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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起重让世界轻松起来
Weihua crane makes the world easier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红安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Weihua Group Co., Ltd Mr. Han Ho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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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打开这本画册时，请首先接受我们对您的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您此刻正在关注的卫华集团是一个始建于1988年，植根于中原大地，历经20多年的不懈奋斗

脱颖而出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之一。在持续的高速发展中，现已名列我国起重机械行业第一方阵。
卫华集团今天的成功，无不凝聚着社会各界朋友的关爱、信任和支持，无不凝聚着全体卫华人的
勤劳、汗水和智慧。

诚信经营是卫华文化的核心；
用户满意是卫华永恒的追求!
卫华集团以“百年卫华，世界第一”为目标，以诚信经营、精湛技术和先进管理打造优质品

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您需要，卫华都将为您提供满意和放心的产品与服务。我们始终坚信
“以客户为中心，推进顾客成功”才是卫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长久选择，我们将
坚持这样的选择并将为此继续不懈努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客户把信任的目光投向我们。

尊敬的朋友，欢迎您走进卫华，了解卫华。让我们精诚合作，共图大业，携手共创更加美好
明天!

As you open this photo pamphlet, first of all please accept our sincere greetings and heart-felt thanks!
Weihua Group, which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began its construction in 1988. After 20 years of unremitting 

struggle to come to the fore the modern enterprise groups. In continu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has been among the first 
phalanx of the lifting machinery industry in China. Weihua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one of top three groups in crane 
industry. Our success attributes to the hardworking and wisdom of Weihua people and the care and support from friends at 
all walks of life. 

Honest oper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culture of Weihua;
Satisfaction of clients is the eternal pursuit of Weihua!
Weihua group aimes to be one of the famous brands in the world, and to create the high-quality brand by honest 

operation, superb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Whenever you are at whatever time, Weihua will provide you with 
satisfacto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 required. We believe that the everlasting choice for Weihua to be successful forever 
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is to adhere to the belief of “Put clients at the core of work and help clients to become 
successful”. We will make efforts forever with this belief and to attract more confident eyesight from clients at home and 
abroad.

Respected friends, welcome to come to Weihua and understand Weihua. Let us cooperate sincerely to make great 
progress and let us work as one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for you and for us.

Speech by the chairman

董事长致辞

打过一次交道  便是永远朋友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after we have made dealings once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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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行政办公大楼
Administrative office building of Weihu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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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hua group mainly dealing in researching,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the lifting machinery, port machinery, construction-
use tower crane, reducer, etc, and also Weihua Group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nterprise group with the largest 
production and sales volume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brand in China’s crane industry. The total assets are 4.79 billion Yuan, 
while the Weihua brand value 7.19billon Yuan. The employees is more than 6800, the whole coverage is 3,420,000 square meters.

Weihua Group also serves as Deputy Chief Director in the Heavy Machinery Industry Association, Material-handling 
Association and the Bridge Crane Sub-association of China; it is also one of the first batches of 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Weihua Group has been honored with more than 500 awards such as: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Enterprise’,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National Machinery Quality Award’,‘Top 500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 Key High-tech Enterprise of National Torch Pla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National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Contract-honoring and Promise-keeping Enterprise of China’, 
‘100 Best Employer of China’, ‘Quality Award of Henan Provincial Governor’.

The leading products of Weihua widely used in Machinery, Metallurgy, Electric Power, Railway, Aerospace , Port, 
Petroleum, Petrochemical, etc, our products are serving the national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he West-East National Gas Transmission, the Three Gorges  Hydropower Station, Jiuquan Satellite Lunching Center, 
Qinshan Nuclear Power Station, Hangzhou Bay Bridg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so on, accelerate successfully the launch of 
Spacecraft Shenzhou-10 and Chang’e-3,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more than 69 countries like America, Japan, Russia, 
Korea, etc. In 2013 the annual sales revenue reached 6.669 billion, and the Overhead Traveling Crane and the Gantry Crane 
continue to hold the first position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Weihua Group owns the test center accepted by the national inspection workstation, the technology center, the national 
post-doctoral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station, the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and its declaring technology patents certificate has 
reached 273. Led by H.E. Mr. Yang Shuzi the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re are more than 600 people in 
Weihua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this team is the largest R & D team in China’s general crane industry, and has won 72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Weihua is responsible to th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y donate more than 41,000,000 Yuan to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area 
in Wenchua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other social public welfare. Weihua Group arranges more than 
6000 college students and community youth.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guid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Weihua people will develop 
strategies; develop courageously,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achieve the magnificent goal of ‘To be one of the famous brands in 
the world’.

卫华集团简介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Weihu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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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是以研制起重机械，港口机械，建筑塔机，减速机为主业,房地产开发、建筑防腐、餐饮酒店、资本运

营等为辅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产销量最大、品牌影响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通用起重机械制造行业领军企业。

总资产47.9亿元，卫华品牌价值71.9亿元，员工6800余人，占地面积342万平方米。

卫华集团是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物料搬运协会和桥式起重机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之一。企业先后荣获“中国机械百强企业”、“全国质量标杆”、“全国机械工业质量奖”、“中国民营500强

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100最佳雇主”、“河南省省长质量奖”等500多项荣誉称号。

集团主导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冶金、电力、铁路、航天、港口、石油、化工等行业，服务于国家南水北调、

西气东输、三峡水电站、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秦山核电站、杭州湾跨海大桥、北京奥运等国家重点工程，助力了“神

十”、“嫦娥三号”成功飞天，并远销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69个国家。2013年销售收入达66.39亿

元，桥门式起重机产销量蝉联全国第一。

卫华拥有国家认可技术检验测试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获得专利证书

273项。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为带头人的600人的卫华科研团队，是我国通用起重机行业最大的研发团队，荣获国

家、省市级科技成果72项。

卫华集团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争做企业公民。近年来，为汶川地震灾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支学助教等社会

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达4100多万元，安排6000多人次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就业。

“十二五”期间，卫华人将继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按照集团发展战略，奋勇开拓、持续创新，为实现“百

年卫华，世界第一”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卫华概况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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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s of the factory

1.2万平米钢结构生产车间
12,000m2 workshop of steel structure

6万平方米钢结构生产厂房
60,000 square meters of steel production plant

厂容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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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总部厂区鸟瞰图（实景）
Bird's-eye view of the HQ factory of Weihua Group (true view)

1.2万平米钢结构生产车间
12,000m2 workshop of steel structure

职工宿舍
Dormitories of employees

厂容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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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万平米车间内景
60,000 square meters of workshop interior

生产厂区一角
A corner of production sport

电气生产车间
Electrical production workshop

生产现场 PRODUCTION SPOT

生产现场

010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011

卫华集团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Weihua Group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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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成功建于诚信，努力终有回报。卫华集团将
继续保持诚信经营，努力为国内外顾客提供
优良的产品，开拓新的领域，谋求新的发
展…… 

Success is built in integrity, efforts will be finally 
rewarded. Weihua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good faith 
management to provide excellent products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and explore new fields, seeking 
new developments. ……

Domestic market of Weihua
卫华国内市场

顾客就是上帝，
顾客就是企业效益的创造者，
卫华集团以超值的服务，
赢得了用户广泛的赞誉。
说到必须做到，
在任何地方，
我们对顾客的承诺都是永恒不变的。

After-sale service
售后服务

Customers first!
Customers  are  the  creator  for
enterprise's benefit,
Weihua Group has won many words of
praise from the customers through its
overbalance service.
To be true to his word at anywhere,
We will never change our promises to the customers.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Weihua international market
卫华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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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和掌声代表过去，未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卫华人

将不负社会重托，勇攀高峰，再创佳绩。

Honors and applauses belong to the past, 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and twisted, People of Weihua will shoulder up social responsibility, overcome 
difficulties courageously and obtain more achievements.

Record of important events of Weihua Group

卫华集团大事记

14

Weihua’s sales revenue was 3.62 billion in 2010. 
Weihua Group won the title of “National-recogniz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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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大事记

In 2011，Sales Revenue  4.843 Billion RMB
“Weihua” bran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Trademark Office administrative “China
 Famous Brand”

In 2012，the sales asset is 5.281 billion yuan.
“Top 100Chinese Machinery Enterprise”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Key High-tech Enterprise of National Torch Plan”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In 2013，the sales asset is 6.639 billion yuan.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
“National Machinery Quality Award ”
“AAAA Enterprise with excellent standardization”
“National Star Award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2012”
“Henan Outstanding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first batch cultur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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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格的质量控制，全面的质量管理，让每一个环节精益求精，每一个
产品都日臻完美。国际一流的检测设备，国内权威的检测中心，稳步提升的质量检测水平，使我
们在激烈的国际商战中，充满信心。

Complet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all-round quality management make each link and each 
product much more perfect. International top-ranktesting equipment,domestic authoritative testing center and steadily-
improved quality testing level make us have full assurance during violent international trade war.

卫华牌系列产品，均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

Weihua brand products are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insurance products.

Main Quality Honors

主要资质荣誉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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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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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摘取了“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的桂冠，相继荣获“中国机械百强”、
“全国质量标杆”、“全国机械工业质量奖”、“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中国民营500强”、“全国诚信守法企业”、“河南省长质量奖”等500
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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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荣誉

019

Wei Hua won the "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Advanced Enterprise" title, and has won more 
than 500 honors such as "China Top 100 Mechanical Enterprises","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National 
Machinery Quality Award","National Creditable Enterprise", "National Torch Plan Major High-tech 
Enterprise", "National Identifi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Post-doctoral Research Workstation", 
"China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National Integrity and Law-abiding Enterprises", "China Well-known 
Brand", "Henan Governor Qualit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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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秉承“规范、严谨、创新、高效”的管理理

念，先后推行了战略管理、精益管理、目标管理、绩

效管理、标准化管理等管理方法。为了持续提高企业

整体绩效和管理水平，公司自2005年开始导入卓越绩

效管理模式，2010年获得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新成

果一等奖、2012年获得“河南省省长质量奖”称号。　

Enterprise Management

企业管理

Weihua follows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standardized, 

rigorous，innovative，high-efficient", and has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strategic management, lean management, targe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and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the company began to introduce excellence performance 

model since 2005, it Won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 in 2010、it won "Governor 

Quality Award of Henan Province" in 2012.　

企业管理

021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022

卫华集团精益管理二期项目启动大会
2nd Phrase Opening Ceremony for the Lean Management 
of Weihua Group

卫华集团聘请杨叔子院士为公司高级顾问
Weihua Group appointed academician Yang Shuzi as 
senior consultant

022

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安全生产现场观摩
Safe production,inspection and learning scene of Group 
affiliated companies

卫华集团新员工入职见面会
New staff meeting

卫华集团2013年科技大会
2013 Weihua Technology Seminar

A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证书
AAAA grade s tandardized 
certificate.

2013年度工业企业质量标杆卫华集
团实施精益生产的实践经验
2013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arried out lean 
production of Weihu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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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员工“厂史教育”
Fatory Histoy Education of Weihua Group Staff

卫华集团提案改善表彰会
The meeting of proposals to improve recognition in 
Weihua Group

全员廉洁宣誓仪式
Anti-corrosion oath-ceremony for all staffs

卫华集团战略提升与管控转型咨询项目启动会
Weihua Group's strategy to enhance control 
transition consulting project start

企业管理

023

卫华集团干部大会
Weihua Group Leaders Meeting 

精益管理、幸福企业论坛
Lean management, happiness Enterprise Forum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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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卫华最宝贵的资源，为人才提供最好的发展平台，是卫华的郑重承诺。

人才是企业发展之本，卫华始终坚持把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

卫华的人才成功之道是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做到情感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环境留人，本质是以人为本。

人才管理

Talent Management
Talent is of Weihua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and provide the best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talent, Weihua solemn promise.
Talents is the fundamental of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eihua always keep the talents as the first strategic resources. 
The path to Weihua’s success is attracting, utilizing and keeping talents with emotion, career, treatment and environment, the 
essence is human-oriented. 

人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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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与郑州大学MBA—校企联合培养基地揭
牌仪式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Wei 
Hua Group and the MBA of Zheng Zhou University

卫华集团民主岗位竞选
Democracy election of  Weihua Group

福利汽车发放

Provide welfare cars

管控运营与执行力培训
 Control operations and execution of training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武汉理工大学工程硕士班开学仪式
Opening Ceremony of Engineering Master Class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董事长韩红安解读股权激励政策
H.E. Mr. Han Hong’an unscrambles the policy of stock 
ownership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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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先后与多家知名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还吸引了国内起重机械高端技术人才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加盟，为企业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目前，卫华已与武汉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郑州大学、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中船九院、中国航空工
业设计院等多家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

华中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莅临卫华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sits Weihua

太原科技大学师生到公司参观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siting the company

院校合作

Corpo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Weihua Group met with a number of well-know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but also to attract the domestic lifting mechanical high-e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join for enterprise a continuous supply of fresh blood. Currently, Weihua has a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Zhengzhou 
University, Beijing Institute of lifting and transport machiner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stitute of 
Shipping, Shipbuilding nine homes, the China Aviation Industry Design Institute carry out extensive cooperation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校企合作

025

卫华学院成立
Establishment of Weihua Institute

卫华集团与郑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postgraduates creation 
and practice bases between Wei Hua Group and Zheng zh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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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始终以“诚信”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以“质量”赢市场，在国内外取得了
良好的信誉，先后与德国德马格公司、西门子公司、上海振华、西班牙GH公司、日本三菱公司
等已建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

商务交流

Business Exchange

德马格 · 卫华（辽宁）物料搬运机械有限公司签约仪式
Demag Weihua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Material Handling Machinery Co., Ltd. 

俄罗斯钢铁集团领导一行莅临卫华参观考察
Russian steel group leadership and his party come 
Weihua tours

卫华集团与德国西门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Weihua Group and Germany Siemens sig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西班牙GH公司与卫华集团签定合作协议
Spain GH Company Signed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Weihua Group 

Weihua Group survives on honesty, develops with innovation and wins market with quality all the time, and achieved 
a good reput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met with German Demag, Siemens, Shanghai Zhen Hua, Spain GH, Japan 
Mitsubishihas established a broad strategic partnership.

026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友好文化节驻华使节看中国·卫
华行恳谈会
The 14th china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nd culture 
festival fcreign diplomats see china·weihua tour sym 
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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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创始人韩宪保先生参观德国奔驰公司
Mr. Han Xianbao, board chairman visited te German 
Benz Corp

卫华集团创始人韩宪保先生赴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商
务考察
Mr. Han Xianbao, board chairman visited ThyssenKrupp 
of Germany.

德国克腾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到卫华参观考察
Germany Keteng Crane Equipment Co., Ltd visited to 
Weihua

俄罗斯客人莅临卫华
The Russianscome to visit Weihua

商务洽谈

027

哥伦比亚必和必拓公司访问卫华集团
Columbia BHP Billiton Guests Visited Weihua Group

刚果(金)前外交部长罗伯特教授带领RVM公司一行
莅临卫华
The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Congo (DRC), 
Robert led the RVM companies and his party come 
We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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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卫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卫华成功开发了900吨移梁机、450吨桥
式起重机、起升高度400米门式起重机、盾构用门式起重机、200吨A型门机、40吨轨道集
装箱门机、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旋转电磁起重机、125吨铸造起重机、80吨电厂专用起重
机、400吨级的造船龙门起重机、具有防摇摆功能起重机、欧式单梁、STi欧式电动葫芦等
产品。公司被认定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发改委正积极搭建以“卫华设计研
究院”为依托的“国家起重产业技术服务平台”。

设计研发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veloping new product is the source power for Weihua group to survive and develop.Weihua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various products, such as 900t Girder Transferring Crane,450t bridge crane, gantry crane with 400m 
rising height, shield gantry crane, 200t A type gantry crane, 40t rail container gantry crane, container gantry crane, 
rotary crane with magnet, 125t foundry crane, 80t crane exclusive used in power plant, 400 ton container gantry 
crane, Euro single-beam and STi Euro electric hoist. The company had been determined as “National-recogniz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s actively setting up the “Technical 
Service Platform for State Crane Industry” relying on “Weihua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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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起重机具有尺寸小，重量轻，轮压小的特点。与传统起重机相比，吊钩至墙面的极限距离最
小，净空高度最低，起升高度更高，实际增加了现有厂房的有效工作空间。由于起重机的自重轻、轮
压小，新厂房空间可以设计的更小，功能更齐全，节省厂房投资。

The European crane has a small size, light weight, small wheel pressure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rane hook to the wall of the limit distance minimum, minimum headroom lifting height 
higher, the actual increase in the effective working space of the existing plant. Small due to the light 
weight of the crane, wheel pressure, the new plant space can be designed smaller, more functional, and 
investment in plant savings.

设计研发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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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人对质量追求精益求精 ,
用汗水谱写了一篇篇辉煌的颂歌。

The quality of Weihua

卫华品质

Weihua People have kep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
Have written a number of splendid anthems with their sweat.

卫华品质

对焊接质量进行超声波探伤检测
Making ultrasonic flaw detection for weld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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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t电动葫芦试验台
100t electric hoist test platform

300t单、双梁试验台
300t single-beam and double-beam crane test platform

032



033

卫华购置精尖设备武装企业，
一台台大型设备落户卫华，
提高了生产加工的自动化程度，
保证了卫华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

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的技术检验测试中心
Technical test center recogniz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on labs

Testing system
Weihua invests a lot in hi-tech equipment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the enterprise. Arrivals of large enterprises have enhanced auto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rengthened scientific content and quality of 
products of Weihua.

检测系统

检测系统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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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工具显微镜及投影一米测长机
Multi-purpose tool microscope and range finder with 1m projection

国家认可实验室
The Laboratory accredited 
by the nation

100t葫芦实验台内部控制室
Internal control room of 100t electric hoist test platform

电气实验室
Electrical laboratory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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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2000型红外碳硫分析仪
Hw-2000 Auto Infrared Analyzer of carben and 
sulfur

万能材料实验机
Tester for Universal Materials

化学分析
Chemical analysis

钢材硅锰磷三元素分析
Analysis on silicon, manganese and phosphorus 
of steel

硬度试验室
Hardness Laboratory

检测系统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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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梅塞尔OMNIMAYLK6000×40000数控切割机
OMNIMAYLK6000×40000 digital cutter produced by Germany

036



037

一流的生产设备和制造技术，
使卫华的产品，
经得起千锤百炼；
关键零部件实行全球性择优采购，
卫华定能为您创造高品质的产品，
满足您的个性需求。

First-class production equipment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ave given Weihua products strength 
to withstand all kinds of tests; the key parts and 
components are purchased from the best products in the 
whole world; Weihua can create high-quality product for 
you and can meet your special requirements.

Production equipments

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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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预处理生产线
Steel pretreatment line

038

U型槽冷轧成形生产线
U groove cold roll forming production line



039

大型数控落地铣镗床    Large CNC Standing milling and boring machine
镗轴直径 φ200mm
铣轴端部直径 φ320mm
镗轴最大轴向行程（Z轴） 1200mm
滑枕端面尺寸（宽×高） 470×520mm
滑枕最大轴向行程（W轴） 1200mm
镗轴和滑枕的叠加行程 2400mm
主轴箱最大行程（Y轴） 5000mm
立柱最大横向行程（X轴） 16000mm
主电机功率 75KW

生产设备

039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040

最大加工直径 φ2500mm
最小加工直径 φ200mm
顶尖间最大工件重量 40t
最大工件长度 8000mm

最大车削直径 φ5000mm
最大工件高度 2500mm
最大工件重量 32t

DVT500×25/32双柱立式车床
DVT500×25/32 Double column vertical lathe

CK61315数控重型卧式车床
CK61315 horizontal digital heavy lathe

040



041

生产设备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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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口NILES数控磨齿机
NILES CNC Gear Grinding Machine from Germany

日本进口MAZAK加工中心
MAZAK Machining Center from Japan



042042

焊接机器人
Welding automaton

YK51160插齿机
YK51160 Gear Shaper

纵剪分条机组
Slitting machine

双枪龙门焊
Double –spear gantry welding

1250吨液压机
1250t Hydraulic Press



043

生产设备

043

侧盖板冷弯成形生产线
Side cover plate cold bending production line

主梁无接缝自动成型生产线
The girder jointless automatic molding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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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61200×6/18数
控重型车床
C k 6 1 2 0 0 × 6 / 1 8 
digital heavy lathe

HCTx6511数显刨
台式双面镗铣床
HCTx6511 Digital 
Display Planer-type 
Boring-miller for 
Double-side

044

等离子数控切割机
CNC plasma cutting 
machine



045

W11SNC-105×2500数控卷板机
W11SNC-105×2500 digital plate roller

XH718立式加工中心
XH718 standing processing center

车轮数控淬火机床
Wheel digital quenching lathe

RJ2-75-6台车式电阻炉
RJ2-75-6 trolley resistance furnace

矫平机
Flattening press

高频炉
High frequency furnace

C22-46焊接中心
C22-46 soldering center

YQ31315滚齿机
YQ31315 Hobber

生产设备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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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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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陈出新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卫华在产品的
开发上做到了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形成了产品链，丰富了卫华
的产品阵容。主导产品有“卫华”牌电动葫芦，单、双梁桥、门
式起重机，架桥机、提梁机、冶金起重机、港口起重机械等10大
系列200多个品种。其中单、双梁起重机产销量连续多年蝉联全
国第一，产品服务于“神十”“嫦娥三号”发射。

Products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Product innovation is the basis of enterpris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Weihua product development do you I, you have my priori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duct chain, rich Weihua lineup. The leading products 
Weihua "brand electric hoists, single, double girder bridge, gantry cranes, bridge 
machine, Gantry Crane, metallurgical cranes, port lifting machinery and other 
10 series over 200 kinds personality varieties. Which single, double girder crane 
production and sales for many years, ranking the country first,The launching of 
Shenzhou-10 Spacecraft and Chang'e -3 Lunar Probe.

产品系列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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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量40t起升高度400m门式起重机
Gantry with lifting weight of 40t and lifting height of 400m

产品服务于“神十”“嫦娥三号”发射
The launching of Shenzhou-10 Spacecraft and Chang'e -3 Lunar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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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铁十七局设计制造的900t移梁机
900t Girder Transferring Cran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for China Railway 17 Bureau Group Co.,ltd.

产品系列

049

卫华集团为中国一重集团承制的两台800吨双梁桥机
Weihua Group 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 Group contracted to produce two sets of 800 tons double 
girder bridge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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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双梁桥式起重机
Euro-type double-beam bridge crane

050

600t双主梁门式起重机
600t double-main-beam gantry



051

按欧洲标准制造的高精度全自动垃圾发电起重机
Auto high-precision crane for rubbish power generation 
produced according to European Standards

HD型电动单梁起重机
HD electric single-beam crane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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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t双主梁门式起重机
400t double-main-beam gantry

环形轨道起重机
Circular track crane

200t门式起重机
200t gantry crane



053

铸造起重机
Foundry crane

双主梁门式起重机
Double-Girder Overhead Crane

产品系列

053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054

1700t架桥机
1700t erecting machine

054

QE300/50+300/50 双梁桥式起重机
QE300/50+300/50 Double Girder Overhead Crane



055

为中铁十四局生产的440t盾构用门式起重机
440t gantry for shielding produced for No.14 Bureau of China Railway

产品系列

055

为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制造的QD 150/50t起重机
QD150/50t Overhead Cran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for Water Control Project in Ningxia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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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连万阳设计生产的600t桥式起重机
Dalian Wan Yang 600t bridge crane

吊钩桥式起重机
Hook bridge crane

为九江钢铁在制的225t
冶金起重机
225t metallurgical crane 
produced for Jiujiang Steel



057

为湖南辰溪清水塘水电站设计制造的
2500kn/2x630kn坝顶门机
2500kn/2x630kn dam-top gantry 
designed and produced for Qingshuitang 
Hydropower Station in Chenxi of Hunan 
Province

防爆桥式起重机
Explosion-proof bridge crane

花架龙门起重机
Frame gantry crane

产品系列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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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伸缩且可360度旋转电磁挂梁系统起重机
Crane with retractable and 360-degree rotary electro-magnetic suspending beam

058

我国起重量最大、悬臂最长的壁行式悬臂起重机
The wall jib crane has the biggest lifting capacity and the longest jib in China.



059

产品系列

059

300t桥式双梁起重机
300t double-beam bridge crane

为包钢（集团）无缝钢管厂锯前全自动防摇摆分配吊车
To put swing allocation crane Baos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Seamless Steel Tube Plant saw before fully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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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州鱼珠穗林码头生产的堆场用轮胎式集装箱起重机
We made  rubber-tyred gantry crane for yard of Guangzhou 
Zhuhuilin wharf

出口泰国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The export of Thai tire container gantry crane

800t造船门式起重机
The 800t shipbuilding gantry crane



061

产品系列

061

60t港口门座起重机
60t port gantry

坝顶门机
Dam-top crane

自行设计、研发的GLQ港口轮胎起重机
GLQ tire-type port crane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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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t双主梁门式起重机
360t double-main-beam gantry

为四川蓝星机械设计制造的ME400t门式起重机
The Sichuan Blue Star Machinery ME400t gantry 
crane installation

为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设计、生产的2×4000kn固定卷扬机
2×4000kn fixed windlass designed and produced for Pubugou Hydropower Station of Dadu River

为三星重工生产的桥式起重机
Bridge crane produced for Samsung Heavy Machine

集装箱跨式运输车
Container cross-type transport vehicle

罗源湾轨道式集装箱起重机
Luoyuan Bay----Rail-Mounted Container Gantry Crane



063

产品系列

063

360t双主梁门式起重机
360t double-main-beam gantry

为四川蓝星机械设计制造的ME400t门式起重机
The Sichuan Blue Star Machinery ME400t gantry 
crane installation

为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设计、生产的2×4000kn固定卷扬机
2×4000kn fixed windlass designed and produced for Pubugou Hydropower Station of Dadu River

为三星重工生产的桥式起重机
Bridge crane produced for Samsung Heavy Machine

集装箱跨式运输车
Container cross-type transport vehicle

罗源湾轨道式集装箱起重机
Luoyuan Bay----Rail-Mounted Container Gantry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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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净空单轨(单梁)小车
EUDK-BAS

低净空单轨(单梁)小车
EKDR-BAS

双轨(双梁)小车
EZDR-BAS

固定式葫芦
FDR-BAS



065

产品系列

065

NH型小车式电动葫芦
NH-car electric hoist

AK型电动葫芦
AK electric hoist 

欧式电动葫芦
Euro-style electric hoist

冶金葫芦
Metallurgy gourd

ND型单轨式钢丝绳电动葫芦
ND-type monorail electric wire rope hoist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066

如果说卫华是一株茁壮成长的禾苗，那么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便是
她赖以成长的阳光雨露。在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处处有他们留下的足
迹，处处有他们的嘱托与鼓励……

领导关怀

066

2008年10月21日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
徐光春（左二）莅临卫华
October 21, 2008, secretary of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Xu Guangchun came to visit Weihua.

200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
景（左二）莅临卫华
2009-4-4,  Previous CPC Organization 
Minister ZHANG Quanjing (second 
from the left) visits Weihua

2009年6月30日 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
侯宗宾莅临卫华
H.E. Mr. Hou Zongbin the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ttee visit 
Weihua on 30th June, 2009.

2002年6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
（左一）莅临公司视察
In 2002 June, the He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Chen Kuiyuan (left) 
visit the company inspection

2009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
忱（左三）莅临卫华
2009-10-18, CPPCC Vice Chairman Bai 
Lichen Visited Weihua Group 

2009年4月4日中央组织

2009-4-4,  Previous CPC Or
Minister ZHANG Quanjin
from the left) visits Weihua

201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隽
琪莅临卫华
H.E. Mrs. Yan Juanqi vice Chairman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visit 
Weihua on 2nd July, 2013

2013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在豫召开党建座谈会，
对卫华党建工作给与充分肯定。
On 18th May 2013, H.E. Mr. Liu Yunshan 
the Poli 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secretaria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eld the Party construction 
conference in Henan Province, he highly 
appreciated Weihua Group’s Party 
Construction . 



067

Like a strong growing seedling tree, the kindness and care of all levels' leaders is 
the sunshine and rain for the growth of Weihua. On this booming land, all leaders'care, 
entrustment and encouragement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Leader's Care

领导关怀

067

2008年6月2日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
（右一）莅临卫华
2008-6-2, Wang Quanshu (first from 
the right), chairman of CPPCC Henan 
Branch, inspecting Weihua

2013年8月河南省副省长王铁莅临卫
华
H.E. Mr. Wangtie the Deputy Governor 
visit Weihua in August, 2013

2008年8月5日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
（右一）莅临卫华集团
H.E. Mr. Zhang Dawei (right) the 
Deputy Governor of Henan Province 
visit Weihua on 5th August,2008

2008年11月12日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
书记陆昊（左三）莅临卫华视察
12th, Dec,2008, the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t that time Lu Hao(left 
three) came to Weihua.

2002年6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
支树平莅临卫华指导工作
June, 2002 the present Deputy Secretary 
of CPC Committee of Henan branch Zhi 
Shuping came to Weihua.

2010年9月15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卢
展工（左一）莅临卫华
In September 15, 2010 the then Secretary 
of He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Lu 
Zhangong (left) at the Weihua.

2009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
忱（左三）莅临卫华
2009-10-18, CPPCC Vice Chairman Bai 
Lichen Visited Weihua Group 

2013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李克莅临卫华
H.E. Mr. Li K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He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Deputy Governor visi t  Weihua in 
April,2013

2013年6月9日河南省省委书记郭庚茂
莅临卫华
H.E. Mr. Guo Gengmao the Party 
Sectary of Henan Province on 9th June, 
2013

2013年8月21日河南省省长谢伏瞻莅
临卫华
H.E. Mr. Xie Fuzhan the Governor of 
Henan Province visit Weihua on 21st 
August, 2013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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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魂，文化是源，文化是根。卫华在20多年的发
展中，形成了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在新的阶
段，又相继赋予“创新、民主、道歉、快乐”等新的内涵。

Enterprise Culture of Weihua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069

Culture is the soul, the source and the root. In the 20 years’ 
development, "good faith"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 
system. In the new stage, it has been given new connotation " Innovation, 
Democratic, Apology, Happiness".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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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Weihua Crane Makes the World Easier.

Misiion
Creating Weihua International Brand, Encouraging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y.

Target
We will build Weihua that our grand grandchildren will proud of, World NO. One. 

Business Philosophy
Success is built in honesty and integrity ，efforts will be finally rewarded.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after dealing once.

Core value 
Honesty

Bossmanship
People Oriented, Achieving Excellence. 

Management philosophy
Criterion, Rigorous, Innovation, Efficient.

Enterprise Ethos
Innovation, Democracy, Apology, Happiness.

Enterprise working style
Vigorously and speedily, running forward

Learning philosophy
Lifelong learning and never ends up.

Employment Philosophy
Talents are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of Weihua. 

Safety Philosophy
The health and life of the Employee is higher than all. 

Enterprise Ethics
Honesty management; Legitimate management 

Quality Concept
today’s quality and service is the market of tomorrow.

Probity Concept
Probity system is the high-tension wire of Weihua; no one allowed to toug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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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 
卫华让世界轻松起来

企业使命 
创卫华国际品牌  兴中华民族工业

企业目标 
百年卫华，世界第一

经营哲学 
成功建于诚信，努力终有回报 
打过一次交道，便是永远朋友

核心价值观 
诚信

企业精神 
以人为本，追求卓越

管理理念 
规范、严谨、创新、高效

企业风气 
创新、民主、道歉、快乐

企业作风 
雷厉风行，跑步前进

学习理念 
终身学习，永无止境

用人理念 
人才是卫华最宝贵的资源

安全理念 
员工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

企业道德 
诚信经营  依法经营

质量理念 
今天的质量和服务是明天的市场

廉洁理念 
廉洁制度是卫华的高压线，任何人都碰不得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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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卫华

The basicl thought on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Weihua is  “The staff's thoughts shall be unified by 
corporate culture, thus to arouse all active factors and exert the group's cohesive strength.”

Happiness Weihua

卫华集团成立25周年文艺晚会
The show of “Song of Weihua” celebrating the 25th annl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Weihua Group

072

2011年1月22日 卫华集团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
十四届中国国际友好文化节驻华使节新春团拜会
Weihua Group attended the greeting party of the 14th 
China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nd Culture Festival-The 
Foreign Officals' Celebration for Spring Festival held in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Jan. 22, 2011.

“用企业文化统一员工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团队凝聚力”，是卫华在企业文
化建设上的基本思路。

全员安全知识竞赛
Safety Knowledge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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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越南国家文化艺术代表团莅临卫华访问演出
2010-6, culture and art delegation of Vietnam gives performance in Weihua

迎新春文艺晚会员工自编自演的节目“感悟四季”
The program “Feeling the four seasons” directed 
and performed by the employees at the spring festival 
greeting evening party.  

2013年5月集团篝火晚会
Campfire Party of Weihua Group 5th 2013

2013年11月激情摇滚之夜
Passion Rock Night in November,2013

卫华起重乒乓球俱乐部成立签约仪式 
Table Tennis Club Signing Ceremony of Weihua Crane

幸福卫华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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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承办的“国税·国粹”京剧演唱会
The “National Tax·National Essence” Peking Opera show hosted by Weihua Group

074

2014年销售大会
Sales Meeting of 2014

喜迎2014元旦晚会
2014 New Year's Party

一楼党建展厅
CCP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on the 1st floor

周末福利班车
Welfare Bus in the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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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卫华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创建活动，展现了
卫华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陶冶了员工情操，净化了员工心灵。

图书阅览室
Reading room

篮球赛
Basketball game

乒乓球比赛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团队执行力培训合影
Training group photo of team executive force

民主、道歉、快乐文化论坛
Democracy culture,apology culture and happiness 
culture forum.

集团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庆祝祖国六十华诞红歌嘹
亮大家唱”歌唱比赛
The Group took part in Song Contest of Celebrate the 60 
anniversary of the motherland and sing loud and clear red 
songs everywhere organized by City General Labor Union.

Weihua has carried out material civilization well, on the basis of this, Weihua has developed colorful 
activities for establishing corporate culture, has shown Weihua's vigorous style and features, and has exerted 
favorable influence on employees and has purified the employee's soul. 

幸福卫华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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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品：桥门式起重机、水工机械、港口机械等

地址：河南省长垣县卫华大道西段

电话：0373-8887666/8887667/8887668

网址：www.craneweihua.com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导产品：桥、门式起重机

地址：辽宁省开原市工业区铁西北街83号

电话：024-74381777 

网址：www.lnhyzx.com

辽宁华原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主导产品：吊钩、卷筒、联轴器等起重配件

地址：中国.河南.长垣魏庄工业园区66号

电话：0373—8619978/8619999

网址：www.hnzjqz.com

河南省中杰起重机有限公司

主导产品：减速机

地 址：河南省长垣县巨人大道南段路西

电 话：0373-8625688/8627866

网 址：www.cranewh.com

河南省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桥、门式起重设备及各类起重机配

                  件抓斗、电器控制柜

地址：河南省长垣起重工业园区

电话：0373-2156345/8710444

网址：www.hntlqz.com

河南天力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土建、道路桥梁、园林古建筑工程、装

                饰装修工程、钢结构工程、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

地址：长垣县人民路西段9号

电话：0373-8882667

网址：www.zzjggroup.com

河南中筑建工集团

According to Weihua development strategy, Weihua have entered in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building 
anticorrosion industry, catering hotel and other industries while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rane industry, 
which has set the new patterns of one industry as the main line, multi-industries coexistence.

卫华产业

Weihua Industries

按照卫华发展战略，近年来公司在巩固和发展起重机主业的同时，相继进入房地产、建
筑防腐、餐饮酒店等行业，形成了“一业为主，多业并存”的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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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产业

077

主营业务：主营各种型号道轨、起重机配附件、

                   卷板、中板、带钢。

公司地址：河南省长垣县位庄起重工业区

电       话：0373-8622009

网址：www.cranewh.com

新乡市众益物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运输货物及大型起重设备

地 址：河南省长垣县卫华大道西段

电 话：0373—8882719

网址：www.cranewh.com

新乡市垣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官府豫菜、宫廷豫菜、经典豫菜、

                  养生豫菜等

地址：长垣县博爱路南段路西

电话：8090666/888

网址：st.ev123.com/vip_slhotel.html

长垣县绅兰酒店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起重设备的安装

地址：河南省长垣县卫华大道西段

电话：0373-8887653

网址：www.cranewh.com

新乡卫华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态种植、绿色养殖、园林等

地址：河南省长垣县山海大道高速路口北200米

电话：15716681011

网址：www.cranewh.com

河南卫华农林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起重机械产品质量控制、材料检测、

                零部件检验、产品检测、故障分析、

                技术评价、技术改造改进。

地址：河南省长垣县卫华大道西段

电话：0373-8881461

网址：www.cranewh.com

河南起重机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起重设备及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

地 址：河南省长垣县卫华大道西段

电 话：0373-8882712/8882737

网 址：www.cranewh.com

卫华集团国贸公司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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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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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古杜（GUDDU)747联合循环电站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子公司中亚天然气管道压气站项目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2*50MW燃煤电厂工程

加蓬康密劳电解锰及硅项目

肯尼亚西河81MW重油发电厂工程项目

菲律宾SEMIRARA 2×150MW CFB燃煤电站工程

印度电钢总公司

土耳其ISDEMIR#4高炉项目

土耳其TOSYALl950热轧带钢工程

英国谢菲尔德国际锻造有限公司

印度乌塔公司

印度布山公司

印度文达特电厂

印尼北苏风港

越南高岸电厂

越南生权铜项目

越南高岸燃煤热电厂

伊朗扎兰德化项目

马来西亚巴贡电站

巴西COSIPAR工程

苏丹吉利电厂工程

越南VINASHIN项目

苏丹麦洛维大坝工程

印度Jurala水电站项目

土耳其SILOPI电厂工程

卫华集团出口产品业绩(部分)
Achievement Table of Export Products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缅甸KABAUNG水电站工程

泰国Thaisaree稻壳电站

苏丹吉利二期(扩建)工程

印度1008M3高炉热风炉项目

孟加拉NGIL浮法玻璃生产线

刚果(金)铜钴冶炼厂项目

印度BSSL公司177立方烧结项目

越南老街生权铜矿联合企业项目

阿尔及利亚米纳灌区改扩建工程

印尼INDORMA 2×30MW燃煤热电厂工程

越南BDAL1750TPD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

泰国TPCC2500TPD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

巴基斯坦MUGHAL钢厂6MVA埋弧电炉项目

海德堡集团俄罗斯Tula Cement Plant(5000t/d)

斯里兰卡普特拉姆项目

土库曼斯坦项目

俄罗斯图拉水泥厂

博茨瓦纳FBE工程（非洲）

越南沾化水电站工程

土耳其输送系统 

白俄罗斯电站¬(木里电站/别列佐夫电站)

东丹上阿特巴特水电站

伊朗鲁德巴水电站

印度棒材轧线项目

老挝120kt/a盐矿自备热电站项目

卫华业绩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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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阿尔斯通水电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三峡总公司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首都钢铁集团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

小浪底引黄水利工程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青岛软控重工有限公司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锦化机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天津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南京长江隧道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西气东输项目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有限公司

中水一局机电安装分局张河湾项目(奥运)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大连万阳重工有限公司

四川蓝星机械有限公司

锦化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

广州JFE钢板有限公司

中煤系统

南京中建化工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中信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珠海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重点工程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Key Projects of Weihua (Parti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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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华中铝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设

备备件供应分公司

包头常铝北方铝业有限公司

威远钢铁有限公司

山钢集团新疆喀什钢铁业结构调

整产业升级项目炼钢工程

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麒麟力铭铸造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首都钢铁集团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邯郸钢铁集团公司

唐山钢铁集团公司

华菱钢铁集团公司

济南钢铁集团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公司

南京钢铁集团公司

本溪集团钢铁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公司

昆明钢铁集团公司

韶关钢铁集团公司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通化钢铁集团公司

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集团公司

新疆八一钢铁公司

邢台钢铁集团公司

承德钢铁集团公司

宣化钢铁集团公司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钢铁集团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公司

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江西九江钢厂

江西洪都钢厂

水城钢铁(集团)公司

东北特殊钢集团公司

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石家庄钢铁有限公司

抚顺新抚钢有限公司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钢铁集团钢铁公司

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

新郑福华钢铁有限公司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西王特钢有限公司

济源钢铁(集团)公司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上海百仁钢铁有限公司

安阳永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鼎犀特钢有限公司

迁安联钢金茂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涞源奥宇钢铁公司

荆州市华闽钢铁有限公司

赣州市东南钢铁有限公司

安徽金安钢铁有限公司

潍坊华奥钢铁有限公司

天津天丰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

宝鸡红大钢铁公司

唐山福丰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

南通宝钢新日制钢有限公司

四川川投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北台钢铁集团

林州凤宝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恒安钢铁有限公司

冷水江博大钢铁有限公司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宏发炼钢有限公司

浙江青山钢铁有限公司

常熟市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龙钢集团宝鸡轧钢有限公司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鞍山宝得钢铁有限公司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张家港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江苏华菱锡

钢特钢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诚德金属压延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冶金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业绩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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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海天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徐工集团重型机械厂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矿山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宇傲汽车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
石家庄双环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河北纵驰汽车挡圈有限公司
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通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南海市福迪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星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泛太汽车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天津渌然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长力汽车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仙桃市八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大连创新施耐来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潜江市汽车配件公司
沈阳农机汽车工业集团公司
长春亚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湖南凌风车架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南亚自动车有限公司
湖南星马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兰州三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驻马店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武汉金鹰航空汽车维修服务公司
合肥车桥有限公司
广东多纳勒振华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湖北华威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重庆宝钢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郑州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长春汽车改装有限责任公司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湖北程力专业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华威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两淮科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沃尔沃（大庆）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汽车机械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Auto and Machine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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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达门船舶有限公司

江苏瑞海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金海湾船业有限公司

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

川东造船厂

大连渔轮公司

威海兴海造船厂

烟台打捞局船厂

国营海东造船厂

大连船用柴油机厂

宜昌船用柴油机厂

通州船舶有限公司

武穴市开阳星造船厂

青岛现代造船有限公司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葫芦岛华越船舶有限公司

葫芦岛泽洋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葫芦岛渤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山东新船重工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造船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镇江中船设备有限公司

鼎衡(江苏)造船有限公司

三星重工(荣成)有限公司

三星重工(宁波)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船舶系统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Ship System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浙江扬帆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无锡西城特种船用板有限公司

常熟汇江特种船舶修造厂

台州建跳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宜昌船厂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芜湖新远船业修造有限公司

闽东丛贸船舶实业有限公司

威海济钢启跃船材有限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新船重工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舵轴有限公司

武汉南华高速船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象山县银星船务有限公司

南通政田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五洲船业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O三研究所

南通市华诚船船舶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08工厂威海修船厂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总公司第七零四研究所

青岛齐耀瓦锡兰菱重麟山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

卫华业绩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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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铁路局南宁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

中铁十五局集团广深港客运专线ZH-4标六工区

中铁二十局集团西康二线指挥部

上海铁路局杭州北车辆段

中铁八局集团拉日铁路铺架分部

中铁一局

中铁二局

中铁六局

中铁十二局

中铁十四局

中铁十六局

中铁十七局

中铁二十四局

中铁大桥局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武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总公司第二工程局

沈阳铁路局

太原铁路局

北京铁路局

卫华集团铁路系统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Railway System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昆明铁路局

南昌铁路局

交通部二局

杭州铁路分局

焦作月山车辆段

哈密铁路分局车辆段

北京地下铁道总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沈阳分公司

呼和浩特铁路局机动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齐齐哈尔铁路车辆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集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郑铁西安物资供应总站

济铁徐州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江通铁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大功率检修中心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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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72465部队

总装备部078工程指挥部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0部队099工程指挥部

中国航空设计院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第202研究所

北京首航科学技术开发公司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北京航天方石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神坤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03工厂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卫华集团航空军工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Air and Military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08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07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08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303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09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60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5185部队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物流中心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建设发展总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6379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局3888工程

西安航天华威化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长征机械厂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四十一所

北京卫星制造厂

中国直升机设备研究院

卫华业绩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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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建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中建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西气东输项目
大庆油田
中原油田
河南南阳化工厂
兰州石化有限公司
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荆门石油化工总厂
潞安新疆煤化工集团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大化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瑞气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精一化工有限公司
南阳防爆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明水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延化化工有限公司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鑫泉焦化有限公司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兖矿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福丰化工有限公司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白玫化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金石化肥有限公司
德州石油化工总厂化工厂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公司
石家庄炼油化工股份公司
成都总机厂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红峡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野化工有限公司
亚东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金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临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公司
湖北三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江南汇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中盐东兴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大化集团有限公司
十堰多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隆惠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荆门利盛石化工贸有限公司
许昌山水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莱州方泰金业化工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石油化工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天津渤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建滔潞宝化工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东能化工有限公司
辽宁华荣冶金石化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开封晋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比迪欧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利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汇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甘肃蓝科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滇黔桂石油勘探局临盘钻探公司
西安长庆石油国际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瑞昌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郸城财鑫实业化工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平煤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苏里格天然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郭勒盟煤化工项目
天津尚凯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石油江苏液压天然气有限公司
长庆石油勘探局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洪达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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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巨龙管业有限公司
中水六局华浙开原管业有限公司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新疆金申管业有限公司
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电力管道工程公司
烟台宝钢管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远通钢管有限公司
天津双街制管有限公司
天津海卓钢管公司
常熟华林钢管有限公司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芜湖双源管业有限公司
徐州光大铸管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管业有限公司
上海双力管业有限公司
江苏凡力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
聊城金汇通钢管有限公司
常熟旋力鳍片管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市鑫宜达钢管有限公司
胜利钢管(日照)有限公司
达力普石油专用管有限公司
河北宏润管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河山引水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强达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巨龙管业有限公司
河北中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制管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Pipe-production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山西太矿钢管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西姆莱斯钢管有限公司
陕西利达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仪征通亚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盐山县电力管件有限公司
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龙新型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梦兰鑫达不锈钢带管有限公司
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市东方管业有限公司
山东山口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汇通钢管制有限责任公司
莱州宏光达螺旋钢管有限公司
沧州华北石油专用管材有限公司
江西江铜龙昌精密铜管有限公司
常熟市苏源旋力熟片管有限公司
湖北新冶钢特种铜管有限公司
荆州市沙钢管道有限公司
河北鑫源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沧州市鑫宜达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天淮钢管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亚联钢管有限公司
渤海重工管道有限公司
浙江宁盛钢管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新禾管业有限公司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光华铸管有限公司

卫华业绩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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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水利电力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Power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华能上安电厂
华能巢湖电厂
华能玉环电厂
伊川第三电厂
华能长春热电厂
华能金陵燃机电厂
华能岳阳发电有限公司
山东华能辛店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鲁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能淮源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热电厂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华能淮阴发电有限公司
华电漯河电厂
湖北华电武昌热电厂
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西夏热电厂
登封热点厂
湘钢热电厂
通辽发电总厂
顺德德胜电厂
贵州兴义电厂
宁夏灵武电厂
荥阳煤矸电厂
鞍钢第一发电厂
安徽铜陵发电厂

安徽丰原热电厂
重庆合川发电厂
广西桥巩水电站
泸水金满河水电站
麻阳县锦江水电站
贵州涟江团坡水电站
贵州蒙江双河口水电站
缅甸KABAUNG水电站工程
广东省五华县近江水电站
洛宁新华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佳木斯云峰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甘肃临泽县梨西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邹平电力集团公司
伊川电力集团总公司
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
青海火电工程公司
邹平电力集团公司
山西华泽铝电公司
广西桂林青狮漂电厂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公司
山东京博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湖南宝庆电厂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户县热电厂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公司
北方大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厂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
迁安大唐热电有限公司
大唐长山热电厂
大唐辽源热电厂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厂

辽宁锦州大唐热电厂
大唐长春第三热电厂
云南大唐红河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兰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国华定洲发电厂有限公司
广西广能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华峰热电有限公司
河南神火铝电有限公司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汝州市天瑞热电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龙港垃圾热电厂 
山西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
贵州黄泥河老江底水电站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容海发电有限公司
山东丰源通达电力有限公司
洛阳诚成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七局安装分局龙谭电站
北方联合电力鄂尔多斯发电厂
河南焦煤集团公司演马矸石电厂
东岳能源曹庄、白庄低热值电厂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
龙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三峡总公司溪洛工程建设部
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国电吉林江南热电厂
广西梧州市九源电力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阿尔斯通水电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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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锦州大唐热电厂
大唐长春第三热电厂
云南大唐红河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兰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国华定洲发电厂有限公司
广西广能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华峰热电有限公司
河南神火铝电有限公司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汝州市天瑞热电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龙港垃圾热电厂 
山西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
贵州黄泥河老江底水电站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容海发电有限公司
山东丰源通达电力有限公司
洛阳诚成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七局安装分局龙谭电站
北方联合电力鄂尔多斯发电厂
河南焦煤集团公司演马矸石电厂
东岳能源曹庄、白庄低热值电厂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
龙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三峡总公司溪洛工程建设部
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国电吉林江南热电厂
广西梧州市九源电力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阿尔斯通水电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煤炭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Coal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中煤集团

湖南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神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神府东胜煤炭有限公司

河南焦作煤业集团公司

晋城煤业集团

义煤集团

陕煤集团

霍州煤业集团

大同煤矿集团

黑龙江佳木斯煤矿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荥阳煤矸石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洛陵煤矿

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黔西南州兴仁县振兴煤矿

甘肃华亭煤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大雁煤业三矿公司

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宁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县红杏煤矿有限公司

汾阳市中煤龙泉焦化有限公司

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孝义市孟南庄煤矿有限公司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闫家沟鑫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肥城矿业集团交口铝电煤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特殊凿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

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神华宁煤集团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平朔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设备维修中心

卫华业绩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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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盐国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正泰电器集团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沾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鼓风机有限公司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武汉阿海珐变压器有限公司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襄樊襄管物流公司
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南京造币厂
长沙锅炉厂
广州锅炉厂
南京绿洲机器厂
江阴市华士水泥厂
西安西玛电机有限公司
武汉名杰模塑有限公司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杭州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韩村河构件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营口新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
液化空气(杭外)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德马格起重机械(上海)公司
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拉森特博洛(青岛)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江河橡塑有限公司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广西永凯糖纸有限公司
哈尔滨红光锅炉总厂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济南变压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核华兴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大亚湾核电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核工业二0八大队

东方电气（武汉）核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一重核电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

卫华集团其他行业业绩(部分)
Achievements of Other Industries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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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国 家 “ 十 二 五 ” 发
展为契机，在全国乃至全球
配置资源，转变企业发展方
式。围绕起重机主业，依托
起重机产业集群，通过产业
整 合 和 产 品 升 级 ， 追 求 外
延扩张与内涵增长的平衡发
展，成为行业领袖型企业；
同时，持续调整和优化产业
结构，通过走资本运营和适
度多元化道路，实现产业之
间的互补和协同效应，打造
新的增长引擎，逐步发展成
为多产业的企业集团。

发展战略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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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百强 全国质量标杆

展望未来，卫华的明天
充满希望，把卫华打造成为
“百年卫华，世界第一”是
我们的目标，“兴中华民族
工业、创卫华国际名牌”是
我们的动力之源。我们不但
要做中国的卫华，还要做世
界的卫华!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昨日的荣誉、光环、鲜花、
掌声都已属于过去，今后的
卫华任重而道远。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要把成绩化作动力，把
豪情当作起点，把目标定得
更高更远!

Prospec t ion  the  fu tu re , 
Weihua is filled with hope for 
tomorrow. Our aim is to buil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nterpris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sake of 
prospering the national industry. 
We will not only make Weihua 
well-know in China, but also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Evoking memories of the past 
at the sight of the present, we sigh 
with complicated emotion. The 
past honors, crowns, flowers and 
clapping have passed and Weihua 
shoulders heavy responsibilities. 
We will transfer achievements into 
motive power and regard lofty 
sentiments as a start to achieve 
more.

后记
Post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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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已经迈入全国起重行业第一方阵的卫华

集团，正在以“由大向强，由外延向内

涵，有粗放向精益管理”为方针的发展

道路稳步前进，立志实现全面发展，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努力朝着“百年

卫华，世界第一”的梦想迈进，实现着

“让世界轻松起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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