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第132届广交会新能源展区线上展企业安排方案

序号 展品专区 交易团 企业名称

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格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诚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3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宁波启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澎阳泵业泰州有限公司

5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山东中晶新能源有限公司

6 太阳能光伏产品 南京 南京小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东音科技有限公司

9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安徽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10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宁波欧达光电有限公司

1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杰斯特电器有限公司

1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16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安徽 合肥中南光电有限公司

1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玉环尚博能源有限公司

18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省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9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常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20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瑞荣泵业有限公司

2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上古光电有限公司

22 太阳能光伏产品 陕西 西安源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3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常州大华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太阳能光伏产品 杭州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26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浙江双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7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金源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8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29 太阳能光伏产品 辽宁 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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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山东海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慈溪市日兴电子有限公司

3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江苏欧力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3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三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34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州 广州市凯捷电源实业有限公司

35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龙腾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台州阳春机电有限公司

3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西 江西仁江科技有限公司

3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一元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39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佛山市索尔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40 太阳能光伏产品 河北 河北欧尚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41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东莞市天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金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3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尤尼威机械有限公司

4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河北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45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西 山西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6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

4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49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西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50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奥克莱集团有限公司

5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西 江西京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5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亚瑞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3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州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三瑞电源有限公司

55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宇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56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金悦诚蓄电池有限公司

5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嘉科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常州瑞峰新能源有限公司

59 太阳能光伏产品 河北 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

60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西 江西恒力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6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温岭汉德泵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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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河北 嘉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63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卡斯帕新能源有限公司

64 太阳能光伏产品 上海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山东蓝晶易碳新能源有限公司

66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索瑞德电子有限公司

6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浦江中星有限公司

69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州 广州微宏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70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佛山市雷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晟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嘉兴索罗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73 太阳能光伏产品 大连 大连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山东蓝碳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75 太阳能光伏产品 河北 河北绍博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76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腾腾电气有限公司

7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前海澔勉离网电器有限公司

78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山东精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9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州 广州市闽通商贸有限公司

80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宁波康立特电子有限公司

8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苏州浚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2 太阳能光伏产品 福建 福州斯珀尔机电有限公司

83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浙江省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8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盛能杰科技有限公司

85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常州市尊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6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安徽 安徽明美新能源有限公司

87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无锡能电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88 太阳能光伏产品 央企（国机） 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89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泰安市向上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90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奥波环境新能源（无锡）有限公司

91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常州市尚友联谊电子有限公司

9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普光太阳能有限公司

93 太阳能光伏产品 厦门 厦门建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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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佛山市斯奈特能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95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江苏远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6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向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7 太阳能光伏产品 天津 天津中物网络科技股份公司

9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浙江 德清中非经贸港服务有限公司

99 太阳能光伏产品 杭州 杭州萧山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00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徐州市恒源电器有限公司

101 太阳能光伏产品 山东 山东蓝迪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02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迈科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103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中山澳特浦光电有限公司

104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雷摩电子有限公司

105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州 广州市惠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06 太阳能光伏产品 上海 上海奥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7 太阳能光伏产品 广东 广东西力电源有限公司

108 太阳能光伏产品 杭州 杭州炬卡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09 太阳能光伏产品 宁波 余姚市汇昌电器有限公司

110 太阳能光伏产品 江苏 小洋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111 太阳能光伏产品 厦门 厦门艾迪斯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112 太阳能光伏产品 贵州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3 太阳能光伏产品 深圳 深圳市佰瑞纳贸易有限公司

114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济南 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115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浙江 浙江家得乐科技有限公司

116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浙江 浙江科隼新能源有限公司

117 太阳能光热产品 江苏 江苏迈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118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浙江 海宁爱生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19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浙江 浙江神太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120 太阳能光热产品 江苏 江苏贝德莱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21 太阳能光热产品 央企（北方） 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22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浙江 海宁桑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3 太阳能光热产品 浙江 斯帝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24 太阳能光热产品 广州 广州金抡电器有限公司

125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浙江 浙江中广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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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浙江 浙江金桥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7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广州 广州万居隆电器有限公司

128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浙江 浙江创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29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广东 广东日出东方空气能有限公司

130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广东 佛山市欧亚玛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131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广州 广州西奥多科技有限公司

132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浙江 温州蓝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南京 南京朗驰集团机电有限公司

134 风能及其他新能源产品 甘肃 甘肃一德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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