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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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总览产业集群总览产业集群总览产业集群总览 

产业集群名称 潮州市陶瓷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位置: 中国广东省潮州市 

优势产业集群名称 陶瓷产业 

产业带面积 3679 平方公里 

产业集群从业人数 约 60 万人 

市荣誉称号 中国瓷都 

1.2 1.2 1.2 1.2 综述综述综述综述: : : :  

潮州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陶瓷产区。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

潮州先民已开始烧制陶器。至于瓷器的制作则可以追溯到 1300 多年前的唐代。而潮州境内发现的宋代笔架山窑

更有大量人物、动物瓷出土。潮州陶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具有潮州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

精华，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潮州陶瓷可以划分为美术陈设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三大类，其出

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25%、60%、30%，产品远销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该产业带内各类陶瓷生产企业数

量超过 1200 家，产业从业人数超过 60 万人。2016 年度，当地陶瓷产品产值达到 94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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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优势行业总览优势行业总览优势行业总览优势行业总览    
 

    2.12.12.12.1 优势行业概况优势行业概况优势行业概况优势行业概况    

优势产业名称 潮州陶瓷产业集群 

优势产业近三年产值（亿） 
2014 2015 2016 

RMB 8000 RMB 8650 RMB 9420 

优势产业高、中、低端产品产量占比 
高端 中端 低端 

25% 55% 20% 

占国内同行业比% 40% 

优势产业市内企业总数 1200 家 

获得 ISO9001 体系认证的企业数 800 家 

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 85 家 

优势产业上市公司数 4 家 

2016 年总出口额 11 亿美元 

优势产业全国驰名商标数 4 份 

优势产业名牌产品数 70 份 

优势产业产品专利数 5000 份 

该产业所需主要原材料（请列出三类） 瓷土 

该原材料供应商当地企业数 50 家 

原材料本地自给率 40% 

镇内优势产业的从业人数 60 万 

外贸从业人员 68500 人 

优势产业具有大中专或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数量 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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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5%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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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外贸能力外贸能力外贸能力外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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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 RMB 1100 RMB 1071 

占国内同行业比(%) 40% 4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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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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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88 22% 

欧洲 29312 27% 

南美洲 2070 2% 

中东 8209 8% 

东亚：日韩 7794 7% 

东南亚 8838 8% 

非洲 6297 6% 

澳洲 3986 4% 

其他 16836 16% 

涉及主要产品品牌 松发、四通、长城、伟业、顺祥、梦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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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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展会国外展会国外展会国外展会    

展会名称 本地参展企业数量 展会时间 国家 / 城市 

法兰克福展 30 每年 2月、11 月 德国/法兰克福 

意大利米兰展 20 每年 2月、9 月 意大利/米兰 

3.3.2  3.3.2  3.3.2  3.3.2  国内展会国内展会国内展会国内展会    

展会名称 本地参展企业数量 展会时间 国家 / 城市 

广交会 200 每年 2届 中国/广州 

深圳礼品展 150 每年 2届 中国/深圳 

上海百货展 110 每年 8月 中国/上海 

上海尚品展 50 每年 8月 中国/上海 

上海厨卫展 40 每年 5月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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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r-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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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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山师范学院陶瓷艺术学院韩山师范学院陶瓷艺术学院韩山师范学院陶瓷艺术学院韩山师范学院陶瓷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韩东校区占地面积 254 亩，规划建设控制用地

1000 亩，地处潮安县官塘镇工业园区，韩东校区已建成 20000 多

平方米的教学实验楼；建成 5 幢学生公寓，面积近 30000 平方米，

可住学生 3600 多人；建成 1 幢行政办公楼、1幢食堂和 1幢教师

公寓，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 

拥有多媒体教室、语音教室、微格教室等各类教室 45 间；各

类教学实验室 30 个；教学科研议器设备总值 776 万元；教学科

研用计算机 600 多台；图书馆藏书 12 多万册。 

师资力量 教授 1名，副高 4名，硕士 15 名，高级职称 24 名，中级职称 35 人； 

在校学生 497 人 

硬件设施 
拉坯机 40 台，窑炉 6个，车模机 30 台，高压注浆机 2 台，手印机 30 台，晒版机 2台，研

磨机 1台，半自动印刷机 1台，气动綳网机 1台，自动涂布机 1 台。 

测试设备 同步热分析仪，釉料应力测试仪，高温梯度炉，偏光显微镜，旋转粘度计； 

主要专业 

陶艺拉坯，电脑图形设计 I-CorelDraw,陶瓷产品造型设计，陶瓷产品电脑制作 II 3DMAX,

花纸设计与制作，陶瓷产品模具制作，陶艺； 

泥塑人体，人物泥塑，陶瓷工艺捏塑，陶瓷工艺雕塑（人物），陶瓷雕塑创作； 

现代陶艺，釉上彩装饰，电脑图形设计 corelDraw, 3DMAX,陶瓷造型设计基础，模具制作，

花纸设计与制作，陶瓷装饰设计. 

泥塑 II, III, 陶瓷动物雕塑，陶瓷人物雕塑，陶瓷雕塑模具制作，电脑效果图 3D MAX， 传

统陶瓷工艺临摹，数字雕塑-ZBRUSH； 

大师工作室 

谢华大师工作室，吴维潮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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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教学楼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实训楼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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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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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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铁马货运中心 

潮州市潮安县潮安区兴工南路 16 号 

 

潮州市安能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新风路 

潮州市陶氏物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德州展宏路 57 号 

长隆物流中心 

潮州市枫溪区火车站区南片 3 号 

和平货运场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 

港口及机场信息： 

附近港口名称及距离 
深圳盐田港：335.3km 

潮州港：73.5km 

高铁，轻轨名称，距离及到达时间 

广州南站：426.5km / 2 小时 35 分 

广州火车东站：406.5 km / 3 小时 05 分 

潮汕站：约 20 km  

深圳北站：305 km / 2 小时 

辖区内高速公路，铁路数量 
深汕高速公路、汕汾高速公路、潮惠高速公路、汕梅高速公路 

广梅汕铁路，厦深铁路 

附近机场名称及距离 

广州白云机场 405 km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259 km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370.9 km 

揭阳潮汕机场：约 2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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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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瓷都陶瓷文化中心中国瓷都陶瓷文化中心中国瓷都陶瓷文化中心中国瓷都陶瓷文化中心    

 

实际地址 潮州市潮安区新风路枫二新村南门对面 

企业概况 

陶瓷文化中心以枫溪陶瓷城为主要载体， 占地面积 150 亩，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

米。枫溪陶瓷展览馆 1.4 万平方米、大师研究创作室 12 单元、创意产品展示大厅

1.6 万平方米、多功能培训中心 1800 平方米以及陶瓷检测检验中心。 

服务项目 
陶瓷文化中心吸纳 400 家企业和机构入驻，包括：陶瓷研发机构和总部，工业及广

告设计，软件产业，金融及中介服务，商务公寓等。 

代表品牌 松发、伟业 

主办项目 
国际陶瓷文化演绎中心、”潮州文化“广场、艺术大师之家、“现代官窑”创意产

业基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国际陶瓷创意艺术教育、培训中心、信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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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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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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6.26.2 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外贸综合服务公司----    广东工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广东工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广东工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公司广东工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公司    

 

实际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潮汕公路 124 号陶瓷工贸大厦 

公司简介 

公司创建于 1992 年,为集体所有制的外贸公司，主要经营：国内中小微企业进出口提供通关、

退税、物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外汇、退税

及配套的物流和金融服务，提高运行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基础信息 

占地面积 2463 平方米，服务企业共 320 家其中超 250 家陶瓷企业，主要销往中东、欧美、

日韩等地区， 2016 年经省评定，成为粤东首家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获准成为汕头关区

首家使用海关 QP 系统自理报关的一般贸易企业。 

服务网址 http://www.gdgmt.cn/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内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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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3  6.3  6.3  本地配套企业展示本地配套企业展示本地配套企业展示本地配套企业展示：：：：配件供应商配件供应商配件供应商配件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广东辉源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大埕村十亩石路片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3618150895L 公司注册时间 1997 年 11 月 24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8 年 

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18000 万 

主营产品 马桶盖，水箱，水箱配件，智能马桶 

公司网址 http://www.huiyuan-cn.com  

主要市场 国内，南美，中东，东南亚 

体系证书 ISO9001, ISO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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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位（其中超过 10 年行业经验 2位） 

设计软件 Pro-e, Auto CAD 

设计产品 马桶盖 15 款，水箱 10 款，水箱配件 1款 

所获专利 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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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测试仪功能测试仪功能测试仪功能测试仪    震荡测试仪震荡测试仪震荡测试仪震荡测试仪    

  

寿命测试仪寿命测试仪寿命测试仪寿命测试仪     冲击测试仪冲击测试仪冲击测试仪冲击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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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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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机构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中段 

检测机构服务网址 http://www.cz.gdciq.gov.cn/  

 

简介: 潮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于 2006 年 3 月成立， 

 2011 年加入国家陶瓷检测重点实验室联盟。承担潮州辖区内法定检测任务和承接社会委托业务。            

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和国家认监委(CNCA)的资质认定。 

检测团队及硬件设施检测团队及硬件设施检测团队及硬件设施检测团队及硬件设施：：：：    

总人数 17 人：高级职称 1人，中级职称 5人 

硬件设施 
中心拥有技术检测用房面积约 2500 平方米，配有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紫外

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谱仪、日用陶瓷热稳定测定仪、白度色度仪等设备 199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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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食品接触材料、水质、日用陶瓷和卫生洁具、羽绒羽毛、电器检测项目； 

2. 日用陶瓷铅镉溶出量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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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    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    相关奖励相关奖励相关奖励相关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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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图片设备图片设备图片设备图片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设备设备设备设备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设备设备设备设备型号型号型号型号////原产地原产地原产地原产地    

    

恒温浸提室 1 中国 

原子吸收光谱仪 2 中国 

    

厢式电阻炉 1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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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建材放射性检测仪 1 中国 

    

陶瓷砖釉面抗龟缩蒸压釜 1 中国 

    

CXK-A 型陶瓷吸水率真空装置 1 中国 

    

KGL-T 卫生陶瓷抗龟裂试验机 1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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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B 卫生陶瓷荷载试验机 1 中国 

    

煮沸法吸水率检测仪 1 德国 

    

DPS-T 水箱配件综合试验台 1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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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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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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体系证书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 : 体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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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8.2 8.2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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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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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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优化陶瓷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做好潮州市陶瓷总部基地，采购中心，会展，专业批发市场的规划，在环境有限

的前提下，合理规划陶瓷产业的空间布局。 

2.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对认定为总部企业的陶瓷企业，按照本市出台的政策文件给与建设用地支持，新增固定资

产投资奖励，办公用房补助，企业落户奖励，经营贡献奖励等。 

3. 大力发展陶瓷会展业：鼓励市场办展机构每年在国内举办 1 场以上大型陶瓷展会。 

4．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和现代陶瓷物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加快企业网上贸易电子商务建设。至此在

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开设“潮州陶瓷专馆”，拓宽潮州陶瓷行业电商销售渠道，以“互联网+”助力潮州陶瓷产业

升级。 

5．加强对陶瓷文化旅游的重视和支持:建立若干个陶瓷旅游景点，丰富本市的陶瓷文化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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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发展： 

1．扶优扶强企业发展提供空间：陶瓷企业上市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需要扩大项目用地的，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市规划，且不违反国家供地政策的前提下，政府可以规划预留企业增资扩产用地。通过对城镇范围内的陶瓷

用地进行调整，逐步将陶瓷企业引导至统一规划的产业集聚区。 

2．促进工业地产发展。支持以产业为依托，以地产为载体，以工业楼宇，工业厂房，高新技术研究和发展用房为

主要开发对象，按照国家通用标准及行业规范要求统一设计，建设，集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为一体的工业

地产建设。 

3．鼓励企业节约集约用地：鼓励工业用地原址升级改造。 

4．鼓励对旧陶瓷厂房实施改造。 

5．合理确定改造片区的用地功能和开发强度：以会展业，旅游业，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企业总部基地为基础，

结合地块的兼容性质增强开发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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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建设： 

1．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国内外陶瓷企业在本地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会展商务中心，物

流中心等，完善提高陶瓷产业的综合服务功能。对新创建省级或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的，分别给与

一次性奖励。 

2．支持和培育骨干企业，标志性产品形成著名区域品牌。推动企业争创更多的中国世界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出口名牌，形成在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品牌集聚辐射中心。 

3．鼓励发展高附加值陶瓷。中心发展高端智能卫浴陶瓷，工业陶瓷，电子陶瓷，功能陶瓷，陶瓷装备，陶瓷新材

料和陶瓷创意产品。 

4．鼓励陶瓷企业“走出去”。鼓励行业集体参加国外展会，提升陶瓷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形象和实力。总部

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可有限申请有关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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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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伟业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园 F1 地块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0736198427D 公司注册时间 2002 年 03 月 25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14 年 

建筑面积 20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5380 万 

主营产品 日用陶瓷 

公司网址 http://www.weiye-porelain.com  

主要市场 国内、欧洲，北美，日本 

体系证书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 OHSAS 18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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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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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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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Sku 

所获专利 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20 份 

主要测试设备： 

 
 

 

烤箱烤箱烤箱烤箱（（（（水分含量测试仪水分含量测试仪水分含量测试仪水分含量测试仪））））    多元素快速分析仪多元素快速分析仪多元素快速分析仪多元素快速分析仪    

  

可塑性测试仪可塑性测试仪可塑性测试仪可塑性测试仪        白度计白度计白度计白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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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广东顺祥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如意路工业园南侧 B1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0190384665A 公司注册时间 1992 年 06 月 21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50%自主品牌：20 年 

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3000 万 

主营产品 家居日用瓷 

公司网址 http://www.shunxiang.com/  

主要市场 国内，欧洲，东亚 

体系证书 ISO 9001,ISO14001,OHSAS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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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No.: 26 of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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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位，样品开发 10 位（其中超过 10 年行业经验 15 位） 

设计软件 Pro-e, Auto CAD 

设计产品 2016 年全年开发新产品 3000 款 

所获专利 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份 

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主要测试设备：：：：    

 

 

 
XXXX 荧光分析仪荧光分析仪荧光分析仪荧光分析仪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烤箱烤箱烤箱烤箱((((水分含量测试水分含量测试水分含量测试水分含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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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孚中工业区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37076154399 公司注册时间 1999 年 01 月 18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18 年 

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11123 万 

主营产品 卫生陶瓷 

公司网址 http://www.uncommon.com.cn/  

主要市场 东南亚，东亚 

体系证书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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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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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位（其中超过 10 年行业经验 2 位） 

设计软件 Pro-e, Auto CAD 

设计产品 2016 年全年开发新产品 21 款 

所获专利 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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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裂测试分析仪龟裂测试分析仪龟裂测试分析仪龟裂测试分析仪    烤箱烤箱烤箱烤箱（（（（水分测试水分测试水分测试水分测试））））    

 

N/A 

吸水性测试仪吸水性测试仪吸水性测试仪吸水性测试仪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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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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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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潮州市联骏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 潮州市开发区二期工业园振工西路（B、D幢）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077016567X8 公司注册时间 2004 年 12 月 28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8 年 

建筑面积 39,000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6963 万 

主营产品 日用陶瓷 

公司网址 Nil 

主要市场 澳洲，欧洲，北美 

体系证书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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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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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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位，样品开发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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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款 

所获专利 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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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热稳定性测定仪陶瓷热稳定性测定仪陶瓷热稳定性测定仪陶瓷热稳定性测定仪    陶瓷吸水稳定性测试陶瓷吸水稳定性测试陶瓷吸水稳定性测试陶瓷吸水稳定性测试    

  

多元素快速分析仪多元素快速分析仪多元素快速分析仪多元素快速分析仪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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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20 号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07408274093 公司注册时间 2002 年 07 月 11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10 年 

建筑面积 333,333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8800 万 

主营产品 家居陶瓷、酒店陶瓷等 

公司网址 http://www.songfa.com/  

主要市场 国内、欧美、中东、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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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厅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展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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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结束报告结束报告结束报告结束    -------- 

10.10.10.1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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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名称 广东明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二期工业园振潮北路东侧 

营业执照编号 91445100799318262W 公司注册时间 2007 年 04 月 17 日 

有效期 长期 外贸经验 OEM:8 年 

建筑面积 26,667 平方米 注册资本 RMB 45,105,780  

主营产品 酒店用陶瓷 

公司网址 http://www.mingyu-porcelain.com/  

主要市场 国内、欧洲、北美、日韩 

体系证书 ISO 9001, ISO 14001,OHSAS 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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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