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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欧维尔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科德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宝润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正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朗鸿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辉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华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松月星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欧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松立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长秦照明有限公司 

扬州瑞科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中祥光电有限公司 

常州汉之光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万丰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金诚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新特艺灯饰厂 

安徽汇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一帆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高亚灯饰有限公司 

江苏飞航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麦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新辉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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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之祥照明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亚明光电有限公司 

常州佳利达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吉远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殊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司记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企迪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扬州特尔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艾诺威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铂艺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博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宸鸿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鸿丽彩照明有限公司 

广州德姆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瑞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市玖松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联浩照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隆晟亮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澎湃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江苏日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鑫聚源灯饰厂 

广东英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巨浪亮化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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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亿鑫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新杰工程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奥姆电子厂 

慈溪市德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国美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丹阳浩宇光学透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鹏程万里照明有限公司 

丹阳祥云明器材有限公司 

中山市高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百视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鼎明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兴佰诺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莱德灯饰责任有限公司 

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金耐特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广州万视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龙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加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轩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迈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隆光照明科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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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舍拜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伏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君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欣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利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三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新特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宝尔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市东恒照明有限公司 

扬州市锦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英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余姚市圣吉灯具厂 

中山市昌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灯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丰巨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中山市丝密特硅胶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同辉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万美达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烨隆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伊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阳森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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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中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中博龙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忠信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珠海绿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冉烁灯具厂 

常州市玉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达林源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润彤照明有限公司 

河北零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炬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惠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益电子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拓尔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万山锡业有限公司 

扬州盈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浦江县永强水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多利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鼎杰铝业有限公司 

常州贝特灯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粤阳压铸有限公司 

常州美而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丹阳路明灯具有限公司 

盐城市汉唐照明有限公司 



2021 第十届中国（扬州）户外照明展            展商目录 Exhibitor directory  

 

6 

佛山市顺德区汇熙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锐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锐辰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扬州市昊禹钢杆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春满江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申亚莱特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志辉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佳维斯（佳玉）灯具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一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鼎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骏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余姚梁弄舜东灯具有限公司 

深圳均佑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常州德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浦莱特（PLT)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瑞迪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双之燕照明有限公司 

宁波晟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贤威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富林华泰照明有限公司 

扬州名祥光电有限公司 

上海品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立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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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圣日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杭州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曼迪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柯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鑫晶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乾坤太阳能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明珑照明有限公司 

安徽润城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亮美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宏圣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中山市东耐特照明有限公司 

扬州市杰耀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山东临沂运营中心） 

中山市丰荣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诺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观池迎春灯饰有限公司 

常州博飞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嘉通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青岛邦运新能源有限公司 

常州苏杉工程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奥森莱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博缘光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展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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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不夜城灯饰有限公司 

常州大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雷林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杨歧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宇曼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诚亚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诚益芯光电有限公司 

常州诚展朋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速腾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西泊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哥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光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瀚古照明有限公司 

丹阳市昊之天路灯器材有限公司 

中山市嘉鸿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钜明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千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孔明芯光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亮美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凌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梦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庞贝捷智慧科技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常州市启邦户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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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控达新能源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市惟兴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凯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扬州东泰电源有限公司 

扬州市浩腾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扬州市锦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歌斯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扬州市尧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也马灯具设计有限公司 

常州亿路通光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永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会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浦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仪光学透镜有限公司 

慈溪鸿伟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艾伏特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市安辉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北极美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腾汇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远方动力可再生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中山博海灯饰有限公司 

江苏畅通亮化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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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润科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钟楼区邹区同进户外照明灯具厂 

慈溪蓝翎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象山大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德通电线有限公司 

江阴市东泽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东卓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茂鸿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漆之彩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福尔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河北驷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古斯比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江阴市国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海畅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海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豪洋电子散热器有限公司 

河北源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川达科技有限公司 

鸿俊电线（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厚德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湖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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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互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华创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灯饰有限公司 

临沂华威照明有限公司 

华鑫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丹阳市华毅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环海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辉达物联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极成光学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特鑫照明有限公司 

江门市凯登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星奇艺灯饰有限公司 

江苏辉俊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华慧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金鼎天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溧阳市康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柯达斯灯饰厂 

江苏瑞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鸿亮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乐盈灯具厂 

镇江新区联合电子器材厂 

联了么（江苏）互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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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联球景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亮彩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灵创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常州路达照明灯具厂 

常州路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路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茂明灯饰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美感电子接插件厂 

中山市慕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欧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能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欧源太阳能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固（品泉）灯饰有限公司 

江苏品胜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品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荣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晶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悦莱嘉 

山东聚昊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山东朗朔照明有限公司 

山东鑫翌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溢博源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凯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2021 第十届中国（扬州）户外照明展            展商目录 Exhibitor directory  

 

13 

深圳市秀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微自然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胜和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晟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舜阳灯饰厂   

深圳市四和泰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松普达电源有限公司 

扬州泰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特威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天浩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天盈华智科技有限公司 

溧阳市天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通力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东莞威浔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光高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立航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扬州市稳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祥好连接器制造有限公司 

小满电子 

万泽灯具厂 

江门市江海区馨美光影照明有限公司 

新乡市鑫润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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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旭球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旭祥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旭盈光电 

中山市潞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亚特兰灯具厂 

山东亚兴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瑞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市无速光电有限公司 

温岭市圣立电机有限公司 

中山市亮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甲壳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英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无锡市永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启诺灯具厂 

中山市横栏镇瑜瑾照明灯饰厂 

芸豆产品设计（江苏）有限公司 

扬州市增辉照明有限公司 

河北沧州尚彩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江门市雷居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旭辉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长烁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真美丽灯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振源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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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都电子散热器厂 

常州智立杰橡塑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奥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繁光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兰奇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光科太阳能灯饰厂 

中山市慧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杰炜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洋灯饰有限公司 

广东银臣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远志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篆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卓宇之光配件厂 

慈溪市鼎力塑胶有限公司 

扬州市纵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储能新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常州云力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余姚市万丰模具灯具厂 

常州双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雷宁普电气检测技术有限司 

中山市玖发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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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冠科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沃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通广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天汇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迪兴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大福灯饰厂 

山东耀鼎光电 

广东华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恒星电池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浙江方大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圣能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英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欧辉（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善能光电有限公司 

上海熙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易尚云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易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力鑫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旭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公司  

江门华芯立稳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华星灯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东菱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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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欧雅景观照明 

深圳市旻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星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八盛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祺鑫电线连接器有限公司 

千棵樱•乾稞樱有限公司 

中山市顺本照明有限公司 

广州丰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科电线厂 

中山市古镇迈伦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市名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辰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晶辉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越景照明科技厂 

广东江右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金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亮美慧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石家庄驰发灯饰有限公司 

安徽鑫旺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元宝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兰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博尔勃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鸿瑞鑫户外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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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源创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拓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炬光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贞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探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新思丽光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绿之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淇稼灯饰厂 

深圳市煜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瑞美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新黎明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悦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景泓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昕美嘉科技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光暖宜家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蓝晶易碳新能源有限公司 

时照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荣伟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卓仪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泉能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碧松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宇轩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南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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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佰昇灯具配件有限公司 

圣腾新能源有限公司 

秦皇岛西威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林威電子有限公司 

广东欧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鼎炬照明灯具科技厂 

中山市梵响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濠恩达电子厂 

江苏安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耀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威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谦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狼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尚源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丽多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摩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尔普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极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金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别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沙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锦灿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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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风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博创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余姚市信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达检测认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荣观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晶茂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千川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冠奕达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易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麦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光耀灯具/宁波光耀太阳能灯具有限公司 

常州茂麟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奥鹿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昭裕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尊阁照明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耘农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曙阳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合力四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诚誉宫灯有限公司 

广东恒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天光电有限公司 

江门市永屹照明有限公司公司 

澳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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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嘉盟电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辉科照明有限公司 

沧州瑞富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龙图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能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佰斯特灯饰有限公司 

Vask Components Hong Kong Company 

常州市凯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睿泽恒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神州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亮彩电子有限公司 

山东博普光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利鑫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铭中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沃博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业青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市云腾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双色智能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无锡昊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晶点照明灯饰厂 

石家庄润盈宫灯有限公司 

宁波奥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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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恒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建庭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合创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姹紫嫣红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立聚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盛露达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特飞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艾笛照明有限公司 

东莞威特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江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电照明电器（广东）有限公司 

高邮市明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星涯光电 

中山市旭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安徽晋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俊豪电线有限公司 

中山市弘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德力源电子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安徽沃兰朵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瑞朗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迈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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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澳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大鸿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龙伟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正松电子有限公司 

海迪科（南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永顺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台基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添虹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凌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磊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富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伯兰克灯饰有限公司 

汇光照明 

万宸灯具配件（中山）有限公司  

扬州市本元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龙仕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珠海金波科创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新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星灿工程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映日光学透镜厂 

中山市光慧设计照明 

广东科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利燊（宏申）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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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之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金铸照明有限公司 

广东晶升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志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炯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泰锐格照明有限公司 

星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光洁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源照明有限公司 

河南宏翔广告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鑫之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煦润照明有限公司 

中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赣南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丹阳新时代照明有限公司 

欧皓防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大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虹谱光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越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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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参展商名录及内容全部由参展商及其代理商提供，组织单位已尽量保证其内

容的准确性，如有错漏之处，主办机构及其代理将深表歉意，但恕不负责。截

止日期 2021年 3月 2 日，以后的简介概不刊登，谢谢合作！ 

                                     

                                             北京励展北方展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