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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无速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控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杰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华毅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篆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一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宝润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天盈华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华泰灯饰有限公司 

常州路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万泽灯具厂 

上海联睿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艾伏特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鸿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华慧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市辉俊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英杰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湖南方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锦灿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开开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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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横栏镇维强灯饰配件厂 

中山市姹紫嫣红灯饰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诺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汉之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安亮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普睿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鑫之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龙霞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高亚灯饰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联合电子器材厂 

北京汇能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欧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苏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殊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国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丹阳润彤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牛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古斯比景观照明有限公司    

溧阳市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英孚电池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江苏欧辉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河南台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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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昶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西泊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广东合申照明集团 

江苏阿尔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星火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力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华创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展煜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天虹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路明灯具有限公司 

广东英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市安辉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能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宝迪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启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河北置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光之国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千喜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久诺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市极成光学有限公司 

深圳市月阳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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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品胜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羯能电池有限公司 

东莞市上普电源有限公司 

江门市赛亚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路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万丰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江苏易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一号电子有限公司 

金泰达五金有限公司 

扬州鑫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诚亚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广东展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昊禹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正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铭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惠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一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锋跃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比斯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赐利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威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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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泰洋灯饰有限公司 

英莱特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市尧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优越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晶点照明灯饰厂 

常州市光纳百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余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通泰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慈溪市赛利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星科集团  

扬州市普视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真美丽灯饰有限公司 

华高线路板厂 

无锡赛斯瑞勒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联想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中祥光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全劲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扬州市海德灯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节耐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莱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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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飞航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恒源照明有限公司 

无锡市永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骏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振源电气有限公司 

常州启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点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戴丽尔照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惠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中山市尚酷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汇能硅胶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东恒照明有限公司 

芜湖光泉科技照明有限公司 

广州君越户外照明有限公司 

浦江县永强水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舜源灯具厂 

余姚市欧源太阳能灯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永强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福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太阳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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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世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大申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立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莱福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广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利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固邦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新辉照明有限公司 

扬州久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力达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维特赛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溧阳市天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市晶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科诺达机电有限公司 

溧阳市康达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红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伏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 168灯饰厂 

深圳市富斯特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大亨通塑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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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使者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奥冠集团 

南京博创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中山市立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波瑞特 LED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珠海金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耐信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锦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鳍片热管灯具有限公司 

江苏神州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东莞市八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办事处 

安徽朗越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凯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静宇鑫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泽誉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瑞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比特锂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四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铭旺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智炫光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辉邦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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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光弄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鸿伟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欧亮塑胶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世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慧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飞天电子有限公司 

安徽汇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川狼五金制品厂 

深圳市华鑫伟天光电有限公司 

常州牟辉照明 

中山市中奥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永泰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志和兴业电子有限公司 

丹阳亚丹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达尔科光学有限公司 

中山市沃顿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威赛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航冠压铸有限公司 

深圳市守恒光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正业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市铂艺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丰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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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治国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尚来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野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辉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博赛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博冠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成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豪阳散热器厂 

丹阳国泰路灯厂 

江苏开元太阳能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普拉多照明有限公司 

深圳市钜力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豪正灯具加工厂 

江苏恒通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汉诚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脉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溧阳市伟航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莹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朗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稳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优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亚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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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茂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瑞宝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溧阳市宏大胶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拜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格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云锦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宏图高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派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丹斯迪新能源有限公司 

珠海市湘友线路板 

深圳天地和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鑫鸿华太阳能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霸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昌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创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聚阳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海通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高超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高超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嘉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里浦电器照明有限公司 

安徽鑫兆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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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视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圣日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深圳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浦莱特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蔓格索太阳能科技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虹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先畅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尚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浩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希翼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远方动力可再生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江苏利特曼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远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明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亿顺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意筑光科技有限公司 

德力源电子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江西省汇亿新能源有限公司 

扬州市永达电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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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松普电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力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成照明有限公司 

东莞市达锂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博精创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銀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邦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邦诚电子有限公司 

西安名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钜富照明有限公司 

山东泰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欣源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均佑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安阳金钟新能源有限公司 

淄博奥宝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洋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象山大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冠奕达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泰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浩瑞德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洲半导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纵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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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泰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亚明照明 

江苏兆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金源环宇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淄博齐源蓄电池有限公司 

保定腾汇灯饰制造有限公司 

太龙智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锂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科捷锂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伯亿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乃尔风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曜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海拓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君策电器有限公司 

扬州镭克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乾坤太阳能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明纬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日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万山锡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通力照明有限公司 

高邮市荣翔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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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华迅照明 

湖北恒生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市光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勤明科技 

深圳市昊轩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创惠仪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大地照明灯具厂 

山东蓝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雷欧光电有限公司 

安徽天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优壹光电有限公司 

江苏通力照明有限公司 

江苏哥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耀忠户外灯饰有限公司 

高邮市荣翔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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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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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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