支吊架、电缆桥架 广东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沿河北

路新秀工业区秀南街99号9栋
陈莹 010-85997323 13810700184

chen.maggie@obo.co

m.cn
91440300772714038B 1100港币

2022电商772 河北三恩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 河北
衡水市工业新区新区七路以北

滏阳三路以东
马嘉安 0318-6983088 18631816515

13902310036@139.co

m
91131101081314625D 10000

2022电商773 保定市建国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泥制品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尹固工业

园区
房聪 0312-7183789 15032289000 2302494341@qq.com 91130607061690930Q 3000

2022电商774 衡水华旺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水泥标桩、水泥电

缆槽、水泥坠砣、复合坠砣、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经济开发

区
于明杰 13313089659 313657113@qq.com 91131102308275035T 5060

2022电商775 河北恒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槽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富强北

路289号
孟晓潭 15903286791 91131121665275463T 12699

2022电商776
天津市宁河县鑫山钢模板制造有

限公司
制造商 钢模板制造、钢结构件 天津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党庄村西

侧
李小鹏 022-69193948 13831623963

bjxinshan2008@126.

com
91120221600780012M 365

2022电商777 金海新源电气江苏有限公司 制造商 母线槽、电缆桥架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经济开发区港隆

路 558 号
朱孝虎 0511-88205979 18005286889 sales@ksnr.cn 91321182552454078P 10888

2022电商778 安徽东盾电力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外电源线路用电力金具、绝缘

产品
安徽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燕子河路

58号普元产业园6栋
胡开来 0551-63710571 18225896327 ahdddl@126.com 91340100MA2R99AH1H 500

2022电商779
安徽省绩溪家德钢结构有限责任

公司
制造商

钢管杆、角钢塔、基础螺栓、

铁附件、钢结构
安徽

安徽省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区徽

山大道6号
程海嵘 0563-8162065 13731895985 50851376@qq.com 91341824153541115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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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780 安徽欧帕科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避雷器、断路器、熔断器、变

压器、绝缘子、电线电缆、成
安徽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凤鸣湖路
叶马 0553-5907588 13866656885 oupakeah@163.com 91340200557846281N 8698

2022电商781 江西超越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MPP电力保护管、CPVC电力保护

管、PE电力保护管等各类电力
江西 南昌市南昌县蒋巷西大道58号 毛惠敏 15390896663 15390896663 425380252@qq.com 9136110059652076XN 1600

2022电商782 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灯具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康中路18号3幢2

层北
武燕宾 0571-88385755 13616509866 sales@hpwin.com 9133010057734385XL 7680

2022电商783
宝鸡市巨锦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力线路金属工具器材及配件

、投光灯塔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太平堡 杜盼妮 0917-2844958 13429787230 196132373@QQ。com 916103033054698117 300

2022电商784 北京先导科讯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三角形电缆固定夹、隧道电缆

支架、电缆线槽等。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胡家垡村甲8号

院10号楼5层503
王永奇 010-51078297 13681519098

xdkexun@vip.sina.c

om
9111011257517559XJ 10001

2022电商785 上海仁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1、TC2000D移频参数测试仪；2

、TF03XT型机车信号环线发码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园康路300号C栋

2楼
张大朋 021-63177969/212 135640001581 shrhdz@163.com 91310114765322693F 1000

2022电商786 杭州志弘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铝合金走线架及相关产品和配

件
浙江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四

马塘路58号
郑志福 0571-56010579 13735526805 736298119@qq.com 91330110788279499J 2000

2022电商787 饶阳县瑞恒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沃

地村七区87号
赵增乐 0318-5709965 15175848465 547537029@qq.com 91131124MA09M5CG69 500

2022电商788 江苏华中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支架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丰裕镇 印洪学 0511-88437218 13701672507 jlrx2@sina.com 91321182726658637X 5000

2022电商789 沈阳电工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箱式变电站

、配电箱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洪润璐

72-2号1门
于勋 024-26211655 13352498420 3477726498@qq.com 912101057209814763 2000

2022电商790 北京瑞德通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环线发码器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通州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
肖英辉 010-51722025 18645085857 san_rui@126.com 91110112787751480A 600

2022电商791 河北天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槽、标识牌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经济开发

区北纬街
郁国青 0319-5282999 18875751999 hbtianying@126.com 91130581348006833U 5180

2022电商792 福建泉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35kV及以下冷、热缩电缆附

件，10kV电缆分支箱
福建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竹岐乡榕

西村（316国道边）闽侯县森
赵志勇 0591-88075698 13599977313 349656709@qq.com 913501215875008980 5000

2022电商793 江苏悦圣亚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防雷接地产品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楼王镇全民创业

园利民路8号
沐勇 0515-69088659 15056955515

13851045666@163.co

m
91320903MA1ME7KD8A 8000

2022电商794 廊坊力能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型坠砣 河北 河北省文安县新镇镇王庄子村 王振 15903266376 573035314@qq.com 91131026061673516N 1000

2022电商795 河北来义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总十庄

镇庞古庄
程月昭 0311-88999818 18630111118

HBlaiyidianli@163.

com
91130183MA0A2UXH8H 5008

2022电商796 江苏宏伟新能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走线架、支架、吊架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油坊镇油坊村

1023号
戴正兵 戴正兵 13357768866 yz-001@163.com 321182000201809200069 1639

2022电商797 洛阳永固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配电箱、金具、预绞式金具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安乐军民路工业

园区2号
刘志勇 0379-60866606 15637926888 406476481@qq.com 91410307582875703W 10000

2022电商798 淄博道麦逊绝缘子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绝缘子、电力金具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苏

王村南
孙勇 0533-5587666 18615117801 87365552@qq.com 9137030208890226X4 3000

2022电商799 石家庄恒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开关柜、箱式变电站

、低压配电箱
河北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路

8号
郭朝宗 0311-88311888 19932158932

hengyangdianqi66@1

63.com
91130182MA08M8LK37 6600

2022电商800 衡阳市丰华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 湖南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迎

宾南路
陈志远 0734-5375001 13975445488

13975445488@139.co

m
91430424774483798N 3210

2022电商801 上海复旦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设备 上海
上海市国泰路127弄1号楼3楼

1301-1320室
王川川 021-65421100 13564816162

zhaocenglong@fcsh.

com.cn
913100007366628089 8370

2022电商802 河北宏光供电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电力金具、钢

支柱
河北 河北省青县经济开发区中兴路 孙立泰 0317-4302888 13785480998

Hongguang0317@126.

com
91130922788690245N 10100

2022电商803 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苍工路368号 唐来俊 021-67100000 18121163025 bid@zhezhong.com 91310120630930202A 36400

2022电商804 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安全型继电器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中路

16号
王忠华 024-62071251 18002483152

Zhaoying926@126.co

m
912101061177273429 16000

2022电商805 北京盛达通诚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网络数字传输设备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路口139号

317室
马帅 010-63851587 13366499286

 

13366499286@163.co
91110106780970808X 2600

2022电商806 河北新华高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绝缘护套，复合

坠砣
河北

河北省任丘市吕公堡工业区金

桥
李丹 0317-2832366 18630752707 rqxh@vip.sina.com 91130900700668466U 6600

2022电商807
陕西万里达铁路电气化器材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配件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草滩八路

滨河大道8号
刘振 029-62738902 18681946678

Wanlida6369@126.co

m
916100007197286926 15000

2022电商808 依工建筑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锚栓、植筋锚固胶、电动工具 江苏
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3802号13

幢
赵士猛 010-68331358 15210055734

shimeng.zhao@itwcp

china.com
913100000820303680 200万美元

2022电商809 浙江旺隆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分段绝缘器、弹性悬挂组件、

弹性可调绝缘悬臂
浙江 浙江省台州市东环大道338号 胡丽娜 0576-88200326 13857635726 342318121@qq.com 91331000797645470E 5000

2022电商810 饶阳铁建电务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区 耿青选 0318-7252272 13701092866
xinhaogongchang@12

6.com
91131124109911940H 6000

2022电商811 天津长澳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隔离开关柜、单向

导通装置
天津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

工业园
郭大治 022-26340244 13920555218

guodazhi@vip.sina.

com
91120113780305875J 1619.89847

2022电商812 青岛鑫万通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用PVC泄水管、管材、管件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营海工业

园云兴路17号
高义金 0532-82200388 13808970077 964300656@qq.com 91370281740359780G 3000

2022电商813 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信号电缆、计轴电缆、贯

通地线
江苏

江苏省吴江市震泽八都开发区

小平大道18号
冯磊 0512-63873676 18901558822 tdkj668@163.com 913205097890715855 10080

2022电商814 常熟市高专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专GZ集中告警系统 江苏 江苏常熟市元和路98号 杨青一 0512-52704997 13962395729 csgz2006@163.com 91320581251440609J 500

2022电商815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开关柜 安徽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器部件园（九华北路118
尹赛敏 0553-2305061 18755397915

xlsc@ah-

xinlong.com
91340200149661982L 69150.5915

2022电商816
山西省太谷县电力玛钢金具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接触网配件 山西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阳邑工业

园区
杜利生 0354-6371288 13903446776 Tgdls@126.com 91140726701083873U 1669

2022电商817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浙江
浙江省临安市经济开发区南环

路88号
何之浩 0571-63755218 13917380951 biaoshu011@126.com 913300007043088475 103548.9098

2022电商818 北京恒通达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压故障判断装置、户外高压

负荷开关、开关柜、箱式分区
北京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

四街99号7幢1层1单元102
李小菊 010-51829598 13436825187 htdlxj@163.com 911103027475474695 5002

2022电商819 河北省金具电力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安全工器具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电力器

材工业开发区冀电路2号
张秋来 0311-84395055 13603315205

hbjjzhangqiulai@12

6.com
911301837808264271 5050

2022电商820 天津市德利泰开关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黄山路

8号
杨绪来 022-28896602 13323317010 dlt_xsb@126.com 91120223780338933F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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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822 饶阳县旭光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
赵旭光 0318-7252098 13603186178 ryxgtl@126.com 91131124689286546Y 5010

2022电商823 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RTU、SCADA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
四川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

段801号天府软件园B区2栋5楼
鲜东君 028-66879267 13541328069 yxzx@cdjdgm.com 915101007092252310 6600

2022电商824 湖南恒信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再生制动能量吸收装

置、64D接地漏电保护装置
湖南

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区大众

路1号
王玉松 0731-58527058 13980917148 307073287@qq.com 914303007121278865 8000

2022电商825 山东汇丰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山东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六路15

号
李小瑞 0546-8730362 15154608220

huifengdianli@163.

com
913705007262296214 10000

2022电商826
北京南凯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远动系统

、铁路电力远动系统、远动终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6号院8号

楼1-2层
苑智勇 010-63723110 15210080399 bjnkscb@163.com 91110106736467519R 8000

2022电商827 人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永定路北 焦金金 0371-64103222 15738808885 1036889657@qq.com 914101816634362943 10000

2022电商828 饶阳华通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八区15

号
赵青松 0318-7252158 13633288908 ryht123@126.com 9113112466658329XM 5600

2022电商829 乐星红旗电缆（湖北）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及附件 湖北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谭家河路

1号
杨春凤 0717-6677499 13972568338 lshqcable@163.com 91420500732713786L 89900

2022电商830 河北润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安全工器具 河北 晋州市周头乡东小留村 郭丽晓 15081113546 694914897@qq.com 9113018306045301X1 6800

2022电商831 江苏新金山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处理设备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万石工业集中区 范建明 0510-87809728 13013667793 YXRYHB1818@126.com 913320282400006080 1028万美元

2022电商832 山东中铁华盛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支柱、硬横梁、铁塔 山东 山东省昌乐县崖头工业区 郭爱明 0536-6946972 13606473368 sdzths@163.com 91370725757468158B 16000

2022电商833 泰阳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支架、电缆桥架、母线槽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和工

业北区26号第一层
 徐加银 0755-83660888 13924613620

xujiayin@sztydq.co

m
91440300726172928C 1000万港元

2022电商834 南京曼卡特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植筋胶、碳纤维加固片材及配

套胶粘剂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工业园区锦

华路3号
徐保余 025-86651110 13813851444 info@nj-mkt.com 913201167568927904 3000

2022电商835 上海胜志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升降式灯塔，避雷针灯塔，可

倾式灯柱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区路

1168号
秦兴林 0513-87275066 18606151985 yang33656@163.com 913101146840383323 6609

2022电商836 西安西电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通信电缆、信号电缆、电线电

缆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大庆路12号 陆立鹏 029-84226069 18966762709 xlseal@163.com 91610104220601174R 34421

2022电商837
西安东鑫瑞利德电子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发展大道25号军

民融合创新港7楼707室
郑爱英 029-83395310 13619209855 railedco@163.com 91610113742834696T 3000

2022电商838 烟台持久钟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时间同步系统、子母钟系统、

塔钟
山东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

129号
潘任飞 0535-3456160 13356997979 chijiu@chijiu.com 9137061374783859XN 5000

2022电商839 珠海南自电气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分区所、箱式开闭所、接

触网隔离开关监控系统、杂散
广东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

港乐路8号B区厂房5层507单元
田义涛 0756-3616589 13709690593 zhnz@vip.163.com 914404007211062434 6000

2022电商840 成都中工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可视化接地装置系统、微机防

误操作系统直流、隔离开关柜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现代工业港

北片区港通北四路56号
田义涛 028-67585169 13709690593 zhnz@vip.163.com 915101247234011230 6000

2022电商841 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材料疏散平台面板，复合

材料电缆支架、复合材料电缆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学

院路788号
潘恩超 0574-88015366 13857403200 zyb@chinabmc.com 913302127204391421 7160

2022电商842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通信电缆 浙江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馆驿路

18号
顾建军

0571-88838899
13801657553 gjj198@163.com 91330183727623903G 124800

2022电商843
佛山市南海东方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电缆支架、接地扁钢、疏散平

台钢结构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平洲平胜大道西5号之一
林国良 0757-86777988 13802636131

NHLD_dongfang@163.

com
91440605759242419X 300

2022电商844 天津市万博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光缆 天津 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 张民 022-86995110 13803052470
tjwanbo_xiaoshou@1

26.com
91120113712922580A 16000

2022电商845
北京亿阳恒铁路信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免维护电缆接续盒、冷封胶、

贯通地线C型连接器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金茂广

场3号楼804室
孔俊民 010-63720898 18210281618 bjyyhgs@163.com 91110106735590638F 3699

2022电商846 烟台金晖铜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接触

线、绞线
山东

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纬三路27

号
姜家杰 0535-6897973 13964598265 ytjhty@163.com 913706007465777892 10081

2022电商847 上海铁大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信号设备

综合雷电防护、LED信号机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蕰北公路

1755弄6号
成文 021-51235800 18616750044 51235800@163.com 9131000013297865X2 6100

2022电商848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接触网零配件、电力金

具、铁塔及桅杆
陕西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196号 娄一楠 0917-2829576 18292479112 bjqcc@bjqcc.com 91610301221302547B 28219

2022电商849 河北华方电气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商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高压电缆

分支箱、低压配电柜、配电箱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市上庄镇工

业园2号路
彭卫强 0311-83987288 15612180000

huafangdianqi@126.

com
91130185677388289W 1000

2022电商850 江苏华威线路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槽型滑道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华威村 程勇 0511-88132877 13376176166 526127976@qq.com 91321182141442451T 10351

2022电商851 山东迅实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球头电极

避雷器、城市轨道用直流无间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民祥路29

号
刘敏 0533-6286261 18653347613

shandongxunshi@163

.com
91370303797311112G 3000

2022电商852 邢台鑫晖铜业特种线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承力索、接触线、软硬铜绞线 河北 河北省宁晋县高新技术开发区 张亚萌 0319-5814466 18233151877 xtxhty009@163.com 91130528743430458K 11000

2022电商853 博世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锥压抱紧式防松紧固装置 湖北
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滨港大道

特一号
封叶 0711-2401777 15910549368

hubeiboshida@126.c

om
914207006676871463 11800

2022电商854 常丰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沙河桥镇工业区 周东坤 0317-3869588 13333364021 573951011@qq.com 91130984693498488M 36000

2022电商855 北京赛尔克瑞特电工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导线、铜合金绞线、承

力索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看丹村南杨树庄

102号
由晓玺 010-52256789 13581524061

bsec2009ywb@163.co

m
911101066892028914 15650

2022电商856 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铁用铝型材、铝合金门窗、

幕墙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人

和路23号
张吉 0757-66695209 13196212172 596290801@qq.com 914406007894044079 36004

2022电商857 北京继瑜宏业物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支柱、硬横梁、吊柱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8号楼1单

元1201室
丁文怀 010-51917600 13801316560 bjjyhy2013@163.com 91110108760130860G 8500

2022电商858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

8号
薛峰 0510-87241999 13961591958 ydbs@600869.com 913202822504364132 100000

2022电商859 萍乡强盛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工业园 李乐 0799-7586168 15397991152 244139750@163.com 9136032368852117XT 5108

2022电商860 河北华冲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三箱 河北 河北省冀州市兴华大街852号 位玉林 0318-8622694 13383689090 jzhc@huachong.net 91131181601293670N 10008

2022电商861 江苏银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含三箱）、桥架、母

线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开发区港兴路

868号
田其国 0511-85102882 13705299080 YJXSGL@126.com 91321182720579671E 11688

2022电商862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电抗器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2222号 李岩 0312-3250381 13930853138 303558836@qq.com 91130600718358175D 18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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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863 河北邢台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团结东大街1号 徐现峰 0311-85873811 13032605815 xlsbxxf001@163.com 911305001057656758 21000

2022电商864 北京朝阳隆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东

口
范京生 010-65469710 13701272214 txl181@163.com 91110105101673639B 2500

2022电商865 南京恒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配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RTU、多功能电测表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大明路15号 刘震 025-52600567 13505159245 njhxscb@126.com 91320100608935808K 6000

2022电商866 安徽太平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安徽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泥汊镇渡

江工业集中区高新大道西侧
李进喜 0553-6887777 13911337588 tpy0501@ahtpy.com 913402005717786090 21783

2022电商867 江苏亨通电力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铜镁合金接触线、三元合金接

触线、承力索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工业

区
刘健 0512-63817369 18511198700 578066569@qq.com 91320509748740973R 17027.9330

2022电商868 西安西变中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 西安
西安市高新开发区创新大厦

305
宋晓英 029-84225249 13991837857

13991837857@163.co

m
91610131710182259Y 28800

2022电商869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可分离连接、冷缩电缆附件、

护层保护器
福建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开发

区金洲北路20号
章庆霖 0591-86550307 18559190165

zhangqinglin@ceepo

wer.com
91350000743821715A 30800

2022电商870 泰安凯达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电缆、通信光电缆、电线

电缆）
山东 山东省泰安市南关大街南首 陈继军 0538-6214075 13905386683 takddl@163.com 913709026136815235 1017

2022电商871
河北金铁鼎力电气化铁路器材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槽、电缆桥支架、四电工

具
河北 河北冀州市冀新东路1133号 张民超 0318-8725555 18931835688 Wsk781022@163.com 9113118158819583X4 5100

2022电商872
河北盛伟基业玻璃钢集团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地铁疏散平台、地铁三轨防护

系统、电力配件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富强北路

203号
张瑞 0318-8224149 18800035877 493469288@qq.com 9113112168277925XA 10000

2022电商873 湖北洪乐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金具 湖北
湖北省洪湖市府场镇中华路3

号
王勇 0716-2852442 13683016017

hubeihongle@163.co

m
91420000181767074F 30000

2022电商874
凯达铁建电气化铁路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黎民居乡留念桥

村
张艳丽 0317-3841518 13932750890

kaida3841518@126.c

om
91130984319889614R 11579

2022电商87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四零九工厂

抚顺电缆厂（原名：辽宁抚缆电
制造商 电线电缆 辽宁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浑河南路

东段6号
郑伟 024-22733964 13998895669 7231887@qq.com 91210400759118629F 50020

2022电商876 成都交大运达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变电自动化系统；接触网

开关监控系统、城市轨道交通
四川

成都高新区（西区）新文路6

号
苟祥梅 028-62846016 15928935386 Jdydscb@163.com 91510100077661923U 5100

2022电商877 如皋英瑞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隔

离开关
江苏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福寿西路

289号
袁泉 0513-87315588 13646194070 xiaoshou@rgyrgy.cn 913206827754304603 5000

2022电商878 北京华美煜力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隔离开关、断路器 北京
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金苑路30

号
黄磊 010-60213881 17611601088

huanglei@zhihot.co

m
91110106744730663M 6000

2022电商879 青州市鲁源电力杆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杆塔、信号机柱 山东
山东省青州市高柳镇崔水路88

号
孙洪兰 0536-3526228 13864601377 Luyuan228@163.com 91370781768717658W 6000

2022电商880
西安信通博瑞特铁路信号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航天基地工业二

路299号西安建工科技创业基
阴艳洁 029-89693259 13572822284 XT82340202@163.com 91610138710161394P 3000

2022电商881
保定华铁电气化供电器材设备有

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复合属氧化锌避

雷器、绝缘护套、综合自动化
河北 河北省雄县金三角开发区 孙丽红 0312-5778054 13311582918 HT5778054@126.com 91130638738711458L 10200

2022电商882 洛阳鑫迪铁道电气化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 河南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洛宜南路

西段
徐新红 0379-64361272 13598485240 lyxindi@126.com 91410300769473392C 8000

2022电商883 偃师市泰达电务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及器材 河南 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开发区 倪海生 0379-67552455
13838826550

18638475522

yanshitaida@163.co

m
91410381675382254Y 5080

2022电商884 北京盖乐普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杆塔加固水泥制

品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1

号1单元1501
王剑伟 010-61001150 13552367339

13661258396@163.co

m
91110101663117963L 100

2022电商885 北京朗拓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金属结构制品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北里27号楼

1层136
范有华 010-61569610 13801168884 254729238@qq.com 91110112802894077B 200

2022电商886 山东泰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制造商 SF6断路器及组合电器 山东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南区
张锦山 0538-8518287 13853803928

13853803928@163.co

m
91370900764801246M 100000

2022电商887 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环镇路西 朱韩龙 0510-87216603 13961516771
Wuxidongfeng@163.c

om
913202822502413177 30800

2022电商888 河北康奥电力汽配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电气金具、紧固件、金属

软管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瀛洲镇桂庄 杨月敏 0317-3603260 13582717580

hebeikangao@126.co

m
911309847808411172 2100

2022电商889 北京朗绅特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制造商 劳保服装 北京
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镇环湖路

66号政府1号楼110室-916
杨鹏程 010-62826918 13331167589 shun8871@126.com 91110228051360225Y 3000

2022电商890 河间市亚杰机械电气化制造厂 制造商
热镀锌、六角头螺栓、螺母、

地脚螺栓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京开北路北环北

东铡
刘亚杰 0317-3229062 13932727184

hejianyajieab@126.

com
92130984MA098P0K0R 500

2022电商891 宜昌华润红旗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湖北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经济技术开

发区
闫甲田 0717-7803779 13507205268 hrhqswb@163.com 91420506784471563K 15190

2022电商892 山西四方恒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建筑防水材料 山西
山西省忻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忻顿路北一号
王伟 0350-3160858 15803511431 770442130@qq.com 91140900715984672B 11000

2022电商893 郑州铁源电气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硬横梁及吊柱

、铁坠砣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合欢街10

号
陈 驰 0371-67835693 13526770347

13803835102@126.co

m
91410100770857684A 5102

2022电商894 红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电缆附件、熔断器

、避雷器、隔离开关、复合绝
浙江 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纬17路 连振龙 0577-62058899 18967782550 jsjddqdl@163.com 91330382145555234H 10700

2022电商895 北京欧地安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防雷接地材料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

号海泰大厦918室
康俊利 010-82884131 13911843957

allday@allday.com.

cm
911101087461150153 15000

2022电商896 济南瑞通铁路电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信号电缆、贯通地线、应答器

数据传输电缆
山东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84号 刘凯 0531-82431316 15098922198 rtdwgs@163.com 91370100163198867F 10009

2022电商897 成都铁路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微机计轴、微电子轨道电路接

收器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草金东路

1号
朱子鑫 028-86027736 15228978398 ctcxsk@163.com 91510107202369746C 11100

2022电商898
中电电气（江苏）变压器制造有

限公司
制造商

牵引变压器、自耦变压器、电

力变压器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中电大道188号 王朋彩 0511-88226570 18052858097 ceeg@ceegpower.cn 9132118233888785xm 16000

2022电商899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整流器、能量吸收装置、能量

反馈装置
湖南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 郭东东 0731-22769386 18570419574 guodd@csrzic.com 914300007808508659 117547.6637

2022电商900 北京煜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杂散电流智能监控软件、电能

质量监控、管理系统、故障录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复兴四街3号院2

号楼2层226室
牛娜 010-85863280 15810446383 bjupenergy@263.net 91110113553134367P 8000

2022电商901 浙江华甸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铜覆钢接地系列、锌覆钢接地

系列、纳米复合材料系列
浙江

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江南路

30号
郑文中 0575-86557138 13967588607 zwz200400@163.com 91330624774364609K 2000

2022电商902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母线、开关柜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经济开发区沿江

工业集中区港隆路508号
冷纪美 0511-88450156 13705296179

yineng@jsyineng.co

m
9132118273529162XY 15088

2022电商903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数字调度设备、专用通信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锦带路88号院1

号楼
唐晓静 010-62460088 13911404082 tianyu@jiaxun.com 91110000101908915L 5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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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904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CTC、iLOCK、CSM 上海
上海市天目中路428号凯旋门

大厦27层C/D座
高文 021-56637080 18680306703

gaowen@casco.com.c

n
91310000607207841P 20000

2022电商905 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轨道交通乘客信息系统设备

（PIS）、通信广播系统（PA）
天津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竹苑路6

号D座四层
呼楠 022-83710256 18502669637

beihaishouqian@163

.com
911201167257434503 5555.5556

2022电商906 济南东信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用RC电子盒智能检测仪、

液压取线器、电源屏模块智能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万达广场

豪景苑5号楼2301户01室
张猛 0531-86906165 13515311583

jitiedongxin@163.c

om
91370103776317144G 2000

2022电商907 厦门ABB避雷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避雷器、监测装置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

大布巷社区观光路1301-10，
余慧楷 0592-5710330 18926059765

huikai.yu@cntas.co

m.cn
914403005879219408 7500

2022电商908 固安通号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河北 河北省固安镇永定北路西 李新环 0316-6181148 13833444391 gatonghao@126.com 91131022750283783T 6060

2022电商909 云南盛川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地铁疏散品台钢梁、扶手、电

缆支架
云南 云南省安宁市昆钢物流园 黄初学 0871-68305813 13700671912 85945176@qq.com 915301817604437369 3000

2022电商910
镇江市亿鑫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开关柜、电缆支吊架、电缆桥

架
江苏 江苏省镇江市伯先路11号 印金凤 0511-88421738 13952811119 1342330166@qq.com 91321100748707647B 1060

2022电商911
中国电建集团四平线路器材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 吉林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北一马路 岳立洪 0434-3517391 13504347875 yaof2011@sina.com 9122030012489806X5 9302

2022电商912 绍兴市上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并联电容器成套装置、串联电

抗器
浙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

建东西路86号
叶卫军 0575－82570131 13905852248 ywj2248@126.com 91330604146190564W 5000

2022电商913 陕西如意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互感器 陕西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咸兴路7

号
程凤军 029-33611050 13772556718

ruyibianyaqi@163.c

om
91610400050444857D 1000

2022电商914 饶阳衡信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村 李幸福 0318-7252995 13301365464
Hengxintielu@163.c

om
91131124787015117L 5010

2022电商915 武汉华力达标牌有限公司 制造商 标志牌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城市花园

(紫阳弘苑) 商铺B区1-2层06
陈晓华 027-88779817 13362790988 1029172009@qq.com 91420106695341003F 1018

2022电商916 陕西晨衣制衣有限公司 制造商 劳保服装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七路15号 李莉 029-82613855 13609258256 1196694317@qq.com 91610000783662309U 2000

2022电商917 江苏正泰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电缆桥

架、母线槽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大港南路1

号
杨  进 0511-88411099 13812357738

13906100488@163.co

m
913211821414568617 10099

2022电商918 湖州唯甫电气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标志牌 浙江
浙江省德清县新安镇下舍孟家

山工业聚集区
沈国强 0572-8493968 13357130098

huzhouweifu@163.co

m
913305216866966549 1200

2022电商919
饶阳县润通铁路信号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

一区34号
纪根起 0318-7252123 13633187998

13633187998@163.co

m
91131124559088533C 3000

2022电商920 上海英基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支、桥架、疏散平台钢梁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沪杭公路

3222号6幢1912-1914室
李斌 021-33654058 13524639580

yingjishanghai@vip

.163.com
91310120743778817G 1200

2022电商921 山东华能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山东 山东省滕州市平行南路 孔涛 0632-5699859 13969430677 hnxl@sdhnxl.com 913704817275720771 11180

2022电商922 深圳市奇辉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无功补

偿装置
广东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光侨

大道1161号帝光数码科技园西
罗晓枫 0755-26545788 13590138121 qihui@qihui.net 91440300192316877X 10000

2022电商923 山东泰开隔离开关有限公司 制造商
1100KV及以下隔离开关、中性

点成套保护装置
山东

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龙潭南路
彭昊 0538-8933816 13668689884

13668689884@163.co

m
91370900760023715C 20000

2022电商924 台州大华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扣件（铁垫板、橡胶垫板、板

下绝缘垫板、绝缘轨距块、尼
浙江 浙江省三门县工业大道13号 吴元炸 0576-83310878 13906551518 abc00330@163.com 91331022765248251Q 7158

2022电商925 河北金河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制造商  安全工器具、电力金具 河北 河北省晋州市东小留 施生生 0311-84395866 17743767065
hebeijinhedianli@1

63.com
91130183792652145F 5500

2022电商926 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江苏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工业区 吴梦姣 0510-80332253 15852677687 675289794@qq.com 91320282134859208X 21880

2022电商927 深圳市恒毅兴实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源防雷箱、防雷分线柜、防

雷模块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

盛唐商务大厦西座2108
冯加来

0755-83875688、

010-63989333
13602572449 tek@highersun.com 914403000279247157J 8000

2022电商928 济南三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信号设备及器材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伯乐路

288号
孔令振 0531-82467308 13791121497 sddqxsb@163.com 913701007058966013 5005

2022电商929 岐山县岐星建材化工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泥电杆、水泥制品 陕西
山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

岐星村
王志刚 0917-8561618 13772660258 41570502@qq.com 916103232214610034 810.5

2022电商930 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设备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一区7号楼401室（园区）南
王劲松 010-83659235 18513587828

wangjinsong@gtlybj

.com
91110106700114519A 10000

2022电商931 西安雷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监测系统、多媒体集群调

度系统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科创路168号 答静静 029-88215838 16602913535 470090841@qq.com 9161000075023616X7 5000

2022电商932 香河鑫山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结构 河北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现代产业

园河香道西侧和园路南侧
张术海 0316-8081883 13821177398 xhxs2014@126.com 91131024572817403E 7600

2022电商933 安徽华菱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通信电缆、信号电

缆、10kV高压电缆、低压电线
安徽省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龙庵工业

区华菱大道一号
姜亚东 0553-52533953 13956671666 heli4808@163.com 913402251537200330 30298

2022电商934 湘潭市云湖高压电杆有限公司 制造商 混凝土电杆 湖南 湖南省韶山市银田工业开发区 欧阳奔辉 18229123252 13873347910 374279329@qq.com 91430382712140538T 2100

2022电商935
韶山市国晟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预应力混凝土钢筋水泥电杆 湖南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银田镇 欧阳奔辉 0731-55686333 13873347910 374279329@qq.com 91430382796877405X 500

2022电商936 衡水程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不锈钢丝、护栏网、防护网 河北 河北省安平县为民东街374号 王志刚 0318-7023662 13633180288 603278133@qq.com 91131125678536474D 3000

2022电商937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微机保护综合自动化、远动系

统、RTU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三赢路16

号
韩正雷 0533-3179631 18653319286 huanglp@kehui.cn 91370300613290477B 7850

2022电商938 河北金辉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安全工器具、【电缆附件、绝

缘子、避雷器、铁附件、锻压
河北

河北省晋州市晋总西路南段路

西
张胜合 0311-84398089 13831171512

13831171512@163.co

m
91130183779157254H 5008

2022电商939 成都中宜电气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变电所接地装置，电缆，GIS气

体检测系统（代理武汉绿诺环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火车北站

西北桥东街1楼6号附8号
杨卫国 028-38044816 13980757220 cdzydq@163.com 91510106677158651G 1000

2022电商940 神州高铁供电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供电检测、监测产品；中压一

次开关柜、中压环网柜、低压
四川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

龙大道1166号中铁产业园3号
邱炎兵 028-87744717 13667158897

qiuyanbing@shenzho

u-gaotie.com
91110108MA00CXA22R 5010

2022电商941
吉林省盛发石油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防静电架空地板、门窗（朝阳

市金日门业有限公司产品）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路园区城西镇大

营村
朱国岭 0431-89507222 18604427666 4935433@qq.com 91220106550497138C 1500

2022电商942 深圳国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移动通信直放站、集群基站

（代理商为：北京三永华通科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中

三路国人大厦A栋15F
周光华 010-88337806 13901015724

Zhangtao226@126.co

m
91440300797968405H 11200

2022电商943 扬州市安广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通讯器材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工业园区 王林锁 0514-6422465 13852793219 1260312151@qq.com 91321012MA1R8C8W2P 800

2022电商944 广州华炜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防雷设备，镀铜圆钢及焊接材

料（代理:凯特威公司产品）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69号

1010房
何秀仪 020-28830888 13422306945

hexiuyi@hopewell.c

om.cn
914401017083222168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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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945 上海越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接地材料、支吊架、金属锚栓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凤星路

1588号1幢2层E区49室
何旭丽

021-64303016-

8015
13818979114 Sales_shyx@163.com 913101120609455832 3000

2022电商946 北京瑞亿驰思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复合硅酸镁板、复合硅酸镁管

壳及相关产品（代理高碑店市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8

号楼13层1307
缴立强 010-89230162 13901291285 178041445@qq.com 91110115690808014X 500

2022电商947 重庆杰友电气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耐克森（上

海）电气器件有限公司产品）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杨

正街68号4号楼32-01号自编号
李强 023-68102030

13594253

090

cqjuem@

vip.sohu

91500107

62197669
3018

2022电商948
COMLAB（北京）通信系统设备有

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光纤直放站设备、漏缆监测设

备、数据网设备（代理：锐捷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

园区西井路3号楼531房间
唐婷 010-68860561 13811289765

anna.tang@comlab.c

n
91110107675700929D 10000

2022电商949 北京森玛铁路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电

力金具（代理北京森玛铁路电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隆兴路

6号
李红兵 010-89283841 13811899234 seuma@seuma.cn 91110115662154404H 330万美元

2022电商950 北京联讯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艾伯斯断路器（代理艾伯斯电

子（上海）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东街48

号421室
卜凤飞 010-82621128 18600764388

liuxin@linsonch.co

m
91110109753307445N 6000

2022电商951
北京启联恒通轨道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塔迪兰CORAL产品、Aeonix软

交换、ACC呼叫中心（代理昆明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5号8层

803室（园区）
刘  民 010-63946318 13910961897

qlht@qlink-

rail.com
91110106589143070R 10000

2022电商952 北京中博康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显示屏 （代理：北京彩易达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ups不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北里一区

4号楼403室
裴李狮 010-83734600 18511332855 bjzbkt@126.com 9111011080854544576 2000

2022电商953 天津路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高压环网柜、气体绝缘环网柜

、高压电缆分支箱、高压开关
天津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18号 齐士杰 022-86897265 13920420239 tjjctl@163.com 91120222MAO5M0642P 1000

2022电商954 上海东洲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设备机柜、综合配线架、馈线

附件、通信光缆设备（代理：
上海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

158号2层J区215室

张忠兵、沈

兵

021-32551662、

021-32551613

18611166772、

18621712002
zzb@dztx.com 310113000617515 3020

2022电商955 南京智缘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温湿度控制器、开关柜智能操

控装置、开关状态指示仪 （代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明发滨江

新城157-163-1040
谢侗言 025-52638447 13851744267 498180643@qq.com 91320111562873567D 100

2022电商956
天津海怡润泰电气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高压环网柜、开关柜（代理大

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产品 ）、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昆仑路与满江道

交口溪水湾花园8-1-906
马冰 022-26114606 13920664019 tjhyrt@126.com 91120110MA05NLEG4E 5000

2022电商957 苏州闪联高压电器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电缆桥支架、避雷器、绝缘子

（代理苏州电瓷厂有限公司产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东路 陈桂花 0512-66207828 13771985661

Shan.lian.613@163.

com
91320506713232012N 4600

2022电商958 北京迅鼎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蓄电池设备（代理：双登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UPS 电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5号2号

楼
邓建军 010-8859190 18618370046

dengjainjun@xdctc.

com
91110108696310938H 3000

2022电商959 保定金航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隔离开关、氧化锌避雷器、标

志号码牌；复合坠砣、复合绝
河北

保定市高碑店张六庄乡孙脉庄

村
孙鹏海 0312-5595511 13935234582

13935234582@163.co

m
91130684583604462N 3000

2022电商960
武汉鼎鸿荣晨通用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通信信号防雷设备.防雷产品

（代理欧宝电气（深圳）有限
湖北

洪山区铁机村武汉保利城K1地

块二期第G1幢A单元15层1号、
刘洪波 027-88080565 13653836665 47764317@qq.com 9142010659452680XM 500

2022电商961
四川信达轨道交通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微机保护测试仪（代理西安福

润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四川 绵阳科创园区创新中心2号楼 张莉 0816-2349834 15681986617 scxd@vip.163.com 915107003536150435 5000

2022电商962
西安融盛铁路成套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海信品牌多联机/日立品牌多联

机全系列产品 （代理青岛海日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金花南路

3号西安铁路信号厂44幢10000
张子龙 029-65659053 13909286793 100286130@qq.com 91610103311098105F 1000

2022电商963 北京阳光润恒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杂散电流监测系统、预绞式电

力金具（代理北京帕尔普线路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吴家场路1号院 石磊 010-63941987 13910223287 dscj5678@163.com 911101087899872002 3100

2022电商964 扬州盈信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电缆挂架、铁路LED桥梁/隧道

照明，石墨柔性复合接地体
江苏

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北大街扬

州市旭光照明设备厂内
张嗣宇 0756-2128867 18998161803 yzyx108@163.com 91321084302222098M 5106

2022电商965 北京蓝威盈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空调设备（代理：珠海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高频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科技园

区内6-C号地3号楼318室
王燕俊 010-88405264 15810254338 274059276@qq.com 911101075732093701 3000

2022电商966
高碑店市新昌圣达铁路电气化器

材厂

制造商

代理商

放线滑轮、梯车、电气化专用

工具，电力金具（代理：河北
河北 高碑店市辛桥乡横上村 赵光祥 0312-2779213 13703287156 gbdshengda@163.com 91130684699203214D 500

2022电商967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综合视频

监控系统、防灾安全监控系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创业路8号3号楼

6层3-9
张雪梅 010-62961155 13311260012 www.c-real.com.cn 91110000700308807J 58511

2022电商968 高碑店市三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双鸟牌起重产品：手板葫芦、

手拉葫芦（代理苏州浙起机电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兴隆大

街东侧诚信路北侧和谷智能科
郭磊 0312-5599559 13930871000

santaichina@126.co

m
9113068479265604X9 5000

2022电商969 武汉绿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SF6气体泄漏监测系统、高压设

备在线监测系统、电缆测温系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光谷大道62号
胡鑫 027-87590733 18942903477 Whln03@126.com 91420100748331280Y 2000

2022电商970 北京中天鑫旺科贸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接触网用预埋槽道、外置槽道

组、T型螺栓；化学锚栓、金属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拂林路9号D-705 付卫国 010-57572295 18210960770 ymcd888@163.com 9111010576010278XJ 1010

2022电商971 北京竺港阀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销售商
法兰盘、坠砣、电力金具 河北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小王辛庄南

路5号
张义帆 010-64581888 13811290301 tzfm01@qq.com 91110113102546792L 6288

2022电商972 泰州市星通光电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尾纤，接头盒，光端机及机

柜；（代理天津德力设备有限
江苏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刁铺街道

西工业园
曹冠军 0523-86171395 13952694824

13952694824@139.co

m
91321203798625965H 5018

2022电商973
德尔伽（北京）绿色科技有限公

司

制造商

代理商

锚栓；支吊架；预埋槽（代理

慧鱼（太仓）建筑锚栓有限公
全国

北京市海淀区清枫华景园5号

楼2层201号
张善卿 / 18601223132 delga001@163.com 91110108306617468X 2000

2022电商974
河北隆晟电气化铁路器材有限公

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电力金具、接触网加工件；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张六庄

乡色西村020号
王杰 0312-5591668 15030230860 377328631@qq.com 91130684MA08N4P69Y 1080

2022电商975 河北优创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电力金具（代理浙江科易电气

有限公司产品）；复合绝缘子
河北 晋州市晋总西路（棉库院内） 张胜合 0311-84398089 13831162875

13831162875@163.co

m
91130183335891343A 5050

2022电商976 陕西铁兴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化学锚栓（代理意大利福赛德

公司产品）、液压张力补偿器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62# 王振涛 029-82215948-806 13679176542 xadsg@163.com 916100000521062026 1000

2022电商977 北京正洋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无功补偿、谐波保护器、有源

滤波器、仪表、保护、系统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66号院1

号楼4层3A09
李欣 010-84467131 18101299084 123@manples.cn 911101053443667863 5600

2022电商978 沈阳志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服务商

计算机及外辐设备、通讯设备

、防雷系统设备、集中接地箱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先农坛璐15号

518号
赵秀艳 024-25615159 13904211200

zhilong2080@163.co

m
91210103730999821U 2000

2022电商979 北京市晋鹏鑫磊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保定合力达电

缆附件有限公司产品）；配电
北京 河南 张健 010-56674995

13722989364

15300138871
bjjpxl@163.com 911101065790866230 300

2022电商980 武汉华铁胜达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预绞式金具、驱鸟设备、环保

复合材料坠砣（代理北京盈电
湖北

武昌区徐东大街20号福星惠誉

国际城8栋2单元11层10室
杨力 027-88708155 18627057910 17705004@qq.com 91420106MA4KL3G904 1000

2022电商981 石家庄汉申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预绞式金具，坠砣，驱鸟器

（代理石家庄开发区华能电气
河北

石家庄长安区中山东路313号

石家庄日报社
陈苗苗 0311-86055108 13363883810 2953172065@qq.com 91130102063352724T 1000

2022电商982 成都曼瑞思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开关柜、箱变、电器元件（代

理成都严川电器有限公司产
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北大街19号3栋3

层303号
李美霞 028-87901324 15108216727 mrsdlkj@163.com 9151010534302598XC 518

2022电商983
上海弈睿轨道交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代理商

锚固产品、支吊架（代理美国

GCP集团产品）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金通路

1736弄2号225室
陈娟 021-62596001 18901087081

liangbiao.fan@sh-

yirui.net
913101147824147767 5000

2022电商984 威斯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移动供电系统（代理法勒移动

供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北里甲

2号渔阳置业大厦B座703室
崔练 010-64977419-125 15011577156

beijing@wshchina.c

om.cn
911101056738492607 1666

2022电商985 北京泰祥和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传输设备，交换机，路由

器（代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长虹西路翠

柳东街1号1545
赵子月 010-64134514-3 18500671264

fengpeng0607@163.c

om
91110111563649647L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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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986 北京高通睿翼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漏缆监测系统、干扰监测系统

(北京航天博为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百强大道10号楼

4层2单元417
王颖 010-83609100 13911696169 914727684@qq.com 911101063182169361 1000

2022电商987 重庆斯贝信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配线设备及器材、综合布

线材料（代理北京盛世共赢通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大黄路168号5幢

18-3
苏飞 023-86572030 13241997798

bj13241997798@163.

com
91500103053226441G 1002

2022电商988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代理商

门禁系统（代理北京恒敏基业

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龙

园路7号C351号
李新光 010-52168888 18600720225

lixinguang@jyd.com

.cn
91110109102367778X 7950

2022电商989 北京中瑞国兴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配线架（代理：日海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8号2

幢11层1336
赵景智 010-82039738 13811209869

13811209869@126.co

m
91110108579041361N 2001

2022电商990
凯木源（上海）化学材料

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防松垫圈、镀铜圆钢、

放热焊（代理：上海弈睿轨道
上海

上海市嘉定区真南路4929号

古猗商务大厦1304室
郭先生 021-31135226 18918375110

zhiwei.yang@sh-

yirui.net
91310114062532790N 5000

2022电商991 安徽华铁四电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光纤通信设备（代理广州市格

雷特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安徽

铜陵市双星国际大厦北楼1608

室
鲁晓飞 0562-8852668 13905627751

13905627751@139.co

m
913407000907895261 110

2022电商992 北京铁信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铁路通信、信号电缆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广阳新路7号院4

号楼5层503
林尚袍 010-61370716 15866693113 bjtxsm@163.com 91110111089677455D 5090

2022电商993 北京长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威图机柜及其附件（代理威图

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号

3幢3层3160室
穆子龙 010-82961080 18600262955 ct_skytec@126.com 91110108802108937N 500

2022电商994 北京盛业盈和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配电箱（代理北京富耐恩电子

设备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增产路北街43

号87排1号
张宇霄 010-62869982 18610659702

zhangyuxiao@syyh20

02.com
911101097415524199 1200

2022电商995 北京众达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发热电缆、（代理耐克森（挪

威）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龙观

西大街9号院10号楼1层2单元
张记奎 010-80745865 18511913365

18511913365@163.co

m
91110114082844011E 1000

2022电商996 天津百发电机有限公司 代理商
柴油发电机组(代理：百发动力

（无锡）有限公司产品）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小围堤道中段南

侧鑫瑞名苑2-1-1901
张云芳 022-24411000 13682083908 zyf@tjbaifa.com 911201036847209482 5025

2022电商997 青岛润隆泽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泵（代理赛莱默（中国）有

限公司产品）、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上海路6

号903室
王辉 0532-86670700

18953231767
ittwanghui@163.com 913702030650658257 500

2022电商998 北京万华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器材（代理：北京华玉电

子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1号301室
张士超 010-57210961 13910653956

wanhuatongda@126.c

om
91110116064854961K 1100

2022电商999 青岛高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泵（代理格兰富水泵（上

海）有限公司产品）
山东

青岛市崂山区海龙路6号瑞士

花园内
虞建萍 0532-83822888 13573888858 GAOYUTRADE@126.COM 91370212756911226G 200

2022电商1000 北京荣晶立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管片连接螺栓（代理河北太极

紧固件集团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5号楼13层

1601号1308
何伟 010- 84828013 18811059901 htrdhw@163.com 91110105MA01DQF64B 1001

2022电商1001 北京天地人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火克板（纤维增强硅酸盐板）

（宜春市金特建材实业有限公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3号

302室
于也 88255586 13810733115   bjtdra@163.com 91110107775482578Q 100

2022电商1002 北京菱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轨均、回流连接产品（放热焊

接、胀钉），接触网架空地线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

号
张维君 010-82085772 13301257200 bofuyou@163.com 91110108775466332J 1000

2022电商1003 重庆欧古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抗震支架、防火封堵、

工具（代理喜利得（中国）商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龙华大

道1775号B幢17-1
蓝先国 023-63053414 18623576006 411878330@qq.com 91500112578994670J 1000

2022电商1004 重庆市吉适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消防器材（代理重庆力杰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产品）
重庆 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1557号 吴良华 023-68903209 13320256122 314363129@qq.com 91500104621981745A 2000

2022电商1005 北京海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耐克森发热电缆（代理：耐克

森（挪威）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二村

村南800米
苏金凤 010-63714346 18101165679

13911919605@139.co

m
911101157747235446 500

2022电商1006 北京市爱格瑞思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代理慧鱼（太仓）建筑锚栓有

限公司产品：锚栓类产品、综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厂西门路2号吉

友大厦7013室
周军

010-88470377

（809）
13021245082 2236542950@qq.com 911101086691098252 3000

2022电商1007 昆明通腾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机柜、PDU、KVM（代理深圳市

图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云南

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王旗营万

发里云南绿橄榄化工有限公司
王明燕 0871-65716138 13629447149 Kmtoten188@163.com 915301037902980234 318

2022电商1008 兰州基时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便携式接触网几何参数智能化

检测仪（代理北京天格高通科
甘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

473号华阳大厦4单元1302室
段定国 0931-8639813 18919871007 lzjsdq@163.com 91620102561107254K 2000

2022电商1009 杭州奥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3M中国有限公

司产品）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振华路

206号8幢2层203室
孙欣 0571-88097383 13600529857 Hzautoelec@163.com 9133010669171575XH 300

2022电商1010 重庆西电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设备（代理海能达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产品）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55号1单

元19-5#
魏刚 023-63529865 18602330069 2605470860@qq.com 91500103709364952E 500

2022电商1011 无锡市科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L30、F35、F65、L650（代理

西电通用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江苏

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599号

创意园三期B幢12层1202室
陈硙 0510-85102379 18706175716

18706175716@163.co

m
913202117579802314 300

2022电商1012 湖南共欣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金具、电力设备、电缆附

件、绝缘子（代理永固集团股
湖南

衡阳市蒸湘区太平小区101栋

12号
王笑梅 0731-82077277 13974946262 1299495053@qq.com 91430400794731832H 2173

2022电商1013 江西晶品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综合配线设备（代理深圳市中

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

589号
张磊 0791-88867605 13807917506 43262885@qq.com 91360100794755826F 2000

2022电商1014 北京厚德华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化学锚栓（代理慧鱼（太仓）

建筑锚栓有限公司产品）；波
北京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

路5号院2号楼1306
甄晓华 010-58215641 13070138004

zhenxiaohua12@163.

com
91110302MA003QHP7G 100

2022电商1015
上海格灵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代理商

智能疏散系统和应急照明产品

（代理深圳市中智盛安安全技
上海

上海市制造局路787号2幢211

室
程慧芳 021-62296566 13301788788 ge_ling_ao@126.com 9131010168100791XT 1000

2022电商1016 北京京同创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球墨铸铁管及管件(代理高平市

泫氏铸管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市

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生物工程与

医药产业基地天富大街9号
秦志福 010-61233672 13910196232 bjjtczkj@163.com 911101156699265694 2080

2022电商1017 北京博鼎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雷士“NVC"系列产品(代理：惠

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2号院7

号楼2门905
赵冉 010-64438223 13810726857 bjbodingqi@163.com 91110105772567963N 500

2022电商1018 重庆钛镀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销售美国艾力高铁路产品（代

理艾力高商贸（上海）的限公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林路49-9-

5-3
余浩田 023-68089435 13500355260

taidushangmao18@16

3.com
9150010709712114XA 500

2022电商1019 北京博睿澜通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信号防雷器材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3号A座

20层22R
杨晨 010-62120398 18610462168

brillianttech@163.

com
911101050536412828 300

2022电商1020 郑州中路易信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光电缆交接盒，终端盒、绝缘

节（代理扬州贝思达通信科技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54号2楼

209
赵璐晨 19937176699 19937176699

13526810666@163.co

m
914101053268386985 1200

2022电商1021 无锡启观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泰科电子

（上海）有限公司产品）
江苏 宜兴市丁蜀镇陶瓷产业园区 周祖顺 0510-87962799 19951997656 705338690@qq.com 91320282MA1MEQHT1T 300

2022电商1022 山东威瑞尔进出口有限公司 代理商
220kV/110kV SF6断路器、

220kV/110kV/27.5kV 隔离开
山东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3号

楼205

徐宏磊
0532-80955171

18562226755 chen_shoujian@163.

com
91370212682575919K 3200

2022电商1023
北京智达鑫业信息系统集成有限

公司
代理商

电力电缆、信号电缆、贯通地

线(代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院1

号楼9B15-1
方小江 010-62537115 18601910303

viola@zhidanet.com

.cn
911101088020662000 1000

2022电商1024
烨焐炫（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代理商

传输、数通等通信设备（代理

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科技园

区西井路3号楼9544房
逢增泉 010-62869119 18600736605 liuxx@yewuxuan.com 911101075825916399 1000

2022电商1025 北京国铁通号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光缆电缆、光纤配线架、列头

柜配电柜（代理南京华脉科技
北京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环南路18号A座3层A310号
王在国 010-56866189 13439420731 3508474859@qq.com 91110302MA00GQ7J51 2017

2022电商1026 济南冠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动、手动葫芦（代理浙江冠

林机械有限公司产品）；脚扣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药山王炉

庄397号
王志坚

0531-88667710

88622489
13808923873 1398865810@qq.com 913701056772689731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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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lixinguang@jy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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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138112098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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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027 南京华隆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玛钢管材（代理河北建支铸造

集团有限公司产品）；铜材、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

路12号
张永峰 025-52185170 18051973199 12590178462@qq.com 91320115302436715G 500

2022电商1028
甘肃鑫瑞丰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代理商

 开关柜（代理兰州陇海电器设

备有限公司产品）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416号

（兰司基地仓储中心一区8号9
 王峥 0931-4579208 13099128790 GSXRF@163.COM 916201006903848808 500

2022电商1029 北京浩泽长风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光传输系列产品、数据通信系

列产品、无线系列产品、电源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15

号院6-403
罗晶 010-64897698 18601336266 firebolt@163.com 911101055808381089 500

2022电商1030 山东盛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铝镁合金走线架（代理江苏宇

启恒飞网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

167号
张永红 18551782988 12590178940@qq.com 91370211MA3CG6RQ1J 1000

2022电商1031 河北邢缆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线电缆、绞线、电缆附件

（代理河北邢台电缆有限责任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塔北路

115号11-1-502室
徐现峰 0311-85873811 13032605815 1021316920@qq.com 91130100MA07K14R1Y 1000

2022电商1032 西安双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康普品牌综合布线产品、通信

产品、机柜终端盒、接头盒、
陕西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大街3号C座

2809号
郭新东 029-85469889 18691837155 330513306@qq.com 91610103096660694X 2000

2022电商1033 无锡凯沃特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防火材料（代理河北军辉安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江苏 宜兴市环科园绿园路金汇大厦 张永斌 0510-87472530 13906155530 zybeeb@163.com 91320282058618225W 200

2022电商1034
深圳市普华新维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代理商

铁塔天馈线监测系统（代理北

京航天博为科技有限公司产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以北中

山园路以东新豪方大厦12C
李燕燕 0755-26714610 18926567852 szphxw@163.com 91440300568540739P 2000

2022电商1035 广州锐维电气化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物资设备（代理：郑州铁路专

用器材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圣堂路工业

区3号408室
李克非 020-37346397 13802938300 lkf@vip.sina.com 91440106698678525G 200

2022电商1036 国铁工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UPS不间断电源,EPS电源柜（代

理中川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6号 刘宝明 010-59919355 18911951159 gtgjbj@126.com 91110105082832483B 10080

2022电商1037 云南麦卓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电动工具（代理喜利得

（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产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春漫大道

经开区管委会1702室
郑纪宁 0871-67171431 18687171188 zhengjn@126.com 91530100577284546C 1200

2022电商1038 北京广材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钢材（代理：日照钢铁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产品）；化学锚栓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夏家胡同27号 魏旭青 13811992165 623391158@qq.com 91110106757747229C 500

2022电商1039 重庆凯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泵（代理赛莱默（中国）有

限公司产品）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云湖路3号附

1-179号
高晓宇 02368885638 18623120156 358812442@qq.com 91500107759252772G 1000

2022电商1040 福铂斯（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紧固件(喜利得(中国）

商贸有限公司产品）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华兴道与华秀道

交口福建大厦2202
王亚静 022-88269545 13752780029 2468606557@qq.com 91120102079625563R 5006

2022电商1041 南昌科博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杭州希格尔

电气有限公司产品）；电线电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人新

村二路昌九小区6栋1单元802
洪荣林 0791-88295168 13732999088 575244285@qq.com 91360111596512065W 610

2022电商1042 陕西兴安润通电气化有限公司 代理商
集中抄表系统、净化电源装置

、铁路变电所维护数据信息化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2

号
王静斋 029-82349583 18392499280 1321176224@qq.com 9162000022433814X4 4000

2022电商1043 郑州同科电气化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金具（代理固力发集团有

限公司产品）
河南

郑州航空港区迎宾大道北侧蓝

翔花园6号楼2单元1层10
仝江龙 0371-61171115 13643804883 464992964@qq.com 91410100330171187K 5000

2022电商1044 成都迈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商
预绞式金具、驱鸟器（代理北

京帕尔普线路器材有限公司产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街

9号1幢3单元5楼15号
曾进 028-87666097 13908068811 cdmckj@126.com 91510100684566637D 1000

2022电商1045 江苏鼎坤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代理商
隧道接触网预埋槽道、T型螺栓

（代理：乔达（北京）建筑技
江苏 丹阳市丹北镇后巷飞达工业区 尹锐峰

0511-663

28566
13659194499

rfyin@dingkunchina

.com
91321181586676349C 5500

2022电商1046 北京宏图骏业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光纤设备（代理南京普天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杨坨粮库院内

CZ0796
孙福学 010-62588262 13439604983 19912510@qq.com 91110109MA0184FY6W 1000

2022电商1047 广州昊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传输、接入网络设备（代

理北京亿兆未来宽带网络技术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

西118号2104A
曾静敏 020-87581088 15918568878

zengjingmin@gzhmdz

.com
91440106673452722F 2008

2022电商1048 北京航天胜奥波纹管有限公司 代理商
波纹补偿器、金属软管、橡胶

软接头（代理泊头市普惠仪表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天河北路

2号2-4幢一层115室
穆林子 010-56252915 13811101653 htshao2010@163.com 911101156949990739 980

2022电商1049 上海秋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信号电缆、光缆、通信器

材（代理江苏中铁华阳银河电
上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宏祥北路83弄1-42号
王智勇 021-64270588 18606256727 545903199@qq.com 913101203423030017 2080

2022电商1050 北京聚源鹏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商
JDG穿线管，电缆桁架（代理北

京呼氏基业科贸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龙岗路51号院6

号楼2层
黄洪雷 010-53705253 13911688136 2445302168@qq.com 91110108091857981C 601

2022电商1051 河北嘉诚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空调、热水器、水泵及组件，

风机及附件、空气末端设备、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

大街44号瀚科大厦底商107号
亿彦辉 0311-86216465 13833102827 7738120@163.com 91130102104365901D 5000

2022电商1052 北京华盛瑞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商
预绞式金具、绝缘子（代理河

北泰克福瑞科技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茶马街8号院3号

楼13层1302室
孙秋艳 010-63425836 13718180023 2046809131@qq.com 91110102330335049U 1000

2022电商1053 杭州俊杰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空调（代理：广东美的暖通设

备有限公司产品）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紫花苑25

棟2单元101室
倪水弟 0571-86858220 13003631192 HZJJKT@163.COM 91330102762035517W 300

2022电商1054 北京诚聚胜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标记膏、ITW SG-36(代理信高

贸易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1号楼

603室
曹孟 010-51859281 18203236858 bjchengju@126.com 911101080592756904 1000

2022电商1055 济南盛荣物资有限公司 代理商 工字钢、槽钢、角钢 山东
济南市西外环匡山钢材市场内

42好
李岩东 0531-88325198 13964001271

Haichong1271@163.c

om
91370104306854519C 150

2022电商1056 北京广测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施耐德电气配电类产品（代理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25号

27号楼二层2083室
高达念 13241579706 2881015531@qq.com 911101080613000820 10000

2022电商1057 上海寰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建筑锚栓、装配式支吊架、预

埋槽（代理慧鱼（太仓）建筑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六团公路

391弄5号408室
郑婷婷 15802118785

13918678888@139.co

m
91310120063752031C 6600

2022电商1058  云南林静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支吊架、锚栓、预埋槽（代理

慧鱼（太仓）建筑锚栓有限公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望

春苑10栋1单元1A号
谢林静 0871-63662722 13888991068 690223851@qq.com 915301113095374123 1000

2022电商1059 上海兰临实业有限公司 代理商
飞鸽牌手动葫芦（代理：浙江

冠林机械有限公司产品）；液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

16393号3幢C103室
刘忙乐 021-54792908 13764459468 shllsyyxgs@163.com 91310116MA1J8C2L79 500

2022电商1060 北京恒大鑫祥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商
螺纹钢线材（代理宣化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产品；凌源钢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村7号

市场南面13号
刘奇 010-56521460 13701333000 2663276359@qq.com 911101055906707911 1000

2022电商1061 呼和浩特市群信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高低柜、箱式变电站、变压器

（代理苏开电气有限公司产
内蒙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光明路信号

厂住宅小区22号楼
邹红信 0471-3914886 18647123111 386732425@qq.com 91150103594614594R 4900

2022电商1062 北京电铁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照明灯具（代理：山西光宇半

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

设路18号—D6933
李丰军 010-63982621 13301353158 bjdiantie@163.com 91110106MA007GR6X5 988

2022电商1063 北京润通利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机柜 机箱 金属制品(代理辛柏

机械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产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六条17号南

楼三层B122室
孙晨晨 010-64125020 010-84926017 scc_runtl@126.com 91110101330395092B 1000

2022电商1064 安蒂克（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防静电地板（代理常州市远川

机房设备有限公司产品）开关
福建

厦门市集美区园博二里3号202

室
蔡禄元 0592-5701298 18906019922 89784739@qq.com 91350206065885508L 500

2022电商1065 保定市中冶物资经营有限公司 代理商
角钢（代理天津市仁翼钢铁有

限公司、天津市兆博实业有限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五尧乡北

沟头村南
任伟 0312-6770259 15833337108 77981757@qq.com 91130606700999863N 500

2022电商1066 北京卓美创佳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蓄电池（代理：武汉非凡储能

电源系统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马官营南

路6号院，
黄清 010-56920992 13269027504

huangqingnk@163.co

m
91110111575166837A 100

2022电商1067 重庆蹴至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H3C品牌交换机、路由器 、服

务器、无线设备 、磁盘阵列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27号19-5号
杨晓春 023-68604569 13308371297 cqcuzhi@163.com 91500107595194579E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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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068 武汉铁诚路安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线电缆（代理：江西太平洋

电缆有限公司产品）热镀锌钢
湖北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以

东长城坐标城F区F1幢1单元
朱灿 027-86368879 15871407799 287591085@qq.com 91420100095431187R 500

2022电商1069 北京森安科诺门窗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防火门及门窗产品（江苏集曼

金属构件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经济开发区西环南路26

号院19号楼4层2-407
董招 18610270803

18610270803@163.co

m
911103025752255180 1000

2022电商1070 沈阳潮锐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接触网零配件（代理：德国力

倍金具有限公司、力倍连接技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91号210

室
沈惠中 024-24537096 15940162297 2881772966@qq.com 912101035599595110 500

2022电商1071 江苏源泉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金具、电缆附件、绝缘子

、避雷器、熔断器、隔离开关
江苏 扬州市江都区浦江路9号 武婷 0514-86867931 13852517676 jsjddgdl@qq.com 91321012MA1N12YW94 1000

2022电商1072 北京盛元力作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防雷设备（代理德和盛电气

（上海）有限公司、西岱尔公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北杨洼251号中

建二局写字楼203室
冯有云 010-52837210 13501259720 swanlitron@126.com 110107014081424 500

2022电商1073 北京华脉京威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烟雾探测系统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

号A座5层606
刘宏艳 010-82511118 13501228089

liuhongyan1973@yea

h.net
9111010866374369X6 500

2022电商1074 天津乔博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接地材料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与西马路

交口东北侧如意大厦2-1-2308
胡仲宜 022-87355618 13121735105

geobosen@aliyun.co

m
91120104300660422G 1000

2022电商1075 贵州四海鸿祥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建筑材料 贵州
贵阳市云岩区黔灵西路华兴新

村4幢17单元1层16号
黄勇 0851-86201532 18908500889 188170661@qq.com 91520103322013672D 100

2022电商1076 陕西昌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空调设备 陕西
西安临潼经济开发区桃苑星言

花园2-1-2号
张婷 029-83872081 13891809916  342503646@qq.com 91610115311178359U 1200

2022电商1077 石家庄标时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铜编织带(代理乐清市宏欣铜业

有限公司产品）；硕方系列产
河北 石家庄市新华区石获北路56号 张新仕 0311-89257377 13313315505 sjzbs@163.com 911301056827991620 550

2022电商1078 北京思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设备（代理：Viavi

Solutions(Greater China)
北京

北京石景山区城通街26号院7

号楼7层703
王淑红 010-88253908 18610851500

siboxintong@163.co

m
91110106575219388G 800

2022电商1079 山西太电四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基站设备、传输接入设备、电

源通信设备、数通设备、IT设
山西

太原市民营区五龙口街199号6

号楼6层02号
张超 0351-4637767 18235167680 tdsftx@tdsftx.cn 911401003975191840 5500

2022电商1080 北京万邦迪通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综合布线系统、智能灯控系统

（代理立维腾电子（东莞）有
北京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

区康西路996号
王海婷 010-62410950 18311098313

wanghaiting@multi-

perfect.com
9111022969502573XP 1000

2022电商1081 南昌斯坦曼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 江西
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北大道

299号
洪根法 0791-86899041 13879170981 2895342390@qq.com 91360111094435987M 100

2022电商1082 天津市天象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 天津
东丽区张贵庄街利津路以东榕

洋大厦A座8层801-6室
郑驰 022-27282599 15122886333 513339796@qq.com 91120110786373430R 5000

2022电商1083 河北泉卓贸易有限公司 代理商 钢材 河北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南堡乡北

泊村南（启信商贸城院内4号
任晓强 15100010909 385773585@qq.com 91130402MA08GKUH6J 500

2022电商1084 北京卓朗盟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代理：曼卡特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产品）；金属制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塔照村

一区24号
张丽萍 80338318 13811853501 zlpbj@126.com 91110111563670374K 1200

2022电商1085 沈阳欧维斯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液转辙机、安装装置 辽宁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三

号街3甲2号
罗素环 024-31979227 13478183728 syows2014@126.com 912101060996388473 500

2022电商1086 西安佳禾文昌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金具、照明灯具、电缆支

架、挂钩
陕西

西安市曲江新区曲江池北路以

南曲江池东路以东金地湖城大
李艳 029- 89135011 15389428001 252102163@qq.com 91610133MA6UXC8RX5 3000

2022电商1087 石家庄冀兴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铁路工务电务器材、线路道岔

扣配件、钢轨接头（代理北京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北庄村北

冯德慧
0311-87634113 13832133433 523142493@qq.com 91130101551897686D 800

2022电商1088
唐山市慈航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

司
代理商

镀锌钢管（代理天津友发钢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河北

 路北区翔云西里龙云楼102-1

号
刘佳 0315-8866653 15132586665

15132586665@163.co

m
91130203308295394M 300

2022电商1089 南宫市昌泽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制冷通风设备、采暖设备 河北 河北省南宫市大屯乡西仓村 吴文兰 0319-5331660 15832850146 82677551@qq.com 91130581MA07PD9N0R 3000

2022电商1090 郑州千裕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代理瑞可信电缆有限公

司产品）；光缆接头盒、电缆
河南 郑州市郑东新区 陈银党 0371-55607871 18638107871 1015941387@qq.com

91410100082251734Y
501

2022电商1091 珠海横琴利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线缆及配件（代理珠海汉

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广东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林街7号

301-302室
逄明宇 0756-8715556 13928015076

sales@lextron.com.

cn
91440400338258076W 500

2022电商1092 郑州启剑科技通讯有限公司 代理商
塑料制品、五金配件、电线电

缆、通信设备
河南 河南省新密市 陈建东 19939136005 qjkj2008@qq.com

914101836716861975（1-

1））
111

2022电商1093 厦门菲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深圳市沃尔核

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福建

厦门市思明区龙虎山路9号天

海花园酒  店主楼3F室
丘世万 0592-8261982 13003987611 fattenelec@163.com 913502037912905178 500

2022电商1094 西安神目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商
海信品牌多联机/日立品牌多联

机全系列产品（代理：青岛海
陕西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东财富

中心二期第1幢2单元8层20802
金幸忠 02968522256-602 18691874535 shenmukj@163.com 91610104757832052R 1000

2022电商1095 云南科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视频监控系统（代理：浙江大

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云南

昆明市白塔路387-395号星耀

大厦10楼
王云驹

0871-65886178-

8020
13554603842 75810913@qq.com 91530000291984352F 5000

2022电商1096 北京金牛楚晟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商
塑料管道、波纹管、铸造管材

、阀门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

村75-1-402
陈少林 010-80145380 13391906981 1223121008@qq.com 91110114055576189E 111

2022电商1097 东莞精一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代理：曼卡特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产品）；电缆桥
广东

东莞市东城街道峡口社区榴花

东街42号一栋二楼202
刘宝华 0769-82223719 18998035789

 

dgjingyi.lbh@foxma
91441900314813311X 2000

2022电商1098 重庆特运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及配套工具（代理：慧鱼

（太仓）建筑锚栓有限公司产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金

科星城19-15
钟玲玲 023-63018189

13983822186

17782168102
258409960@qq.com 91500000681485620G 500

2022电商1099 深圳市东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世达工具（代理：世达工具

（上海）有限公司产品）、 电
广东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岗路

269号
陈浩宇 0755-82419400 13602523152 337488018@qq.com 91440300766382030N 500

2022电商1100 广州世博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铜及铜合金接触导线、镀锡铜

及铜合金接触导线、铜绞线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76号

16H房
田慧娟 020-81726873 13802993433 gzsbk@126.com 91440101799442802P 800

2022电商1101
永磊（重庆）轨道交通设备有限

公司
代理商

微机继电保护测试调试系统

（轨道交通专用）、地铁直流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

33号1-30-5#
罗 勇 023-88700588-608 13883909856 cqly_yljd@163.com 91500107573433479A 5000

2022电商1102 保定市全景兴盟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钢管（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 保定市学府胡同副2号 张勇 13903125756 bdqjxm@163.com 91130606692082392C 800

2022电商1103 武汉菲斯尼克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线电缆（代理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三村15号1

栋3层3室
肖增祥 027-83359181 13507133398

13507133398@163.co

m
914201046888392090 100

2022电商1104 深圳市云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机柜设备、冷通道、PDU、KVM

（代理深圳市图腾电气技术有
广东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湖

社区雪岗北路308号凤天创新
王帅 0755-23316730 13603064872 gkg@toten.com.cn 91440300349840475H 500

2022电商1105
大安市福瑞达铁路运输通信服务

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铁路车辆5T设备（代理哈尔滨

铁路科研所科技有限公司产
吉林

吉林省大安市锦华街道交警队

家属楼
吕伟东 0436-6159299 18943197116 lwd6128199@163.com 91220882MA145X6G9M 500

2022电商1106 北京普利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化学锚栓、水钻、机具（代理

2020/6/9喜利得（中国）商贸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71幢三层305室
高优龙 010-83619970 18501991583

beijingpulide@126.

com
91110108061266443W 2001

2022电商1107 德固（北京）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化学锚固胶（代理

2020/6/9慧鱼（太仓）建筑锚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翠叠2号

楼4单元2C
裴源源 010-68404003 13911047785 deguhcb@126.com 911101083183807285 2008

2022电商1108 武汉华电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耐克森（苏

州）线缆系统有限公司产品）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二七村七

星.香山花园1幢7层3号
杨妞妞 027-82780098 13797009796 huadiangr@163.com 91420102074498964F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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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109 武汉德源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3M电缆附件（代理：3M中国有

限公司产品）
湖北 武汉市江岸区东立国际 黄丽娟 027-82284501 18696140699 759897411@163.com 91420102796312711R 1000

2022电商1110 河北了了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对讲机及配件（代理2020/6/9

福建泉盛电子有限公司产品）
河北

石家庄市裕华区塔北路东二环

交叉口中华禅茶城4楼南区26-
李志雄 13933006689

13933006689@139.co

m
91130108MA07LEQNXD 300

2022电商1111
辽宁光达防水工程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代理商

美国STI防火胶泥（代理：美国

STI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广州代表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77-1号

2312
董晓杰 18640104081 375506356@qq.com 912101035893582070 500

2022电商1112
郑州市二七区博远铁路器材物资

供应处
代理商

铁路用机械信号装置、铁丝

（代理：饶阳县瑞通铁路器材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交通路130号 胡艳丽 13598855826 1084681311@qq.com 92410103MA3XHWH0W 30

2022电商1113 长沙庚坤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代理商
型材、板材、管材、螺纹钢、

盘螺、高线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路1348号

湖南一力9-4栋118号
金秀凡 0731-82512852 13787784251 jindan1022@163.com 91430103687436838H 1000

2022电商1114
呼和浩特市金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代理商

灯具（代理：江苏飞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产品）
内蒙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中华磁

电大厦1号楼305室
张建军 0471-6248851 13337128897 425481225@qq.com 9115019270129067X0 500

2022电商1115 湖南溢亨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管材（代理:天津市永利达源管

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博众不锈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路

二段439号瑞丽园K栋301
阳丽华 0731-82900878 13974849992 2390800233@qq.com 91430111MA4L35JQ7D 1000

2022电商1116 成都恒通鸿远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预绞式电力金具（代理：无锡

凯瑞德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产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

道办事处合龙街29号3栋2层27
陈洪 028-84635696 13808006510 2638768806@qq.com 91510112MA61UNFU69 1000

2022电商1117 合肥斑格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综合支架、电动工具、

防火封堵材料、（代理上海阖
安徽

合肥市瑶海区凤阳路全椒路玫

瑰苑2期5幢301
陈昌 0551-65684377 15715508711 hfbglc@163.com 91340100328020443Q 500

2022电商1118 保定市巨雄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商 无缝管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五尧乡北

沟头村
马五平 0312-2251050 18630238203 vjuxiongwz@163.com 91130606554456309H 2000

2022电商1119 广州华铁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冷缩附件（代理：3M中国

有限公司产品）；锚栓（代
广东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北路570号

4031室
钤恩辉 020-81895560

13903051526

13380093510
110845060@qq.com 91440101696922272C 501

2022电商1120 北京电铁海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槽（代理河北冀胜轨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南口金家

村一号北楼
郭毅 88175390 18618153078 dthf2016@163.com 91110108101889064Y 3000

2022电商1121 苏州润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泥（代理：江苏天山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苏州东吴水泥有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苏蠡路

63号
唐建康 0512-66052933 15895575578 492688849@qq.com 913205065754336404 1000

2022电商1122 北京博源万华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金属电线管、电缆桥架（代

理：北京大发金属电线管制造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北里18号楼

6层613
朱红姣 13581588956 19844514@qq.com 91110106MA01GQ8W9F 1100

2022电商1123 北京诚邦通科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综合支吊架、抗震支吊

架、预埋槽、电动工具（代理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清枫华景园5号

楼3层308室
田菊莲 010-82834283 18611625569 bjcbt001@163.com 911101080828179887 1000

2022电商1124 郑州明大贸易有限公司 代理商
博世电动工具（代理：博世电

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产
河南

中原区建设西路100号院 12号

楼1层2号
秦玉川 67653750 13937101373 380645696@qq.com 91410102753868955M 200

2022电商1125 天津普天德弘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仪表电

缆及各种特种电缆（代理：天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华龙道城市星座

大厦1-1304
胡楠 022-26970774 15620248720 rdet@163.com 911201026737400034 1023

2022电商1126 石家庄汇点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蓄电池（代理：天津盛杰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产品）；线缆电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北

路399号振新工业园4号楼A区2
许春和

0311-85339366-

8001
13722995653 195183316@qq.com 91130104679936533J 1000

2022电商1127 天津人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配电箱、配电柜、母线槽、电

缆桥支架(代理:天津金中马电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绿岛家园

8-2-102
马艳敏 18522011651 tjrzdl@163.com 911201130552785956 1088

2022电商1128 陕西中天网景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德国OBO防雷产品（代理欧宝电

气（深圳）有限公司产品）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火炬路企图时代B0304
曹红燕 029-88130625 13891875556

zhtwj@126.com/1194

035361@qq.com
9161000075213364XM 518

2022电商1129 英迪格（天津）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配电箱、配电柜、电缆桥架、

母线槽、电缆支架（代理：天
天津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业区 孟悦 18202239952 1009377989@qq.com 91120221MA05LL8392 2188

2022电商1130
阜通恒达（北京）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
代理商

通信传输接入设备、数据网设

备、通信电源设备
北京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382号
赵平原 010-61691631 13581503799 56481706@qq.com 911101167763696571 2000

2022电商1131 广州邦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检测、耐压试验、局放在

线监测设备
广东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709

号盈熙商贸中心1017
邓敏华 020-34175919 13535460361 wei86086@sina.com 91440105677759756K 2008

2022电商1132 北京东方瑞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商
冷缩电缆附件（代理：天津艾

利德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北里1号楼4

门1403
范道义 010-51177529 13911675871

standfdy@sina.com.

cn
91110106672815771U 3000

2022电商1133 武汉富迪通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预绞式悬垂线夹、预绞式护线

条、预绞式耐张线夹（代理北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京汉大道189-9

号祥和大厦15楼
刘梅 027-83351792 13971387262 amy.wei@fudite.com 91420104675816737F 500

2022电商1134 石家庄协高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车载APR（代理：北京晟达永信

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区东岗路

295号鑫海天住宅楼9-2-2001
康亚斌 010-67681924 15010422390 xg201218@163.com 91130108590996548C 500

2022电商1135 北京诚思源建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PVC、PPR、PE、PERT管材及管

件（代理：康泰塑胶科技集团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楼1号南城

京开五金建材批发市场南区N
唐虎平 010-83791233 15801601668

15801601668@139.co

m
91110106560402251U 918

2022电商1136 北京中轨盛通物资有限公司 代理商
镀锌钢管、焊接钢管（代理：

河北建支铸造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白浮泉路

17号楼1等5幢 5号楼3015
陆存胜 010-53678166 15901199882 827669929@qq.com 91110114351306677H 980

2022电商1137 北京智讯天成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数通安全、传输接入、IT、云

软件、企业云通信、网络能源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

号IT产业园107号楼4层
郭世超 010-59330732 15811139409 shichao.guo@its.cn 91110108663709352R 50000

2022电商1138 陕西长城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商
不间断电源UPS（代理科华恒盛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与沣惠南路交汇处西南角泰华
刘娟

029-82248895-

8859
18502961696

liujuan@gwinfo.com

.cn
916100007326481013 5000

2022电商1139 北京中铁金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制造商 自动过分相地面装置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1号诺德中心11号楼2511室
向阳 010-51822905 18614020045 bjztjm@263.net 91110106793429017G 3000

2022电商1140 河南特贝克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空调（代理：青岛海信电子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艾尔维尔
河南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南路238号2

号楼26层2611号
朱立岩 13653866546 13653866546

Zhuliyan1982@163.c

om
91410102MA40ND3C2C 1100

2022电商1141 石家庄久仁飞电力器具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器具（代理：河北省科力

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产品）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桃园镇

西台村
张仓者 17778244560 17778244560 2958580785@qq.com 91130183MA0CLQTM8F 3000

2022电商1142 成都弘毅达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抗雷圈、变压器、箱变（代

理：成都市德诚变压器有限责
四川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蜀

西路52号A座一层084号
王禹 028-38190671 18980966615

13880495136@163.co

m
91510106MA6CGU3C58 3100

2022电商1143 湖南省扬冠物资有限公司 代理商
化学锚栓（代理：慧鱼（太

仓）建筑锚栓有限公司产品）
湖南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良

田社区老铁路小区G片区13栋4
王建朝 15773586318 15773586318

zxuefang.2007@163.

com
91431003MA4Q7ETE33 2500

2022电商1144
鲁威双轮(北京)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代理商

各种泵（代理山东双轮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2

号楼4B
桑雷明 010-82896985 13701322785 slbjfgs@126.com 91110108553133428X 2000

2022电商1145 北京英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代理依工建筑产品（上

海）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密顺

路18号产业基地办公楼420室-
高占文 010-60206370 15311432543 513669421@qq.com 91110228MA006PK807 1200

2022电商1146 北京同富建业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电动工具、防火材料

（代理喜利得（中国）商贸有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永外桃园东里15

号3222室
孙亚楠 010-51233122 13611398820

tongfujianye@163.c

om
9111010157908007X0 500

2022电商1147 北京爱日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高频开关电源系统；动力

环境集中监控系统；交流、直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恒富中街

2号院1号楼6488室
张小勇 010-83682008 13501367944 liu_lcj@126.com 911101067719500551 1001

2022电商1148 北京宏泰顺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气化铁路专用工器具、劳动

安全保护产品、五金工器具产
北京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24号2幢1

层175
王书成 010-89295851 13701094179 bjhtst@126.com 911101150716852036 500

2022电商1149 武汉华商低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商
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泵热水机

组、空气消毒净化产品（代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村58号汉阳

人信汇B座21层6号、7号8号、
宗瑞文 027-84803380

13329739975

13886170162

huashang@cccnec.co

m
914201057646222051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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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150 北京华盛天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安防、存储、平台软件产品

（代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大成里秀园13号

楼东侧楼
刘振松 010-88518210 13691089317

liuzhensong1@163.c

om
91110106596015771Q 1000

2022电商1151 成都锦恒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绝缘防护产品、电

缆头（代理：中科英华长春高
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新光路1号5栋8

层802号
王向国 028-85972273 13551875278 1194169089@qq.com 91510107667571477D 563

2022电商1152 江西通海锐能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光传输（代理：烽火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飞虹

路69号博泰江滨威尼斯2栋C单
熊敏 0791-83884909 15979065618 930182816@qq.com 91360125MA35F49W9C 2500

2022电商1153 北京力拓致远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冷水机组、机房空调机组（代

理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高梁桥

斜街19号院6号楼1层
刘军凯 010-62235809 13501398152

liujunkai@lituobc.

com
91110108739369615E 5000

2022电商1154 北京赛门格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户外真空断路器（代理：上海

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大街特钢

十一区（首特创业基地A座）
郑迪 010-68863233-609 18611679763

zhengdi@saimenge.c

om
911101075585845354 3000

2022电商1155 武汉比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理商
开关柜、、sf6断路器(代理施

耐德开关（苏州）有限公司产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桂

元路5号
梅圣伟 027-87322766 18907136848

meishengwei@whbill

ion.com
91420111 725752285N 3000

2022电商1156 深圳市城铁电气化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综合支吊架、槽式预埋件、防

火 封堵产品、锚栓、测量和电
广东

光明新区光明街道观光路与二

十三号路交汇处光明华强创意
林军兵 0755-82666368 13798430135 szct88@126.com 91440300564201078Q 1000

2022电商1157 重庆量力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代理：泰科电子

（上海）有限公司产品）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街93-2

号4-3号
王新庭 023-68089435 18290409872

Yuhaotian98@163.co

m
91500107554081228N 500

2022电商1158 深圳南海枫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综合支架、抗震支架、

防火封堵、电动工具、测量产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与益田路交界东南皇都广场2
叶益锋 0755-83131383 18823663631 nhf8313@126.com 91440300691190172N 1000

2022电商1159 上海慧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信号用液压电磁式断路器（代

理：上海雅珥电气有限公司产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汇站街126弄1号

101室
葛康民 021-64688909 13901889779

13901898228@163.co

m
91310118740291018P 1000

2022电商1160
济南雅飞铁路通信信号开发有限

公司
代理商

漏泄电缆、天馈线及配件（代

理：康普通讯技术（中国）有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

路102号
李永波 0531-87031978 13969171665 jnyafei@163.com 91370105744541993B 2000

2022电商1161 河北普民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代理商
安全工器具、施工工器具、标

识牌(代理：保定奥雄电力器材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东环路西侧 李小超 0312-5737005 13832225161 hebeipumin@126.com 91130638089443499T 1058

2022电商1162
保定海燕线缆制造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公司
代理商

电线电缆（代理：河北省保定

海燕电线厂产品）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新

浩城15-5-202
周长永 0311-86698840 13832106360 hydxcsxc@163.com 91130102MA07K62T9E 100

2022电商1163 北京公义成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绝缘护套、电缆附件、电缆管

道封堵系统、避雷器、电力测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6号1

幢5A-207号
李燕 010-87670279-802 13521364194 gycli@sina.com 911101097226943827 100

2022电商1164 北京东塑明珠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螺纹钢，线材，型材（代理：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大井西乙133号 刘奇 010-83711358

13717634366、

13701333000
2663276359@qq.com 911101067675192544 3000

2022电商1165 北京汉鑫辰商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锚栓（代理：依工建筑产品

（上海）有限公司产品）有限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2号

院7号楼0408
魏立伟 18611346362 bjhxc66@163.com 911101050613493108 100

2022电商1166
北京捷润新特自动化控制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代理商

工业内窥镜（代理：通用电气

检测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11

号（园区）
徐亚玲 010-51656426 13811454962

service@jront.com.

cn
91110106700382329W 1000

2022电商1167 广东陆商工贸有限公司 代理商
钢材、铸铁管（代理佛山市南

海广岐钢业有限公司产品）
广东

东莞市虎门镇白沙社区莞太路

131号
张威 0769-85041299 18680467006 810741174@qq.com 91441900MA4ULT9L46 2001

2022电商1168 北京金诺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销售商

开关柜、户外断路器（代理厦

门ABB开关有限公司产品）；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6号

1117室
申靖 010-63863133 13260164872

Sh13260164872@sina

.com
91110106335566110Y 1080

2022电商1169
中铁宝鸡轨道电气设备检测有限

公司
服务商 技术服务与产品检测 陕西 陕西省宝鸡市东风路59号 张宏武 0917-3832689 13809174759 wzx000858@163.com 916103002213004100 531

2022电商1170 北京顺诚源商贸有限公司 经销商
装饰材料、五金化工、建筑材

料；热镀锌钢管、衬塑钢管及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1号平

房
刘顶仁 010-85360441 13801201354 534663375@qq.com 911101057235567234 1000

2022电商1171 山东晨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商
锚栓、综合支吊架、预埋槽

（慧鱼（太仓）建筑锚栓有限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

路48-15号四建美林大厦2-812
施红彬 0531-85922088 13256156191 1149578838@qq.com 913701056648925744 1000

2022电商1172 西安欧亚特机电发展有限公司 经销商 支吊架、锚栓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31

号凯创国际B座1004室
张云龙 029-88828555 18091875566 Xianwuerte@163.com 916101317669849397 3000

2022电商1173 武汉湘电长缆电力有限公司 经销商
电缆附件（代理江苏俏柏电气

有限公司产品）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352号 叶进泽 027-84881922 13871328401 2822261206@QQ.COM 914201055910586094 1000

2022电商1174 天津市浩天霖达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商 电气设备、电线电缆,钢材 天津
天津小站工业区六号路17号

206-4室
张立岩 15234845136

13602022999@163.co

m
91120112550377398T 5000

2022电商1175 四川鑫康贸易有限公司 经销商
供水设备（代理南方泵业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塘沽瓦特斯阀
四川

成都市金牛区沙湾东二路1号1

栋1单元20层15号
肖宇川 028-87783978 18008034809 3240904606@qq.com 9151000031456508XP 2000

2022电商1176 重庆腾固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金属锚栓、化学锚栓、综合支

架（代理慧鱼（太仓）建筑锚
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84号金

科星城10-2号
孟韬 023-63205194 13883342664 258409960@qq.com 91500000078838997W 200

2022电商1177
北京瑞海腾达铁路器材科技有限

公司
经销商

绝缘工器具，接触网专用工器

具，预绞式电力金具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松园招待所

106
赵素兰 010-88697898 18600197053 qfcr2009@163.com 91110107592372309R 518

2022电商1178 德州达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建筑暖通设备 山东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方红路高地世纪城91号楼1
薛森 0534-8733456 15153400809 812344000@qq.com 91371400MA3CFCRY8T 5000

2022电商1179 陕西金高利商贸有限公司 经销商 金属材料 陕西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枢纽路金

属公司院内
李宾 0917-3421955 18191321508 67474665@qq.com 91610303661182358F 2000

2022电商1180 三河市富瑞德商贸有限公司 经销商
绝缘胶垫、化学锚栓；放热焊

磨具及药剂、橡胶止水带，遇
河北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李旗庄镇

李旗庄村102国道南
马惠民 0316-3668349 13036160877 569675207@qq.com 9113108230815169X 200

2022电商1181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经销商
热轧带肋钢筋（代理河北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承钢、凌源钢铁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28号

院2号楼17层1701至1707室
王健楠 010-51812055 13581655983 457014765@qq.com 9111010710230219XF 30000

2022电商1182 武汉巨精机电有限公司
代理商

贸易商

电力工具（代理：河北金泽电

器有限公司产品）；仪器仪表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

1号
杨丹 027-83602672 18243184135 mail@jujing.com.cn 91420112714599350C 5000

2022电商1183 齐齐哈尔市哈成商贸有限公司 贸易商
成套电气设备、机电产品（代

理河南省中原智能电气科技有
黑龙江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

飞鹤商服1号楼7号门
赵向晖 ‘13653971627 13653971627 hcsm1666@163.com 9123020532582434X5 1200

2022电商1184 北京坤翔兆隆商贸有限公司 贸易商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

、电力金具、电气设备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北路5号1栋

139室
李然 010-63899078 18910227605 kxzlsm@163.com 91110106681205721B 1050

2022电商1185 北京欣伟恒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贸易商
机械设备、建筑材料、通讯设

备、电子产品、金属材料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王四营

村村南综合区C225
赵清霞 010-85577728 15901318410 791962970@qq.com 91110105335435719D 760

2022电商1186 北京和力瑞泰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
钢材、不锈钢螺栓、金属导管

、镀锌导管、橡胶制品
北京

北京房山区房山工业园区西区

顾八路甲1号-E84
张爽 010-87367571 13051788217

13501280942@163.co

m
91110111672391841R 50

2022电商1187 北京峻博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 化学锚栓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一区2号楼11层1101-
张飞飞 010-83215787 18710066991

18710066991@.163.C

OM
91110106MA005N3494 100

2022电商1188 北京雄坤铁电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
电子、通讯设备、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化学锚栓、防火阻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16号院2

号楼4层409
李国雄 010-83634839 18210988834 183221710@qq.com 91110106330315291x 510

2022电商1189 天津市腾喆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  型材、板材、螺纹、线材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京津路与

龙洲道交口西北侧长瀛商业广
李忱阳 022-58262596 15822400241 719317768@qq.com 91120113058738067D 500

2022电商1190 山西汇兴达物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
电线电缆（代理无锡市华美电

缆有限公司产品）；
山西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府兴路中

段四百号商铺1幢4层
李军青 010-67715335 17701035050 758135286@qq.com 9114070009753733XH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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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191 河间市丰圣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
钢材、铁路专用设备附件、电

线电缆
河北 河北省河间市京开北路东侧 刘亚峰 15030880506

M15030880506@163.c

om
91130984MA097XQT6J 300

2022电商1192 北京绿洲浩程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 五金电料、建筑材料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南里甲2

号院3号楼二层219C506室
张建立 010—63872813 18001326186 zhang23213@126.com 91110106575207360F 500

2022电商1193
北京京华耐建筑陶瓷销售有限公

司
销售商 陶瓷制品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闽龙陶瓷

总部基地C区18号
徐德军 010-87386065 13911880557 xudejun@huanai.com 91110108723958343K 500

2022电商1194 保定市久丰物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
五金交电、橡胶制品、建材、

电动工具
河北

保定市莲池区三丰路五金机电

市场4号楼C-2
宫志瑞 0312-7919912 18631272266 jiufengwz@163.com 91130606787013488w 500

2022电商1195
通号（西安）轨道交通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经销商 信号产品 陕西

西安市航天基地航天大道59号

金羚大厦801室
李西娟 029-82363839 18709269676 li_xijuan@163.com 916101383219839178 90305

2022电商1196
太原市京丰铁路电务器材制造有

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道岔转折设备及安装辅材 山西 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店村东 郄洪涛 0531-3937763 13834579011 tdqht@163.com 91140108731935643H 10890

2022电商1197 湖北绍新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中性点接地装置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堤东街

286号
叶  璟 027-88118745 13971024430 Info@shaoxin.com 91420000706806399H 3030

2022电商1198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中性点接地电阻成套装置、消

弧线圈成套装置、变压器油色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4399号 张中义 021-64420099 18017599780 syec@vip.sina.com 91310000607671222U 76321.5782

2022电商1199 山东泰开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小电阻接地装置 山东 泰安东部开发区创业大街9号
王炜、付家

一
0538-8933780

17353888252、

13854870617

17353888252@163.co

m
91370902783469322M 30000

2022电商1200 上海市高桥电缆厂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上海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工业园区

文兵路212号
肖庆福 021-37751110 15821726692 2207452557@qq.com 91310117133556301W 23200

2022电商1201 西安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电动转辙机、外锁闭装置及安

装装置、安全型继电器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3号 李西权 029-82362412 13152096039

xaxh@xrsf.com.cn/1

3152096039@163.com
91610000220530150R 85340.8786

2022电商1202 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转辙机，智能电源屏，车辆减

速器
天津 天津市东丽区驯海路1199号 莫非璠 022-60403601 18102022508 trsfscb@126.com 91120110103061252H 18923.98

2022电商1203 河北火银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建筑材料、五金电气产品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永安村

中心路与车站西街交叉口北行
王伯乾 0311-83838781 13910234118 765421212@qq.com 91130105MA08EHG68W 5000

2022电商1204 中铁国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快活岭工

业园
黄李路 0799-7678998 15881159754 ztgcjycl@126.com 91360323685986123F 8000

2022电商1205 萍乡电瓷厂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瓷绝缘子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上埠镇 欧阳必生 0799-6396222 13907996652
pxdcc2009@163.com.

cn
913603237391559599 2580

2022电商1206 河北冀胜轨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河北省饶阳县北官庄工业区 赵士雷 0318-7252613 13722816963 hbjstlgs@126.com 91131124681389700A 5867

2022电商1207 饶阳县光信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 河北 饶阳县五公镇北官庄村西北角 纪腾娇 0318-7252478 13833807110 ryguangxin@126.com 91131124073740675U 3100

2022电商1208 北京航信伟业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伴热系统、复合硅酸镁保温

材料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2号

院1号楼5层501
刘佳 010-57712106 13910321143

13910321143@126.co

m
911101078022981000 2000

2022电商1209 太谷县振华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接触网配件、电力金具、预绞

式金具（代理石家庄华能电力
山西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阳邑村 郭强 0354-6212288 18503417666 386710026@qq.com 91140726772524621F 5000

2022电商1210 保定市鑫跃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加工配电、变电金属结构件

（铁附件）

河北省保

定市

保定市莲池区天威东路1188号

商用
张彬 0312-5938580 15733233324

xinyue5088262@163.

com
9113060679843611XD 1000

2022电商1211 扬中市新天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母线、低压开关柜 江苏扬中 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长虹路 吴桂芳 0511-88417066 13861363630 394251561@qq.com 913211827039616765 10800

2022电商1212 中铁十局集团物资工贸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材料 山东
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59号中

铁财智中心8号4-5层
姬通 13356685191 sjdqhjykf@sina.com 9137010075178474XC 15000

2022电商1213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变、开关柜、变压器、分区

所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36号
卢羲 0532-89083628 18653208113 tgood.kf@163.com 9137020075693361XY 104071.0713

2022电商1214 沈阳华讯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商 动力及环监控系统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沈州路99号太和

大厦B1301
李鑫 024-62168561 13998806025

13998806025@139.co

m
912101037507780064 5000

2022电商1215
北京鼎兴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制造商代

理商

铁路数据通信网流量智能分析

系统、工电一体化基础设施智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1号院3号楼2107室
吕宁 010-52268600 13581736758

liufeihong@topnetw

ork.com.cn
91110106690810034W 5100

2022电商1216 杭州阿启视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可视物联网大数据平台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建业路

511号华业大厦1608室
何敬山 0571-86633666 15651116008

hejingshan@argeson

e.com
913301085966350573 5000

2022电商1217 宝鸡市睿盈工贸有限公司 制造商
肩架、地脚螺栓、电缆支架、

电力钢构件、变电站钢构架、
陕西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姬家

殿工业科技园
强敏 0917-6735991 13335375220

ryinggongmao@163.c

om
91610303748622707Y 350

2022电商1218
济南铁路天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铁路数字专用通信系统、转辙

机缺口光电监测报警系统、铁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西路

699号神思科技园研发生产楼1
朱志行 0531-88877698 13854195229 jttlgx@163.com 913701002644062825 5100

2022电商1219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信号设备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技园汽车

博物馆南路1号院B座7层
李实 010-50805248 18010262751 lishi@crscd.com.cn 91110000102173949P 136000

2022电商1220 黑龙江瑞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绝缘移频轨道电路设备；车

站电码化设备；微机计轴设备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

中区长江路368号1512室
赵婧彤 0451-86440063 13644577129

yingxiaoburs@163.c

om
91230199712027009U 18408

2022电商1221
北京西南交大盛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区间综合监控系统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知行

大厦10层1001室
马朋飞 010-51824598 18618190025

mapengfei@swjtu-

richsun.com
91110108556883339P 8000

2022电商1222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纤、光缆 江苏
江苏省吴江区七都镇亨通大道

88号
沈聪 0512-63801492 13921373588 mail.htgd.com.cn 91320500608296911W 195274.5341

2022电商1223 北京路通盛兴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综合支吊架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44号

一区89号楼科教楼1层109室
孙玉鑫 010-57227850 13522315263 348633325@qq.com 91110108069645480W 1000

2022电商1224 上海欧蓝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钢塑复合管、不锈钢管 上海市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2999号3

号楼203室
邓玉峰 021-60820258 18621564679 oulan@oulansh.com 91310000763021395T 5000

2022电商1225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
服务商 招标代理服务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16号 齐斌 010-63978836 13502161282 634348562@qq.com 9111011767964467X1 6451

2022电商1226
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江西环保

分公司
制造商 声屏障类产品、隔声窗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工业园西

区
刘翔 18992755212 18992755212 91360323MA38N30C14 —

2022电商1227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

庄四达分公司
制造商

铁路设备材料；施工工机具、

仪器仪表 ；电气化铁路腕臂、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

街23号
安小旭 010-51858026 13933018877 1246276777@qq.com 9113 0105 MA090 2CW9R —

2022电商1228 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 安徽省
明光市经济开发区清平山路以

西、八岭湖路以南、嘉山大道
梁维强 0550-8099008 13718774890 358707972@qq.com 91341182MA2PBNQU7B 20360

2022电商1229 中创智维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AI+装备（含配件）、华为产品

（代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产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16号

1号楼B216室
刘兴泽 010-59440381 13370187355 zonghebu@sjgtw.com 9111010833548318X4 5000

2022电商1230 湘潭市和信标准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预埋件、螺栓紧固件 湖南省 湘潭市九华经开区吉利路26号 潘珂 0731-52587768 13755063085 Panke3313@163.com 914303007580285172 1000

2022电商1231 北京富鼎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销商
通风空调设备、配电柜设备、

气体灭火装置设备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丰路

68号院和谐广场南侧办公楼8
靳晨光 13633510693

zdc13633510693@163

.com
91110106MA01Q7D8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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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232
安平县鑫翔金属网业制造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防护栅栏 河北省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正饶路后

张庄路口
孟卫勇 0318-8558323 15733646999 516442322@qq.com 911311256746842858 5009

2022电商1233 保定博为世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系统一二次设备、能源设

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电力
河北 保定市向阳北大街2999号 赵英杰 - 18932663933 - 	9113060578256044XA 1000

2022电商1234 北京道和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商 无人值守智能监控系统 北京
北京市西二旗领秀新硅谷C区

13号楼105
何颖 010-88861352 18710105787

admin@chinadaohe.c

om.cn
91110108799968900K 1200

2022电商1235 北京东峰英杰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电力贯通电缆线路在线故

障定位系统；铁路电力架空线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

恒业八街6号院4号楼A座401
李文 010-83316307 18811103320 dfengine@126.com 91110112352986221R 5000

2022电商1236 北京国辰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信息专业系统设备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

区永安路20号3号楼A-7786室
靳远 010-69841212 18600360069 jy0069@qq.com 91110109MA01QUH423 2000

2022电商1237
北京海博智恒电气防火科技有限

公司
制造商 电气火灾设备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

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
王洁 13426411264 13426411264

13426411264@163.co

m
91110112769913597K 1000

2022电商1238 北京京铁宏远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给排水材料及设备 北京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焦庄村西

大件路北侧1号楼3层330
弓建亮 010-68668806 13718606764 914318623@qq.com 91110111666927208L 1000

2022电商1239
北京君宸嘉盛机电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代理商 多联机 北京

北京市通州区北杨洼251号2幢

4层404A室
宋兰莎 13810704063 13810704063 86142778@qq.com 911101053529447932 500

2022电商1240 北京梅锡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BAS系统设备 北京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科星西

路106号院6号楼11层1113
代丕锡 13911260534 13911260534

13911260534@163.co

m
91110108082883475R 500

2022电商1241
北京派捷暖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商 供暖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10号中国

农大国际创业园2号楼2层2068
薛国涛 010-60775880 1366163737

paijie@paijie.com.

cn
91110108700195064M 1018

2022电商1242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 代理商 门禁系统设备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3号中国

卫星通信大厦B座15-19层
李踊刚 010-88087755 18610329922

BMAC-

bgs@bmac.com.cn
91110000801145381H 21987.0744

2022电商1243 北京特高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分集水器 北京 张家湾镇土桥村东 王桂苹 010-61566611 13366372580 tegaosale@163.com 91110112600062408G
192万

美元

2022电商1244 北京铁达信电气有限公司 代理商 绝缘护套、预绞丝、防松螺母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号12号

楼4门101
王明烨 83663321 13269087868 tiedaxin@126.com 911101085530687427 1000

2022电商1245 北京万德福电器开关厂 制造商 配电箱柜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任李路

161号
陈翠琴 010-88455061 15926679361

chencuiqin@bjwdfdq

.cn
91110113600413597M 5050

2022电商1246 北京莹光万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造商 售票厅 北京
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市场街29

号
张浩宇 010-64961501 13588109048 ygwnco@263.net 9111010972145378X0 3000

2022电商1247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

开关厂）
制造商 电气成套高低压配电柜 江苏 江苏省常熟市建业路8号 范良翼 0512-52846816 13862330190 cskg0001@cs-kg.com 91320581142037132W 38130

2022电商1248 常州盛蓝宇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代理商 塑料管制品、化学锚栓 中国江苏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亚新村

委亚新工业园5号
刁九兰 0519-85339987 13585300651 czslyjgjmy@163.com 91320402MA1MMEUM8G 2000

2022电商1249 成都大唐线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漏泄电缆及配件 四川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10号
肖斌 028-87830882 18501553400

xiaobin@datangcabl

e.com
91510100782679379M 11612.40946

2022电商1250 成都洪业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 成都
成都市金牛区顺星街28号1层

附8号
唐雷 18508390885 18508390885

18508390885@163.co

m
91510106MA69EP406G 520

2022电商1251
成都瑞尔维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

司
制造商

宽频电能质量综合治理装置，

谐波滤波装置
西南区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

道5号2栋2层2号
王长春 028-64023673 13281837356 68060670@qq.com 915101000866548647 500

2022电商1252 成都信雅达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泵 成都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22号21

楼2103号
罗灿 15215157050 15215157050

15215157050@163.co

m
91510107069787454J 500

2022电商1253 电科北方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环网柜、配电箱 北京
北京市密云区工业开发区大盛

路207号
蔡小燕 0572-8831522 18205829931

sunyantao111@126.c

om
9111022873347801XQ 5170

2022电商1254
鼎信拓（天津）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
代理商

防坠落装置、接地装置、管材

管件、五金产品、电缆附件
天津市

天津滨海民营经济成长示范

基地会展经济中心416号
赵志强 / 13132548989 zzq@bjmeileda.com 911201120936060784 5000

2022电商1255 高碑店市八达电气化器材厂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专用工器具产品 河北 高碑店市横上开发区357号 王英 0312-2859669 13803123670
badadianqihua@126.

com
91130684789834044C 2200

2022电商1256 广州广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水阀 广州
广州市黄埔区花轮一路2号金

融大楼南座908房
王遵 15626127031 15626127031 2911788958@qq.com 91440101MA59TBDW71 1008

2022电商1257 杭州宜杉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453-1号4层426室
孙欣 - 13600529857 hzystech@163.com 91330108MA27WG6036 200

2022电商1258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 湖北省
武汉市硚口区硚口路162号葛

洲坝国际中心17楼
胡索敏 027-83868608 13995552598 361237910@qq.com 91420100744768688R 63762.98188

2022电商1259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道岔监测装置 合肥 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1682号 诸葛战斌 0551-65256623 18505511699 409216949@qq.com 91340100726317672P 6506.3

2022电商1260 河北昌通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商
各种型号锥形水泥电杆、等径

水泥电杆、水泥三盘
河北省 保定市满城区南韩村镇尹固村 刘垒 0312-7081055 18031217598 181931281@qq.com 91130607347888459L 7000

2022电商1261 河北恒固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金具、标示牌、安全工器

具、驱鸟器
晋州市 河北省晋州市东小留 聂健康 031184398585 13933065988

13933065988@163.co

m
911301837995857822 3020

2022电商1262 河北鸿泽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及配件、信号连

接线、钢结构基础、水泥制品
河北省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八区72号
赵振峰 0318-7252928 13833849799

hebeihongzetielu@1

63.com
91131124MA0A4QY647 3888

2022电商1263 河北康程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经销商 服装.鞋帽.安全带 石家庄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光华路

195号泽龙大厦316室
曹金堂 13931888783 2393626555@qq.com 91130102MA08ANLM5K 300

2022电商1264 河北能铭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柱配件、紧固件、五金工具

。
河北隆尧

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魏家庄

镇南丈村233号
赵叶梅 19912027111 771455597@qq.com 91130525MA0FKPR77M 2500

2022电商1265 河北天锐轨道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触网零部件、金具、坠砣

（铁、复合）、防松螺栓、工
沧州市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雁翎工

业区南区
高阳 0317-2650505 15350795888

hbtianrui5188@163.

com
91130982MA09G9787T 6000

2022电商1266 河北雄安联华商贸有限公司 经销商 五金电料、消防器材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雄县米家务乡米

北庄工业区018号
董卫平 18600739387 861127222@qq.com 91130629MA0CRW5P9L 1888.00

2022电商1267 河北一坤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户外交流高压跌落式熔断器 石家庄
石家庄市桥西区振头三街阳光

中加一巷1号
张娟 13831191352 13831191352 438956787@qq.com 91130104MA0F90TA6M 2000

2022电商1268 河北宇龙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支架 河北
文安县史各庄镇金三角工业园

区
高小兵 0316-5322080 13932688118

13932688118@163.co

m
91131026735616973K 3000

2022电商1269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无线系统设备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

路589号
段文刚 0311-82175589 18531120120

shangdan@hbfec.com

.cn
91130000104360801H 20000

2022电商1270 河间市宏途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生产商
电缆桥架、电缆支架、走线架

、铁件、预埋件及附件

河北省河

间市

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北石槽乡

邓各庄村西
崔胜杰 0317-3824688 15231770916 2628187511@qq.com 91130984685742794B 1540

2022电商1271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开关柜、隔离开关、调压无功

补偿装置
河南 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王江印 0374-6108387 18603812016

wangjiangyin@hnsye

c.com
914110007270019876 92975.6977

2022电商1272 菏泽卢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架、加工件 菏泽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侯集回族镇

卢庄村
卢现印 15169782626 15169782626

15169782626@163.co

m
91371721MA3RA5U57E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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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273 黑龙江瑞为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信号电源系统、智能电源屏、

电码化器材、电源防雷箱、防
东北

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哈黑路16

号宏晟时代广场TB1-TB4商服
唐巧珍 0451-51095526 13904646055 liyang@gtlybj.com 91230109MA1BY6LM4H 3000

2022电商1274 湖北辉盛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支吊架、防火封堵（代理喜利

得（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产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村89-90号1

号楼1-1-4
熊晶 027-86779302 13971288057

13971288057@139.co

m
914201067924283547 500

2022电商1275 湖北精工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商 阀门 湖北省
江岸区黄浦路312号亚安花园1

栋3单元502号
黄三元 027-82880216 13307133678

precision.hb@163.c

om
91420102751843199W 2028

2022电商1276
吉林省丰铁电力金具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铁路电气化配套设备及附件、

电力金具、电缆桥架
吉林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降级开发区

新拓街与西景路交汇
赵建江 0431-81087928 13904333450

jilinfengtie@163.c

om
9122010669779652XJ 3100

2022电商1277 济南光路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信息直采直送系统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凤凰路

2116号海信创智谷2号楼7层
周丽 0531-58165808 13869180597 无 91370100672289118C 4300

2022电商1278 江苏慧聪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空调设备及配件、阀门、风机

、风扇、净化设备、消防设备
江苏

靖江市孤山镇孤山中路110-

111号
刘卫东 - 13951174448 - 91321282589951422L 7000

2022电商1279 江苏润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吊架、桥架 镇江扬中 扬中市新坝镇宜禾路518号 田野 0511-88416555 13605296344
18168619088@163.co

m
91321182MA1WG7D31A 11800

2022电商1280 江苏天碌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桥架、母线、配电箱、箱式变

电站、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
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梅兰东路66号-

13
沈磊 86231839 13062957779 1248747921@qq.com 9132120273227359X6 8500

2022电商1281 江苏永拓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支架、加工件 江苏 扬中市油坊镇先锋创业园66号 何宇龙 13905288561 13905288561 office@jsytuo.com 91321182MA1MCUPH4A 11160

2022电商1282 江苏佑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高低压配电柜、橡

塑制品、管材等
江苏南通

南通市苏通科技与产业园区

江成路1088号江成研发园3号
崔亚荣 0513-88319808 13773749000 122596180@qq.com 91320691MA1XLLGG3W 3500

2022电商1283 景县博海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造商 金属制品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龙华镇北工

业园区内
刘金良 18812088818

18812088818@163.co

m
91131127MA0985096L 3950

2022电商1284 乐清市云山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挂钩、电缆挂架、电缆支

架、配电箱、配电柜
浙江 乐清市柳市镇湖东村 黄一帆 0577-62702498 15088958827 617684349@qq. Com 913303820728851000 10000

2022电商1285 辽宁北电高科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电器元件、高低压成套

设备、电力自动化成套设备。

辽宁省丹东市临港产业园区港

口工业园立业路2-6号
钟启山 0415-3311578 13704129353

163@inbdgkzndqwwgc

.onexmail.com
G1321060100150100W 20000

2022电商1286 辽宁国远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设备、自动化设备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双台路33

号
曹丹 0412-2572157 18741288028

lnas_leo@foxmail.c

om
9121030355819078XN 10000

2022电商1287 辽宁含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五金交电、五金电器、信号指

示及安全标志设备（拿斯特）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沈新东路

27号十里河灯饰城B232
雷少锋 024-31572307 18698877169

ln_hanguang@163.co

m
91210106MA0P542P5M 500

2022电商1288 洛阳市亿阳信号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泥制品、电缆槽 河南 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西马村 马永伟 0379-62559805 1803888929 myw59805@163.com 91410300095146896R 5000

2022电商1289 南宫市路网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玻璃钢制品，橡胶制品，电缆

标桩，SMC复合电缆槽
河北 南宫市薛吴村乡郁家庄 郁振彪 0319-5079265 13932969985

13903290142@126.co

m
911305815673689654 508

2022电商1290 南宫市瑞达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路信号器材及配件、电缆槽

、转辙机防护罩等
河北省

河北省邢台市

南宫市垂杨镇
王春壮 0319-5311889 13932984215 1262297247@qq.com 9113058167994068XF 5010

2022电商1291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枫

林路17、22号
孙权友 - 13901208262 - 91330200728095866K 40500

2022电商1292
饶阳县瑞通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
制造商

各种型号道岔跳线、连接线、

电缆槽、水泥制品、反光标志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
许永光 0318-7252323 13833847423 1151929730@qq.com 911311246958618856 5090

2022电商1293 山东金光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风机 山东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方红东路

东首
韩国立 0534-5018899 18605343775 286281733@qq.com 91371400769723267P 15000

2022电商1294
山东山大华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EPS应急照明装置 山东省

济南市高新开发区颖秀路2600

号6号楼
张光辉 0531-82670017 18560152534 1322012393@qq.com 91370000726230892N 6000

2022电商1295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泵 上海市 上海市宝山区富联路1588号 赵天保 021-33718888 13707172684 2633967849@qq.com 913100001330789016 20008

2022电商1296 上海玖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智能运维设施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1100号辽

油大厦10楼
邵磊 61916699 18616905957

info@jiudaotech.co

m
91310000792703993P 4803.3333

2022电商1297 沈阳德立世电子有限公司 代理商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

信器材、机械电子设备、五金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10号 高峰 024-22598780 18940114822

dls22598780@163.co

m
91210102769557262Q 2000

2022电商1298 沈阳强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设备技术开发及维修维护

服务；计算机及通信系统集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上深沟村

860-2号F7号楼303室
刘泰赓 024-31720028 15840498188

qiangxintongxin@sy

qxtx.cn
91210112MA0XUC2220 2000

2022电商1299 石家庄润博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商 低压配电柜、配电箱 华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晨光路

567号
秦玉明 0311-88020172 13931163960 312337126@qq.com 91130192336097280D 6000

2022电商1300 石家庄市金路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器材、电力金具、金属工

具、铁路配件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张家庄

镇鲍家庄村村南1500米
鲍华玉 - 15030163222 - 91130182669090175Y 6900

2022电商1301 石家庄市平安五交化有限公司 代理商
施工工具、仪器仪表、劳保用

品、铁路线路养护机械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丰收路

81号鼎坚五金机电市场A区6栋
胡晓辉 0311-8621618/9 13833392850 68333458@qq.com 91130102746892164N 500

2022电商1302 泰安电车线厂 制造商
铝绞线、钢绞线、软态不锈钢

丝等
山东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青春创业开

发区
李勇 05538-8575808 13562890162 345237427@qq.com 9137090016641983XD 400

2022电商1303
泰州市阿普勒泰换热设备有限公

司
制造商 波纹管、金属软管 泰州姜堰 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 崔广军 0523-88699266 13801472267 jylzzg188@126.com 91321204MA1NL2MD63 5060

2022电商1304
天津奥帕斯博电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广播系统 天津

天津市河东区琳科中路红星国

际广场1号楼806
任璐楠 022-24180508-817 13821216474 renlunan@tjapsb.cn 91120105596105259K 5000.00

2022电商1305 天津炜杰供应链有限公司 代理商 钢材、螺栓 天津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葛万北路

与津歧路交口润淼佳苑创意中
李晓飞 18131827199 18131827199 1039591337@qq.com 91120112MA071E4H1H 2000

2022电商1306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光缆、通信电缆、漏泄电

缆
江苏

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八都经济

开发区小平大道8号
冯磊 0512-63873676 18901558822 tdhlzw@163.com 9132050071402229K 125046.309

2022电商1307 韦德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冷、空调设

备
浙江

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

园区
马振宇 - 13602074688 - 91330382716170646L 5000

2022电商1308 武汉汉伟利源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风口、风阀，静压箱、消声器

、风机
湖北省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

余泊北路临99号阳逻港华中国
彭姣朋 027-85580499 13871110776 309197895@qq.com 91420103698317527M 3000

2022电商1309 武汉武新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压补偿、电能质量综合优

化装置、电能质量系统，光伏
湖北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工业

园立山路（青龙分场）
杨海洲 027-82341783 13797052021 wx9000@sina.cn 91420116300227565D 10100

2022电商1310 武汉中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进线柜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海口电

力工业园1298号
雷俊 - 18971281199 18439874@qq.com 9142011255198910X7 10600

2022电商1311 西安安程拓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仪器仪表，五金工具，接地防

雷设备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丈八街办锦业路

维萨瀛海1301室
郭林生 029-81140938 13072994405 82445260@qq.com 91610131MA6URBM7X9 2000

2022电商1312 西安西古光通信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缆 西安
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型工业园信息大道18号
李鹏 029-85691220 18010047165 office@fxoc.com.cn 91610131623902115Q 22725.2774

2022电商1313 湘潭市上正阀门有限公司 制造商 水阀 湘潭
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工农村枞

树山三工区
史联军 13317325666 13317325666 xtszfm@126.com 91430300051660885X 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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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电商1314 扬中市长江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支架、线槽等 江苏
镇江市扬中经济开发区

扬中大道兴隆段189号
张新民 0511-88021257 13519114518

zhang13519114518@1

26.com

9132118272

22509688
12600

2022电商1315 益阳市通达铁道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商 铁路工务、电务机具 湖南
益阳市高新区鹿角园路口铁道

生活区院内
徐勇军 15675324297 15675324297 964879335@qq.com 914309005702552918 3000

2022电商1316 长春市瑞夏贸易有限公司 代理商
模板，木方，五金，电料.钢

材.管材.型材.电动工具.手动
长春市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洋浦大街与

合肥路交汇处东方广场城市综
夏中成 / 13516206071 762521231@qq.com 91220106MA0Y3BWQ04 5000

mailto:964879335@qq.com#


2022电商1317 浙江菲达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交流低压开关柜、PLC程控柜、

检修箱、照明箱、保温保护箱
浙江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牌头镇新

升村植树王自然村
胡骞明 0575-87216656 13567583055 fddq@feifsep.com 91330681750323896D 3000

2022电商1318 浙江赛日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偏心式自锁螺母 浙江
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义东

工业园区思源路523号
丁正庆 0579-83139113 13857969899 2198393263@qq.com 91330782577723078T 5288

2022电商1319 郑州讯飞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器材 郑州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八卦庙村

村东
孟彬彬 0371-86182871 13837907092 zzxftl998@163.com 914101030533599733 1500

2022电商1320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工业

应用机器人、电力自动化系统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政通路

135号E座405室
项文杰 - 15611111003 - 91370300787160568U 11478.4535

2022电商1321 青岛中天斯壮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铁塔配件、铁塔制造 华东 青岛市胶州市北关工业园 肖佳 (0532)82281166 13811018340 histro@126.com 9137028173059666XY 10000

2022电商1322 河北畅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及桅杆 河北省 武邑经济开发区兴旺路11号 冯雪松 0318-2171799 15369886911
fengwenlei001@126.

com
91131101734368787T 12508

2022电商1323 饶阳县建吕铁路 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信号连接线、电缆槽、标志牌 河北省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北

官庄村一区 57号
纪微笑 0318-7252 920 15614801866 838350353@qq.com 91131124067015696J 5500

2022电商1324
江苏海迅铁路器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商 钢轨扣配件 江苏省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东海大道

（东）18号
丁宁 0513-69889850 15262894003

dingning@chinahaix

un.com
913206007168121000 20000

2022电商1325 保定正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附件、高低压成套设备 河北省
保定市乐凯大街2999号电谷科

技中心4号楼D区623号
张健 010-56674995 15300138871 bjjpxl@163.com 91130605MA0FU2BP4R 6000

2022电商1326 南通赛普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缆桥架、PVC阻燃穿线管 江苏省 海安县海安镇大里村工业园区 崔亚荣 \ 13773749000 1020644848@qq.com 91320621MA1MDFDX3X 3000

2022电商1327 河南德恩利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力杆塔、电杆、电气化铁道

接触网混凝土支柱、钢支柱、
河南省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创业路中段

路南
侯洋洋 0396-6220588 13886156689 hndelee@163.com 91411721MA3XC58Q5P 1000

2022电商1328
中科兆和电力技术（山东）有限

公司
制造商

同相供电系统及设备；

柔性互联和电能质量治理系列
山东省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济南片区港兴三路未来创业广
隋明飞 \ 13562111509 ZKZHKJ2020@163.com 91370100MA3U85CQ6N 1000

2022电商1329 江苏江兴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及电

力金具
江苏省

江苏省兴化市周庄镇薛祁路

288号
凡杰 0523-83745556 15298549900 37382241@qq.com 913212817039827843 10060

2022电商1330
重庆盛铁宸科技

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坠砣 重庆市

重庆市合川区盐

井街道花园三支
向 征

023-4271

9819

186234323

53
2432499415@qq.com 91500117MA602JER02 2000

2022电商1331 武汉楚烽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不间断电源、应急电源、通信

电源、高压直流电源系统、稳
湖北省

洪山区书城路56号昊天大厦第

六层604号
欧阳尔蔓 027-87888165 18627809999 wuhan@castuos.com 91420111685409553K 3002

2022电商1332
德力西集团包头昆仑电器有限公

司
经销商 高低压配电系列（配电箱

内蒙古自

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

南排商业街（白云路西）-30
陈方存 0472-2131605 13904721221 1012216666@qq.com 91150203756689362F 2100

2022电商1333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制造商

格构式钢柱、H型钢柱、硬横梁

、吊柱、钢管柱、肩架、接触
北京市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

号七区10-11号楼
李军杰 0311-89172621 15003219015 dhyshg@163.com 91110106101298723K 13349.34

2022电商1334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石家庄曙光分公司
制造商

格构式钢柱、H型钢柱、硬横梁

、吊柱、钢管柱、肩架、接触
北京市

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四街龙

泉路11号
李军杰 0311-89172621 15003219015 dhyshg@163.com 91130185MA07LJM26X /

2022电商1335 武汉亿之烽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接地模块、离子接地极、放热

焊接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09号

御景名门3幢22层25B号
胡轶峰 027-88085939 13476108119 whyzfkj@163.com 91420111669542354Y 3000

2022电商1336
保定市斯德尔电气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制造商 二次设备、保护监测产品 保定 保定市惠阳街369号 张聪瑞 0312-8916899 18633246837 www.chbdstyle.com 911306025909801322 1000

2022电商1337 北继德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制造商 高、低、中压开关柜 北京市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顾八路一

区7号
罗建平 010-61397011 13146598333 3040397079@qq.com 91130701MA08P0UD8J 10800

2022电商1338 北京高通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金属制品、五金交化、代理防

雷产品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路9号安

华景苑饭店3038A室
张玉荣 / 13831899997 gtsf888@163.com 911101023397427321 600

2022电商1339 北京昊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代理商

照明设备（灯杆、灯具）；配

电设备（配电箱柜）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

天工大厦B座9层
张莉 010-62216098 13701018628

holyland_china2020

@yeah.net
9111011576010454X1 5080

2022电商1340
鑫源太和（北京）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
代理商

智能开关设备、配电自动化终

端、一二次融合成套设备、低
北京

北京房山区良乡长虹西路翠柳

东街1号-3723
肖钧轲 18901330233 410954052@qq.com 91110111MA00AXFL99 5000

2022电商1341 河北金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箱式变电站、高低压开关柜、

配电箱
河北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商业大街

西段路北
李敬伟 0319-4562555 13731095221 hbjjdqgf@163.com 91130527791395722E 5682

2022电商1342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系统、数调设备 广东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

学城南云一路16号
王曙东 020-35812846 18126856964

wang.shudong@ghtch

ina.com
914401016184278582 20764.2172

2022电商1343 河北弘飞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商
35KV电力电缆、10KV电力电缆

、低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
河北省 河北省枣强县唐林工业区 安保全 0318-6125621 13932186968 hf@hbhongfei.cn 91131121745403920H 21000

2022电商1344 浙江华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化学锚栓、后扩底锚栓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北

路188号4幢6-120室
蔡梦莉 0571-087958769 15957115558 1351824915@qq.com 91330106MA2J2TLR2T 2000

2022电商1345 石家庄玥凯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商
建筑材料、安全工器具、电力

金具、螺栓、标牌
河北

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桃园镇

西台村村西
成立强 15030189940 362104037@qq.com 91130183MA0D7B7798 5000

2022电商1346 河北中创塔业有限公司 制造商 通信铁塔、视频杆 河北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和平中路

47号4幢5单元3层302
杨遵华 0318-4430055 18603183553

zhongchuangtaye@16

3.com
91131102MA0DTKUD9Y 11000

2022电商1347 扬州亨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商 仪器仪表 江苏
江苏省宝应县软件信息产业园

淮江大道2号
张学彬 0514-88263896 13502186275 yzhengfa@126.com 91321023765141876H 3000

2022电商1348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服务提供

商

IT 和 CT系统集成 机房建设

视频会议 智能化建设 软件开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3号

楼15层1501
毛廷玉 / 18249371380 xxpt@dhcc.com.cn 911100007226188000 311500

2022电商1349 广州麦科凌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制造商 复合绝缘子 华南
广州从化区太平镇平中路339

号
朱灿镳 020-87802755 18928963886 powermpc@163.com 914401017534633768 7100

2022电商1350 河北涵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商 通信设备，安防监控产品 石家庄
石家庄市高新区湘江道319号

天山科技工业园孵化器A座01
刘继华  13323119072 Notesbook@126.com 91130101MA0F0JNRXN 5000

2022电商1351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线电缆、塑料粒子、电缆用

辅助材料、电缆用盘具
江苏省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工业A区

18号
王安祥 13572455310 447659676@qq.cin 913202822503239105 20934

2022电商1352 扬州市铁润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制造商
光线缆走线架、综合机柜、固

线器、光缆接续盒、光缆终端
江苏省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工

业园区
吉鉴清 13813168173 2841259585@qq.com 91321012588495496A 3080

2022电商1353 浙江台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商 消防器材 浙江省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

（农发区）春潮路16号
周志平 0573-87969179 18657313266 infq@tyst.cc 91330481779395172D 5006万

2022电商1354 天津开元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代理商 电缆附件 　天津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

中心大道与东五道交口东北侧
　许建 18649068099 18649068099 　kydqtj@163.com 　91120118MA05N6MR4X 1018

2022电商1355 福州亿得隆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商
GIS SF6在线监测系统、SF6微

水在线监测系统、GIS局放在线

福建省福

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C区30号楼五
　蓝程 0591-63175829 13850138760 　YDL100@ZGYDL.COM 　91350103058429969Q 　5001万元

2022电商1356 泰科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制造商 电力电缆附件 江苏昆山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阳光中路

424号
　靳然 18101193353 　ran.jin@te.com 　9132058371150554X4 　800万美金

2022电商1357 北京万相融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
旅客信息服务集成控制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视频监控系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29号维亚

大厦12层080室
郑娟 　010-88895560 15611057484

　

service@winsion.ne
　91110108682899227N 6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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