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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 : : 总体信息总体信息总体信息总体信息    
 

 

 

 

 

 

 

 

 

 

 

 

 

1.1 1.1 1.1 1.1 产业集群名片产业集群名片产业集群名片产业集群名片 

产业集群名称 阳江市五金刀剪产业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位置: 中国广东省阳江市 

优势产业集群名称 五金刀剪产业 

产业集群面积 8,005.2 平方千米 

产业从业人数 约 995,000 人 

产业集群荣誉称号 
中国刀剪之都，中国餐厨具用品出口基地、中国刀剪产业基地、广东省五

金刀剪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等。 

1.2 1.2 1.2 1.2 产业集群综述产业集群综述产业集群综述产业集群综述: : : :  

阳江，广东省省辖市。是 1988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地级市，位于广东省西南沿海，紧邻珠三角，扼

粤西要冲。 

阳江市传统手工业产品久负盛名，五金刀剪生产历史悠久，是最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阳

江现有五金刀剪企业 1500 多家，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日用五金刀剪产量占全国的 60%，出口占全国的 80%。

产品远销欧洲、美国、日本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阳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刀剪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由于产业聚集度不断提高，阳江五金刀剪业已入选中国百佳产业集群，阳江先后被国家和广东省认定为中国

刀剪产业基地和广东省火炬计划五金刀剪特色产业基地、广东省五金刀剪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阳东县东城镇成

为广东省五金刀具制品专业镇、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此外，中国菜刀中心、中国小刀中心、中

国陶瓷刀中心、中国水果刀中心、中国果蔬刨中心、中国刀剪机械制造中心、中国五金美容化妆工具中心、中国

脚轮中心、中国脚手架中心等国字号招牌也先后落户阳江。 

1.31.31.31.3 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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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1.4 1.4 地图位置展示地图位置展示地图位置展示地图位置展示    ，，，，红色标注区域红色标注区域红色标注区域红色标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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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 : : 优势产业总览优势产业总览优势产业总览优势产业总览    
 

    2.12.12.12.1 优势优势优势优势产业产业产业产业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优势产业名称 阳江五金刀剪产业集群 

优势产业近三年产值（亿） 
2014 2015 2016 

RMB 515.68 RMB 538.03 RMB 550.0 

优势产业高、中、低端产品产量占比 
高端 中端 低端 

20% 50% 30% 

占国内同行业比% 80% 

优势产业市内企业总数 482 家 

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 13 家 

优势产业上市公司数 2 家 

2016 年总出口额 RMB 17,500,000,000 

优势产业全国驰名商标数 3 份 

优势产业名牌产品数 69 份 

优势产业产品专利数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总计约 3,000 份 

该产业所需主要原材料（请列出三类） 五金原材料，钢材及塑料 

该原材料供应商当地企业数 N/A 

原材料本地自给率 50% 

镇内优势产业的从业人数 800,000 人 

外贸从业人员 45,000 人 

优势产业具有大中专或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数量 150,000 人 

工程师行业经验分布(%) 
少于 2 年 2~5 年 5~10 年 超过 10 年 

20% 35% 35% 10% 

优势产业推广平台 中国（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博览会 

优势产业推广网址 http://www.chinaksfair.com  

2.2 2.2 2.2 2.2 优势产业认证结论优势产业认证结论优势产业认证结论优势产业认证结论    

1、该优势产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占国内同行业比达 80%  

2、该优势产业产值持续保持增长势头，仍具强劲的发展空间  

3、该优势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中高端产品占比达 70%，包括 13 家高新企业、3000 份产品专利、69 类名牌产

品等。  

4、该优势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行业企业多、从业人数多，对当地创造大量税收及就业岗位。  

 

该优势产业产业链条完善。阳江五金刀剪企业构成了从不锈钢带钢冶炼、刀剪机械制造、模具制造、配件铸造、

热处理、电镀、包装到技术研发、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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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贸能力    
 

3.1 出口能力概况出口能力概况出口能力概况出口能力概况 

过去三年优势行业出口额 (亿) 
2014 2015 2016 

RMB 232 RMB 239 RMB 175 

占国内同行业比(%) 75% 82% 78% 

出口模式占比（贴牌\ODM\自有品牌） (%) 
OEM ODM 自有品牌 

70% 25% 5% 

3.23.23.23.2 外贸市场分布外贸市场分布外贸市场分布外贸市场分布    

市场区域 
销售额 

 (万美元) 
占比 % 

北美 52,564 37.74% 

欧洲 45,846 32.91% 

南美洲 2,215 1.59% 

中东 316 0.23% 

东亚：日韩 7,810 5.61% 

东南亚 25,732 18.47% 

非洲 284 0.20% 

澳洲 4,526 3.24% 

主要市场覆盖欧洲、美国、日本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39,2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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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外贸推广活动外贸推广活动外贸推广活动外贸推广活动    

3.3.1 3.3.1 3.3.1 3.3.1 近两年参加国外展会情况近两年参加国外展会情况近两年参加国外展会情况近两年参加国外展会情况    

展会名称 本地参展企业数量 展会时间 国家 / 城市 

中国品牌商品美国展 6 2015 年 7 月 22-25 日 美国/洛杉矶 

国际文具、办公用品 

及电脑产品展览会 
3 2015 年 8 月 11-14 日 巴西/圣保罗 

广东（莫斯科）商品展 13 2015 年 9 月 22-26 日 俄罗斯/莫斯科 

国际家居及消费品展 3 2016 年 1 月 29 日-2 月 1 日 意大利/米兰 

德国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博览会 7 2016 年 2 月 10-14 日 德国/法兰克福 

芝加哥国际家庭用品博览会 12 2016 年 3 月 10-13 日 美国/芝加哥 

中国优品（印尼）采购交易会 4 2016 年 5 月 15-20 日 印尼/雅加达 

广东（迈阿密）商品展 12 2016 年 6 月 18-22 日 美国/迈阿密 

中国品牌商品非洲展 5 2016 年 6 月 19-21 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3.3.2  3.3.2  3.3.2  3.3.2  近两年参加国内展会情况近两年参加国内展会情况近两年参加国内展会情况近两年参加国内展会情况    

展会名称 本地参展企业数量 展会时间 国家 / 城市 

环球资源春季家庭用品 

采购交易会 
28 2015 年 10 月 20-23 日 中国/香港 

亚洲厨房及餐桌用品展 

（Mega Show 1） 
30 2015 年 10 月 27-29 日 中国/香港 

环球资源春季家庭用品 

采购交易会 
32 2016 年 4 月 20-23 日 中国/香港 

香港贸发局家庭用品展 18 2016 年 4 月 20-23 日 中国/香港 

香港贸发局香港礼品及赠品展 8 2016 年 4 月 27-30 日 中国/香港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96 2016 年 4 月 23-27 日 中国/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96 2016 年 10 月 23-27 日 中国/广州 

3.3.3 3.3.3 3.3.3 3.3.3 主要推广电商平台主要推广电商平台主要推广电商平台主要推广电商平台    

1. 广贸天下：http://www.mr-world.com  

3.4 3.4 3.4 3.4 外贸能力认证结论外贸能力认证结论外贸能力认证结论外贸能力认证结论    

1、该优势产业是国内同行业主要出口基地。覆盖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2、该优势产业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地，产品质量、性能较强，具有一定创新性。  

 

该优势产业重视外贸渠道建设。广泛参与线上营销、国内外展会。下一步如进一步加强O2O模式，将会为外贸出口提

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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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 : : 优势行业总览人力资源与可持续性发展优势行业总览人力资源与可持续性发展优势行业总览人力资源与可持续性发展优势行业总览人力资源与可持续性发展    

    
4.14.14.14.1 院校院校院校院校：：：：    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    

 
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是珠海帮扶阳江重点建设项目，基地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技术培训、

课程规划和认证资源。由上海德国工商总会 AHK 培训委员会专家进行规划和建设指导。  

办学特色：“双元制”模式本土化。基地按照德国“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培养高标准的德式技能人才，

满足出口企业对技工的资质要求，又能给产业带企业及职工提供岗前技能培训和中高级技能提升培训服务。 

    技能培训园区化：为基地学生提供与标准实训条件和工作环境，实现学校与企业，毕业与就业的无缝对接。 

    运营管理企业化：基地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聘请国内一流培训师组成培训团队，按照企业运营模式独立运营。  

地址 中国广东省阳江市万象工业园新工业大道 

成立日期 
2015 年 09 月 

（2016 年 6 月经阳江市编委会批准，正式命名为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 

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 

师资力量 技师 18 位（2位高级技师） 

在校学生 2016 届在校生 430 名 

主要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数控技术、模具设计制造、气动系统、电焊培训等。 

硬件设施 总投资：RMB 1500 万元培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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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室实景实训室实景实训室实景实训室实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授课室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授课室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授课室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授课室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授课室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授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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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教学教学教学教学设备设备设备设备：：：：    

设备图片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设备型号/原产地 

    

线切割机 4 德国 

    

自动加工中心 6 德国 

    

磨床 10  中国 

    

车床 24  中国 

    

铣床 24  中国 

4.2 4.2 4.2 4.2 优势产业人力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认证结论优势产业人力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认证结论优势产业人力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认证结论优势产业人力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认证结论    

当地产业集群具有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依托阳江市粤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及阳江职业技术

学院等院校，可为优势产业提供大量高端创新人才、技术人才及产业工人，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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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物流交通物流交通物流交通物流交通    
 

5.1 5.1 5.1 5.1 交通概况交通概况交通概况交通概况        

在市内是否有清关办事处  有                     无 

国内贸易主要物流模式  高速公路     快递    航空     铁路    海运 

外贸主要物流模式  高速公路     快递    航空     铁路    海运 

主要物流中心主要物流中心主要物流中心主要物流中心：：：：    

阳江凯利物流 

岗列街道金郊土特产批发市场 B栋 

 

阳江金信物流 

阳江市阳东县永兴一路 

阳江櫵阳物流 

阳江市阳西县桥平二路 

阳江烟草物流 

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 

阳江远成物流 

阳江市阳东县永安花园 A栋 04 号 

港口及机场信息港口及机场信息港口及机场信息港口及机场信息：：：：    

深圳盐田港 距离约 340 km 

广州南站 距离 280 km（深茂铁路阳江城北轻轨站预计 2018 年通车） 

辖区内高速公路数量 

辖区内有 4条高速公路（包括在建高速）: 

1）沈海高速； 

2）西部沿海高速； 

3) 罗阳高速； 

4) 中阳高速； 

附近机场名称及距离 

广州白云机场 244 km 

深圳宝安机场 267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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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2 5.2 5.2 汇达保税仓物流配送中心汇达保税仓物流配送中心汇达保税仓物流配送中心汇达保税仓物流配送中心 

 

阳江市汇达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由珠海经济特区宝汇通企业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于 2009 年进驻阳江市江城区银岭科技产业园，公司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 

 

阳江市汇达公用型保税仓是阳江市首家公用型保税仓库。它是经海关批准设立

的向社会提供保税仓储服务，专门存入保税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海关

监管仓库。具有缓税、缓证、期货、进口原材料配送、清关服务等功能。 

 

六大功能： 

1. 缓解税费，缓证； 

2. 零库存集中配送；3. 简单加工； 

4. 国际贸易中转； 

5. 减少贸易风险； 

6. 一体化通关；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阳江（汇达）跨境电商快件分拣清关中心: 

阳江跨境电子商务快件分拣中心项目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市

分公司和阳江市汇达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拟建于江城银岭科技产业园

内的阳江市汇达公用型保税仓库，投资约 1000 万元。主要营运跨境电商进出口

快件、个人物品进出口快件监管、通关。阳江跨境电子商务快件分拣清关中心

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贸易发展，便捷跨境电商企业通关，提升监管

部门行政效能等。 

 

欧美亚跨境直购体验中心 

5.3 5.3 5.3 5.3 物流交通认证结论物流交通认证结论物流交通认证结论物流交通认证结论    

阳江市物流交通便利，具有融入大珠三角发展的区位优势，及贸易自由、通关便利的软硬件环境，开展外贸出口、

原材料进出口、国际中转贸易等经贸活动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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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 : : 配套设施配套设施配套设施配套设施    

 
6.16.16.16.1 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    ----    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    

 

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 

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以阳江五金刀剪产业为依托，规划包括：产品展示

交易区、物流配套区、商务配套区、产业文化展览区四大功能分区。将建成一座集

批发经销、展览展示、新品研发、品牌推广、仓储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于

一体的现代化、国际化五金刀剪大型专业市场。 

 

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阳江市重点项目，由阳江市丰泰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开发。该项目位于阳江城北商业核心地段,市区主干道石湾北路以东，80

米宽的振兴路和 40 米宽的康泰路交汇处，四面环街。 

实际地址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振兴路与康泰路交汇处 

概况 项目总用地面积 36 万㎡，总规划建筑面积 100 万㎡，总投资 30 亿元。 

代表品牌 阳江十八子、永光、盛达刀具、银鹰、鸿丰小刀、新毅刀具等。 

主办项目 中国(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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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6.2 6.2 6.2 6.2 配套设施认证结论配套设施认证结论配套设施认证结论配套设施认证结论    

该优势产业配套设施完善，形成以产业园区为核心的配套服务体系，提供展览展示、新品研发、品牌推广、

仓储物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支撑服务，形成完整的配套服务产业链条，为企业降低外贸成本，为产业聚集

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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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 : : 质量保证能力质量保证能力质量保证能力质量保证能力    
 

7.17.17.17.1 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检测中心    

检测机构是否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 
 是:        否 

 CMA        CAL     ISO 17025     其他  

本地是否有建立相应的地方检验标准  是:        否          

检测机构名称 国家刀剪及日用金属工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机构地址 广东省阳江市潮排山环山东路 7号  

检测机构服务网址 http://www.yjgjdjzx.com  

国家刀剪及日用金属工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 2008 年 5 月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在阳江筹建，是我国目前唯一一

家刀剪及日用金属工具的国家质检中心。中心总占地面积约 1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引进价值达

1000 多万目前国际最先进的五金刀剪检测设备，其中有：“X 射线荧光光变谱仪”、“ICP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气相色谱一质谱仪”、“智能型倒置金相显微图像分析系统”等 50 多台（套），建立 20 多个高水平的专业实验室，

检验项目达 50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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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团队资质检测团队资质检测团队资质检测团队资质：：：：    

总人数 中心员工 28 人 

人员资质 

中级以上职称：18 人； 

研究生：5人； 

高级工程师：3人； 

教授：1人； 

参与国家标准起草项目参与国家标准起草项目参与国家标准起草项目参与国家标准起草项目：：：：    

QB/T 4856-2015《不锈钢果蔬刨 通用要求》； 

GB/T 30769-2014《不锈钢水果刀》 

针对优势产业测试服务针对优势产业测试服务针对优势产业测试服务针对优势产业测试服务    

1. 刀剪及日用金属工具的化学成份分析 

2. 刀剪及日用金属工具的物理性能测试以及分析测试 

3. 刀剪及日用金属类制品检验检测 

4. 刀剪类产品、餐厨具用品、日用金属工具、及部分日用五金制品等 110 多个产品标准 900 多个参数。 

7.2 7.2 7.2 7.2 检测中心主要设备检测中心主要设备检测中心主要设备检测中心主要设备    

设备图片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 设备型号/原产地 

气相色谱质谱仪 1 日本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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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1  德国  

液相质谱仪 1  德国 

倒置式金相显微镜 1 日本  

万能工具显微镜 3 中国 

测量投影仪 1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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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维氏/数显洛氏硬度计 4 中国 

直读光谱分析仪 1 德国 

RNJ-3000 微机控制液晶显示 

电子扭转试验机 
1 中国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 1 中国 

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 1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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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控制金属摆锤冲击试验机 2 中国 

    

扫描电子显微镜 1 日本 

7.37.37.37.3 被审核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被审核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被审核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被审核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与现场发现    

当地被审核企业是否有建立完善的供应商评估程序  是             否                           

当地被审核企业是否有建立采购管理程序  是             否     

所有生产环节是否有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点  是             否     

现场 QC 人员与生产人员是否相互独立运行  是             否     

成品包装后，是否需要进行抽样检查  是             否     

现场原料是否有经过抽样检验  是             否     

现场不合格产品是否有明确的标识和区分以防止误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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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4 7.4 7.4 企业荣誉证书企业荣誉证书企业荣誉证书企业荣誉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荣誉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荣誉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荣誉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荣誉证书    

 

    

 
7.57.57.57.5 质量保证能力认证结论质量保证能力认证结论质量保证能力认证结论质量保证能力认证结论    

本产业集群依托国家刀剪及日用金属工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权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形成完善的质量保障体

系，具有突出的质量保障能力。2016 年 9 月，阳江市发布《阳江市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十三五”规划》，高度肯定该

市刀剪产业标准化发展，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标准化工作机制，为该优势产业质量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政策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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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 : : 研发能力研发能力研发能力研发能力    
 

8888.1.1.1.1 被被被被审核企业研发能力审核企业研发能力审核企业研发能力审核企业研发能力    

本地生产企业是否有保留研发相关的设计输入，设计输出，设计评审等资料。  有              无 

基于现场发现，本地企业是否有给研发人员提供相应的软件、设备进行开发工

作？ 
 有              无 

本地研发人员是否有使用一些专业软件进行产品研发？  有              无 

本地企业对新产品是否有制定相应的设计标准？  有              无 

本地企业是否有建立内部评估程序以对新设计进行确认？  有              无 

新产品是否有使用第三方进行测试检验？  有              无 

8888.2 .2 .2 .2 著名商标及专利著名商标及专利著名商标及专利著名商标及专利    

 

 

8.3 研发能力认证总结研发能力认证总结研发能力认证总结研发能力认证总结 

从本产业集群代表性企业研发现状看，当前，开展自主创新、致力发明创造已成为该优势企业不断转型升级的

主要动力。大量企业从产品结构优化中寻找突破口，在各类产品的研发中推陈出新，强化品牌战略和品牌研发理念。

目前，该优势产业集群拥有一批高新企业，拥有一批著名商标及大量行业专利，研发能力处于国内同行业绝对领先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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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 : : 政府支持及长远发展计划政府支持及长远发展计划政府支持及长远发展计划政府支持及长远发展计划    

    
9.19.19.19.1 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政府对优势行业支持政策    

阳江市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五金刀剪产业发展上水平的实施意见》： 

    明确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发展资金，加强企业服务，搭建产品交易平台，建设五金刀剪海外营销网络，开启

“阳江刀剪”全球推广计划和加强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内容。 

9.29.29.29.2 为全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为全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为全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为全球产业基地所配套的基础建设    

阳江市拥有国家餐厨用品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与珠三角地区共建设 4个省级产业转移园区: 

1.珠海（阳江）产业园以金属制品与金属材料等为主导产业，是省级示范性园区和省十大重点园区； 

2.珠海（阳江万象）产业园拥有完整的五金刀剪产业链条； 

3.中山火炬（阳西）产业园和东莞长安（阳春）产业园可以承接不同规模项目进驻。 

全市已建有阳江市国际五金刀剪商贸城和阳江市电子商务创业园及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园。此外，阳江港是经国

务院批准的一类口岸，年吞吐能力可到 9,800,000 吨。 

4.成立五金刀剪产业技术研究院，旨在依托钢研院在人才、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围绕阳江经济的发展需求，

在汇集各方资源，共同组建集原创技术研发、高端人才培养、成果孵化等功能的产学研综合平台，重点研究采

用以先进激光焊接技术为核心技术开发五金刀剪刀刃的增材制造装备、配套用材体系及制造工艺。  

9.3 3~59.3 3~59.3 3~59.3 3~5 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年后政府的计划与发展    

五年规划目标：  

一是阳江市五金刀剪年产值突破 RMB 100 亿元。  

二是进一步加强交通物流建设，包括：  

 

1．轨道交通：加快深圳至茂名铁路阳江段规划建设，高水平建设高铁枢纽站场，力争 2018 年前建成投入使用; 着

力提升阳江铁路运输能力。  

2．高速公路：加快推进海陵岛大桥、阳东至阳江港沿海高速公路及阳江港大桥等项目规划建设。 重要干线道路：

改造提升 S365 线、阳西县沙扒至丰头岛沿海快速干线、阳西县城至丰头岛一级公路、雅白线(白 沙至程村)一级

公路、海陵岛东部旅游公路等公路网，规划建设滨海大道，谋划沿线开发。  

3．港口航运：加快建设阳江港 13、14 号泊位，推进 J1-J6、4、5-7、15、16、17、18、19、20、21、22 等码 头

泊位建设;加快推进阳江港 10 万吨级航道疏浚工程;加快建设阳江港港区铁路、疏港大道等基础设施。 

    9.4 9.4 9.4 9.4 政府支持及长远规划结论政府支持及长远规划结论政府支持及长远规划结论政府支持及长远规划结论    

当地政府对该优势产业具有高度的认可和强大的支持力度，如大力加快五金刀剪专业性园区的建设，进一步

完善产业技术研发、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引导高等院校扩大与优势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为优势产业构建更加完善的

服务平台的那个。政府的政策支持、专项经费支持、信用背书等为行业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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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 : : :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10.110.110.110.1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    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那霍工业区 

营业执照编号 914417007444971876 公司注册时间 2002 年 11 月 18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 

建筑面积 25,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1400 万元 

主营产品 菜刀、厨具等 

公司网址 http://www.shibazi.com  

主要市场 国内、东南亚、北美 

体系证书 ISO 9001, ISO 14001, BSCI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展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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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 

 

设计项目 结构设计，外观设计，产品工艺 

设计人员 设计工程师 10 位，样品开发 15 位（其中超过 10 年行业经验 17 位） 

设计软件 Pro-e, Auto CAD 

设计产品 2016 年全年开发新产品 30 款 

所获专利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150 份 

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    

 
 

 

显微硬度计 日本 OLYMPUS 金相显微镜 

  

VEGA-3-SBH 扫描电子显微镜：  刀具强度测试仪 

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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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10.210.2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    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阳江市阳东万象产业转移工业园赤城八路 A8 号 

营业执照编号 914417005645415313 公司注册时间 2010 年 11 月 11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 

建筑面积 10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5000 万元 

主营产品 刀具 

公司网址 www.yjjinhui.com.cn  

主要市场 欧洲、东南亚、南美 

体系证书 ISO 9001, ISO 14001,SA8000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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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 

 

设计项目 结构设计，外观设计，产品工艺 

设计人员 设计工程师 4 位，样品开发 20 位（其中超过 10 年行业经验 12 位） 

设计软件 Pro-e, Auto CAD 

设计产品 2016 年全年开发新产品 100 款 

所获专利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26 份 

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    

 
 

 
硬度测试仪 刀片测试仪 

  

扫描电子显微镜  拉力测试仪 

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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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3 10.3 10.3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    阳江鸿丰实业有限公司阳江鸿丰实业有限公司阳江鸿丰实业有限公司阳江鸿丰实业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阳江鸿丰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阳江市麻演工业区 29 号 

营业执照编号 91441700769309816W 公司注册时间 2004 年 11 月 10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 

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500 万元 

主营产品 小刀、厨具、工具 

公司网址 www.ghknife.com  

主要市场 欧洲、北美、东南亚等 

体系证书 ISO 9001, ISO 14001,BSCI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外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Page No.: 29 of 32  

 

 

 

 

 

10.4 10.4 10.4 10.4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    永光刀剪集永光刀剪集永光刀剪集永光刀剪集团有限公司团有限公司团有限公司团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永光刀剪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阳西县城工业区 

营业执照编号 91441721745507332D 公司注册时间 2002 年 11 月 18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 

建筑面积 8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7659 万元 

主营产品 剪刀 

公司网址 www.wiko.com.hk  

主要市场 欧洲、北美、东南亚等 

体系证书 ISO 900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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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企业开发设计能力    

 

设计项目 结构设计，外观设计，产品工艺 

设计人员 设计工程师 12 位，样品开发 12 位（其中超过 10 年行业经验 18 位） 

设计软件 Pro-e, Auto CAD 

设计产品 2016 年全年开发新产品 60 款 

所获专利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68 份 

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    

 
 

 
硬度计 金相显微镜 

  

德国斯派克分析仪  红外线角度测试仪 

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研发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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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5  10.5  10.5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    广东恒天达刀剪有限公司广东恒天达刀剪有限公司广东恒天达刀剪有限公司广东恒天达刀剪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广东恒天达刀剪有限公司 

地址 阳西县城桥平一路 489 号 

营业执照编号 91441721779993375W 公司注册时间 1997 年 05 月 08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 

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1000 万元 

主营产品 剪刀、厨房用品 

公司网址 http://www.htscissors.com  

主要市场 欧洲、北美、东南亚等 

体系证书 ISO 9001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外景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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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结束报告结束报告结束报告结束    --------    

10.6  10.6  10.6  10.6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    --------    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广东银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塘围圩江春公路边 

营业执照编号 91441700707682797W 公司注册时间 1999 年 06 月 22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 

建筑面积 45,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2000 万元 

主营产品 剪刀 

公司网址 http://www.inwin.com.cn/  

主要市场 欧美、东南亚等 

体系证书 ISO 9001, ISO 14001, BSCI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公司正门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车间 

  

10.7 10.7 10.7 10.7 本地企业代表展示认证结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认证结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认证结论本地企业代表展示认证结论    

该优势产业拥有一批具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外贸优势的大中型企业，同时还有大量中小生产企业和产业链

配套企业。建议该产业优势以产业集群、资源整合的方式与市场对接，在供需支持上逐步实现批量化、一站式服务，

更有效进行集体订购和需求资源的共享。通过统一价格体系、统一商品品质、统一立体式服务、统一品牌运作，为

采购企业提供优质的配送服务和产品技术支持，避免行业内不良价格竞争，打造广东产品品牌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