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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是晋城市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投资创办的高科技

工业园区。园区位于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占

地面积约 1136 亩，园区分 A、B 两区建设，

共 建 成 厂 房 20 栋、 餐 厅 3 栋、 宿 舍 11 栋，

以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

平方米。园区内配备超市、网吧、运动场、集

中浴室、停车厂等生活设施。自园区开工建设至今，富士康科技集团累计完成投资 197.5

亿元，其中厂房投资 29.2 亿元，设备投资 116.3 亿元。

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 B 区 2006 年 3 月开工建设，2007 年初投产运行，2008 年

底全部建成。B 区占地面积 536 亩，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主要产品包括光通讯连接器、

光学镜头模组、自动化设备、精密模具等。2020 年，B 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56.7 亿元，其

中光通讯产品 2.57 亿元，精密模具 4.16 亿元，手机摄像头及相机模组 49.84 亿元，自

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

动化设备 0.12 亿元。目前，B 区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光通讯连接器、光学镜头模组生产基地。

在 B 区全面建成达产的基础上，2010 年 8 月，晋城市与富士康集团就 A 区项目达成

投资协议。A 区位于 B 区以北，占地面积约 6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A 区项

目自 2011 年 4 月开工建设，现已有精密刀具、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机构件等项目进驻

投产。2020 年，A 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54.5 亿元，其中精密刀具 3.63 亿元，工业机器人 1.46

亿元，智能手机机构件 89 亿元。

多年来，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始终秉承“长期、稳定、发展、科技、国际”的发展战略，

发展成为集机、光、电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园区，拥有全世界最新的全幅对焦技术、液

晶透镜技术、压电自动对焦技术、世界一流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并掌握着世界领先的刀具

设计、加工、涂层、测试、检测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园区先后获得“AA 类管理企业”“纳

税重点企业”“环境保护先进集体”“和谐企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等省、市、区级荣

誉奖励 30 余项。2020 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6 家，工业总产值达到 151 亿元，

进出口 32.7 亿元，解决就业 3.35 万人。

光机电产业落地
Optical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dustry landing projec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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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始建于 1966 年，拥有固定资产 10 多亿元，

占地面积近 150 万平米，建筑面积 20 余万平米，各类

设备 2800 余台 ( 套 )，现有员工 1500 余人，专业技

术人员 500 余名，中高级技术人员 150 余名。

公司在大型高强度铝合金铸造和精密机械加工方面优势突出，拥有三条高强度铝合金

铸造生产线，拥有国内先进的压差铸造设备，可完成各种大型薄壁复杂铝合金铸件的生产，

工艺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拥有美国、瑞士、德国及国内知名品牌的五轴联动数控加工

中心、五面体加工中心、系列大型数控车床等高、精、尖设备，可承担各类复杂零件的加工。

民品产业发展情况

核电阀门产品，公司与 719 所特种设备公司合作开发的 CAP1000 爆破阀、止回阀、

截止阀等产品取得核安全Ⅰ级、Ⅱ级设计制造资质，通过 ASME 认证。

风电制动器产品，确保海装主供应商地位的同时，开发了联合动力、湘电、华仪、太

重等主机厂商 ；在降本提质方面，紧跟风电行业发展趋势需求，风电制动器衬片减振降噪

新配方研制取得成功，性能质量优于目前国内同类产品，制动钳的提质降本方案正在论证

阶段。

特种模具产品，紧紧抓住与航天 703 所的合作机遇，完成多个批次的精密工装模具设

计生产任务，锻炼培养了一支模具设计、生产专业队伍，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煤机产品，装备抢抓机遇，拓展市场，防范经营风险。液压立柱产品市场份额连续三

年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发扬“诚信、求精、协同、创新”的精神，靠一流的技术、优质的服务、良好的

信誉，竭诚与各界同仁携手并进，锐意进取、拼搏奋斗，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顽强的

斗志，谱写公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晋城海装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下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中

国海装）与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淮重工）共同出资成立的大型国有企业，

是企地合作与山西省转型示范项目落地的重要成果。晋城海装秉承中国海装“海纳百川、

装备天下”的企业精神，将为地方产业转型和环境改善做出积极贡献。

晋城海装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正式注册，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要经营风电设备及

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和风力发电设备维护、安装，设计，年产能 30 万千瓦时。公司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开发区金匠街北（江淮重工金匠工业园区内），是中船重工集团海装风

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第八大生产基地，2018 年 10 月正式投产，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2.08 亿元。

实现利润 37 万元。吸收本地高校毕业生 50 余名，带动周边劳动力 120 余名。产品辐射山西、

陕西、河南、河北，将对地方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晋城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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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汉通鑫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创建于 2013 年。公司是以出

口为导向的外向型企业，经营范围为 ：汽车配件、工程机械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 ；模具的

设计、生产、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目前，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欧

洲等市场。

鑫宇公司拥有高水准的模具加工中心、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

100 台套。拥有 4 条全自动化造型生产线，配备中频保温熔炼炉 4 吨 2 套，砂处理成套设

备一套，抛丸清理机 5 台 , 热处理设备 4 台。质量分析、控制中心和配套热处理单元，拥

有海克斯康的三坐标测量机，瑞士赛默飞世尔进口的直读式光谱分析仪、德国徕卡的金相

显微镜、日本撒布浪斯炉前快速碳当量仪、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材料实验机、硬度检测仪、

清华大学计算机控制金相图像分析系统等检测设备共 52 台（套）。先后被国家工信部、科

技部、财政部等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山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等殊荣。

公司经营理念是 ：一流的职工队伍，一流的工艺装备，一流的质量控制手段，一流的

企业管理，一流的企业形象，一流的市场产品，一流的企业效益，作精作大作强，实现精

品效益和规模效益，诚信经营，以人为本。

山西汉通鑫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金鼎高宝钻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高宝钻探）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注册资金

3280 万元人民币（折合约 500 万美元），是由原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澳大利亚全球钻探系统公司（简称“GDS”公司）合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占地面

积 6795 ㎡，主要业务为设计、研发、制造、销售矿用长孔定向钻机、导向工具及相配套

钻杆、钻头等。公司高效集成了晋煤集团作为世界上拥有煤层长孔定向钻机较多的资源优

势和 GDS 公司先进的设计和钻机应用经验，实现煤层长孔定向钻机的一次强强联合，并

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山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

煤炭开采离不开矿用钻机，长期以来，煤矿钻机要全部依靠国外进口。为了解决这一“掐

脖子”问题，高宝钻探利用 7 年的时间，研发生产出了自己的千米钻机，实现矿用定向钻

机完全国产化，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成为一家集制造、

维修长孔定向钻机和配件供应以及提供钻探工程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

山西金鼎高宝钻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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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金鼎天地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原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山

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其中原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20 万元，占公司股权的 51% ；山西天

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出资 980 万元（含有 100 万元专有技术入股），占有公司股权 49%。

公司主要产品为 EBZ 系列矿用掘进机。主要型号包括 ：EBZ-120 型掘进机 ( 安标编

号 ：MEB120074)、EBZ-160 型掘进机 ( 安标编号 ：MEB120073)、EBZ-160S 型掘

进机 ( 安标编号 ：MEB150011)、EBZ-160M-2 型掘锚机 ( 安标编号 ：MEB200074)、

EBZ-220 型 掘 进 机 ( 安 标 编 号 ：MEB120092)、EBZ-220H 型 掘 进 机 ( 安 标 编 号 ：

MEB150014)、EBZ-220B 型掘进机 ( 安标编号 ：MEB210029)、EBZ-220S 型掘进

机 ( 安标编号 ：MEB210028)、EBZ-260 型掘进机 ( 安标编号 ：MEB120091)、ZLJ-

16 机载临时支护 ( 安标编号 ：MEE140014)。

晋城金力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原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10 万

元，原晋煤集团晟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90 万元共同组建的子公司，双方股东按出资

比例各占股权 51% 和 49%。

晋城金力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是集电气差异化检修、电气专业化研发、电气个性化服务

生产基地。公司位于晋城市金鼎金匠工业园区，莅临金鼎路，占地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车间有各种高精度加工设备（车床、铣床、钻床、镗床等）、有国际领先的加载综合试验台，

可供各种电气设备加载试验。公司主要产品有矿用监测系统、矿用隔爆型真空馈电开关系

列产品、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真空电磁起动器系列产品、矿用隔爆型照明信号综合保护

装置系列以及各类矿用高低压开关系列产品。并且拥有井下各种电气设备修理的许可证及

国家防爆检验站颁发的防爆检验资格证。截止目前公司现有 30 个安标证、13 个防爆证、

检修资质证 17 个，生产许可证 1 个（含 3 个系列产品）。

    公司未来将以电气设备修理、常用开关自制化求生存，以高新高端电气产品求发展。

在努力打造标准化生产、实行规模化经营的同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新产品，

开拓新市场，创造新效益。

晋城金鼎天地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晋城金力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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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光机电产业研究院是晋城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独立事业法人单位，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园区正式揭牌。研究院邀请到了范守善、刘明、雒建斌、彭练矛、张跃五

位中科院院士和李军旗、孙国富两位重磅级的博士企业家，形成 7 位院士领衔，30 位博

士加盟的高端人才团队，并共同成立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为研究院的重点项目提供决策咨

询和参谋服务，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大智力引擎。

作为晋城光机电产业的研发和孵化基地，研究院聚焦纳米材料与器件、半导体光电材

料与器件、光机电集成技术与重大应用 3 大研究方向，目前已形成‘研究院＋平台公司’

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格局，2020 年 10 月，研究院获批建设山西省级重点实验室，其先

进半导体光电器件与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项目在晋城开发区正式开工，标志着研究院项目

建设朝着“实质性运作”迈出决定性步伐。

晋城市光机电产业研究院

晋城鸿智纳米光机电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是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二级子公司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联合晋城市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共同成立的以光机电方向研发、孵化为主的专业研究机构。公司研发团队主要来自东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国际一流高校，拥有丰富的相关行业研发经验，对前沿技术、研发方向、

市场应用均有深刻的认知。

公司以机器视觉智能装备和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为主要方向，研发的 AI 智能相机

将智能安防从单维视觉推向边缘感知，再利用云、大数据能力让图像数据产业获得更大的

价值，关键技术包括高速视觉芯片、传感器、人机交互和机电一体化等，其主要运用场景

包括高速工业视觉检测系统、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远程医疗、零停止”流水线加工制造、

智能家居等。

晋城鸿智纳米光机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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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富士康智能制造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

由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二级子公司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与晋城市园区开发区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公司以高端人才培育为目标，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高端人

才培训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晋城市公共实训平台、双师型师资培训基地、

国家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技术推广基地，预计每年可为晋城培

训高技能人才 6300 人次。

2021 年 6 月，学校建立并揭牌晋城市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旨在为退役军人

提供丰富的技能培训课程、就业实践和创业指导等服务，满足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和技能

实训需求，进一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揭牌仪式后，退役军人精密制造培

训班正式开班，依托富士康智能制造培训学校的行业优势和优秀师资，通过培养高端智能

人才，进一步服务轨道交通、航空工业、新材料和世界光谷等领域，打造全省技能培训“军”

字品牌。

晋城富士康智能制造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晋城市国科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于 2020 年 8 月，为国科半导体研究院南京、太原、晋

城三地一体的第四类新研机构之一，该项目是中科院半导体牛志川教授的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 , 由市光机电研究院引进。

研究院围绕第四代半导体锑化物微纳结构材料与量子光电子器件核心技术，致力于研

究发展 ：大尺寸晶圆外延材料、高性能探测与发光器件、多功能光电集成组件、先进应用

系统的全链条技术，力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半导体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科技中心与产业

化基地。

晋城市国科半导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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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亮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6 月，注册资本金 3500 万元，其投资方深

圳市亮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9 月，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是一家专业致力于 LED

电子显示屏模组，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在深圳及

全国设有十几个办事处，曾排行 LED 行业渠道销售排行榜第 6，在业界做出“5:00 下单

6:00 出货”的承诺，并推出了行业内首款销售模组的手机 APP——模组折扣店，致力于

成为国内外 LED 显示屏应用产品市场方案的提供及解决专家。

晋城亮彩在开发区投资 LED 显示屏模组生产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建设年组装 100

亿颗 LED 灯的显示屏模组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约 30 亿元。项目分三期建设。其

中，一期投资约 5000 万元，已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投入生产，年产值约 1 亿元。

晋城市亮彩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9 月，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是由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二级子公司晋城鸿刃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晋城市产业发展基金、晋城市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筹建的混合

所有制企业，主要从事硬质合金新材料，高端智能工具及装备的研发生产。

鸿硕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硬质合金新材料及智能工程装备项目，总投资 10 亿

元，在晋城富士康现有精密刀具生产的基础上，转向大颗粒钨钢耐磨材料的研发、生产，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煤机、挖掘机、盾构机等设备。目前第一条年产 200 吨的工程用超粗硬

质合金生产线已建成投产，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硬质合金 750 吨、成品截齿 100

万支的生产规模，产品技术国际领先，未来将全面超越进口，打造成为国内硬质合金行业

5G+ 智能制造 + 工业互联网相结合的标杆。

晋城鸿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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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富兰地工具有限公司成立于投资建设，其主要投资方东莞富兰地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 7228 万元，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当前精密

刀具制造行业的三大民企之一，为富士康、苹果、三星、LG 等供应商，公司深耕 3C 刀

具和模具刀具细分领域多年，在东莞、昆山、越南和韩国等设立全资子公司，形成了国内、

国际并驾齐驱的发展格局。2016 年 9 月，东莞富兰地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

山西富兰地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用于光通讯 / 光学精密模具加工之刀具的研发与制

造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引入东莞富兰地先进的技术支持，购置澳大利亚 ANCA 五轴

精密磨床 7 台，CNC 段差机 3 台，搭建模具加工制造刀具、工具生产线和附属、检验设备等，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刀具 180 万把，年产值 3600 万元。

山西富兰地工具有限公司

山西新太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创新驱动的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专注于物联网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和研究，深度聚焦矿山、化工、电力、制造等行

业，为用户提供高价值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公司现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

术，其中专利 12 项、软件著作权 40 余项、硬件产品 20 余项，并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

双软企业认证、系统集成三级、安防工程二级、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机构资质二

级、信息安全资质三级、9001 质量体系等一系列资质认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煤矿信息

导引及发布系统，矿用本安型控制箱、报警器、显示屏、摄像仪等井下防爆产品，以及基

于 UWB 超宽带室内定位技术的基站、标签等。

公司现为山西省软件协会会员单位、山西省物联网协会会员单位、山西省电能服务产

业协会会员单位，并与中国矿业大学、山西大学、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中煤科工集团、

中国移动等多家院校实现项目合作和战略发展合作，在晋城开发区建立了高精准定位博士

工作站，并且与中国移动山西公司晋城分公司共同成立了“5G 联合创新实验室”。

山西新太阳科技有限公司



30 31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西安赛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是一家致力于气体安全检测领域，

专业生产气体安全检测报警设备、气体泄漏监控系统、安全技术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专利 19 项，是山西省唯一一家取得公安部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公司产品经国

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计量科学检测研究院等多个部门检验合格，并且

通过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颁发了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书，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

消防、电力、冶金、生物制药、燃气、矿井、食品、交通等行业领域。

安塞科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双光源气体传感监测器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

以双光源传感技术为核心，专业生产气体安全监测设备、气体泄漏监控系统，并搭建智慧

远程安全监控应用平台。

山西安赛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晋元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3 月，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其投资方上海

全友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在上海、深圳等均

有服务网络，是富士康集团光器件设备和配件供应商之一。全友公司致力于开发基于光纤

在通信领域的产品及系统，主要生产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解决方案，点式光纤传感解决方

案，周介光缆报警解决方案，微振光纤报警解调系统解决方案，各类光器件等各类产品。

晋元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光纤传感器生产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建设 2 条

光连接器生产线，日产压合陶瓷制品 20 万颗，连接器 8000 多条，实现年产值 2000 万元。

山西晋元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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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恒辰和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是一家致力于工业物联网大型设备

监测监控、数据智能分析、故障智能诊断、系统集成、软件、硬件开发、综合自动化应用

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先进技术，拥有核心算法 28 种、多

项自主知识产权软件 ；下设西安恒辰和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托西安交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等高校领先的技术支撑，专注于算法、数据智能建模、算力开发应用等，并

建立辐射西北、西南营销中心。公司建立了以太原、郑州、济南、鄂尔多斯、内蒙、贵州、

安徽等地为中心的全国营销网络。

公司自主开发的大型设备大数据分析平台，包括重大设备监控联网系统、大型设备在

线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矿用设备监察管理系统及矿用设备管理系统等，广泛应用于煤矿、

风电、化工、水泥、钢铁、火电等行业，通过建立重大设备监控联网系统，采集设备重要信息，

利用数据融合、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综合分析设备运行状态、在线实时准确识别故障部位

与原因，及时预警重大设备潜在隐患，实现精准监管、过程把控，对我国工业互联网与智

慧矿山的结合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恒辰和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烽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注册资本金 2400 万元，该

公司为深圳烽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产业转移成立的晋城公司，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研发、制

造和销售应用于光通信、5G 移动通信的光电子器件、模块和子系统，以及应用于国防装备、

光传感、激光加工等领域的特殊封装的光电子器件、模块和子系统。

烽通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光电器件封装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公司拥有

800 多平米标准万级净化车间，建立了有源器件生产线，无源器件生产线，拥有自动发射、

接收耦合机台，激光焊接机、平行封盖机、温度循环箱、平面研磨机和各类检测分析仪器等，

相关产品包含同轴封装的各类发射、接收光电器件、蝶形 \COB 等特殊封装光电器件 ；光

纤 Pigtail 组件、WDM 无源器件、光纤跳线、以 及其他 OEM/ODM 光通信类产品。

山西烽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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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翰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其投资方上海璜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5 年，位于上海复旦科技园，公司核心团队由“千人”专家及中国科学院资深研

究人员组成，专业进取，精益求精，用心服务，创造价值。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各类高性能的 CMOS 图像传感器（cmos 

image sensor，CIS），面向工业 4.0、机器视觉、安防监控、医疗成像、军工、色选、

工业自动化、机器人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提供全定制化产品。公司代表产品为高性能线扫相

机、高速相机、高动态相机、高分辨率相机等，具有高分辨率、灵敏度、高帧频、高动态

等优点，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应用技术需求。

山西翰睿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市威讯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注册资本金 3000 万元，是一家

致力于光通信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获得了多项质量体系认证的资质，包括 ISO9001

和 ISO14001，TUV、FDA、FCC、UL 认证，并具备专业的品质分析能力，专业研发、

生产类型光纤连接器、衰减器、MPO、FA、OSA 有源器件用耦合尾纤、Receptacle 等

各类型光器件，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交换互连、高性能计算互连、服务器和存储区

域网络互连、路由器和核心网络的传输接口，是华为、烽火等企业的二级供应商。

鹤壁威讯公司拟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光通讯器件规模化生产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

目前项目正在商讨合作细节筹备落地，预计投产可逐步实现年产值约 2 亿元。

鹤壁市威讯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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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聚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4 月，注册资本金 2700 万元，由杭州聚诚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亮彩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其主要投资方杭州聚诚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LED 显示屏控制系统的 LED 企业，其前身为南京东南大学电子显

示技术中心，可提供各种异形屏和定制化屏的屏体板图及控制方式解决方案，形成更高端、

具有更强展示力和控制力的 LED 显示屏。

聚彩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 LED 商显大屏幕生产制造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元，

搭建 6-7 条 LED 模组生产线，主要生产 LED 显示屏集成模组。目前项目首批设备已到位，

正在进行厂房装修，建成后可逐步实现年产值约 1 亿元。

晋城市聚彩科技有限公司

晋城市欣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5 月，注册资本金 2700 万元，由东莞市百

事通光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亮彩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其主要投资方东莞市百

事通光电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是一家专业致力于自动化机械设备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业制作贴片机生产、电子测试治具（ATE

真空治具、ICT 测试治具、FCT 测试治具）并从事电子设备开发，并在中山、苏州均有分

公司，拥有丰富的机械设计技术与自动化控制专业技术，可提供半导体一体化解决方案 ,

压自动化解决方案、智能化生产系统解决方案等自动化解决方案。

欣彩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显示屏模组及设备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

元，主要生产 LED 生产设备和 LED 显示屏模组。目前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正在进行厂

房装修，建成后可逐步实现年产值约 1 亿元。

晋城市欣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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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众诚智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其投资方天津鸿展精密模具制造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位于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从事光通产品、电

连接器产品精密模具设计﹑加工、生产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富士康一级供应商、

特斯拉二级供应商、美国强生二级供应商、美国莫仕二级供应商。2020 年营收 7200 万元，

纳税 370 万元。

众诚智睿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精密光电连接器项目，总投资 4000 万，配套 39

台设备，建设 2 套生产线，主要生产光纤、光电连接器、接插件、光电传感器及二类医疗

类等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厂房装修和设备采购，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8500 万元。

山西众诚智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联创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 2017 年 11 月，是一家专注于智能矿山产品及服

务体系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

多所著名一流的大学院系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公司遵从“无线通信，数字矿山”的

技术理念，研发出矿用无线遥控系统、矿山远程遥控系统、矿山设备监控系统、井下无人

监控系统、矿用无线通信及防碰撞系统、无人矿山解决方案的六大系列产品，已成功将产

品和解决方案应用于煤炭、有色、冶金、黄金等矿产开发领域。

易联创安公司在晋城开发区投资建设 5G+ 掘进机智能遥控和无人驾驶运输系统生产

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研发和生产 5G+ 辅助运输无人驾驶系统、5G+ 掘进机智能遥

控系统、基于 5G 的综掘工作面智能集控系统相关集成产品。目前，项目厂房装修已进入

收尾阶段，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5000 万元。

北京易联创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