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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见字如面。欢迎您此刻翻开画册，走进卫华，了解卫华，在这里读懂卫华。 

衷心感谢卫华集团成长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正因为你们的关爱、信任和支持，使得卫华集团不断发展

壮大，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产电动葫芦的小作坊，一步步成为拥有起重装备制造和建筑工程两大业务板

块，下辖多个子公司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诚信经营是卫华文化的核心，用户满意是卫华永恒的追求! 我们始终坚持“客户至上、创造价值”的服

务理念，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需，以专业的态度、优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良好的体验、及时的售后为

客户创造优势、创新价值，给与客户无限信赖。 

肩负责任，感恩前行，卫华的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将会一直坚持把责任、友爱传递给社

会；把真诚、信赖传递给客户；把平等、互助传递给合作伙伴；把机会、成长传递给员工。 

打过一次交道，便是永远朋友。我们愿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肩、与时俱进、互惠共赢，共筑辉煌美好

的明天！ 

Dear friends, it’s just like being face to face when you read my letter. At this moment, I welcome you to 
step into and learn the story of Weihua through browsing our photo album.  

My heartfelt gratitude gives to all the friends on the growth road we met. Thanks to your support and trust, 
we have gradually explored our business and finally become a trans-regional multiple business conglomerate 
affiliated by a number of subsidiaries with two business blocks of heavy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rom a small obscure electrical hoist individual workshop.

Adhering to integrity management as the core of our cultur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Weihua’s eternal 
pursuit, we always insist on service concept of “Customer First and Value Creation” and take our customers’ 
real need into consideration, create positive strengths and innovative values by professional attitude, high-
quality products, sincere cooperation, better experience and timely after-sales service.

The growth of our company couldn’t go further if we left the subsistence soil of responsibility and 
gratitude that we rely on. We will continuously pass the spirit of duty and love to our society, convey sincerity 
and trust to customers, deliver equal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to our partners as well as offer opportunity and 
growth to overall staff.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after we have made dealings once. We wa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all walks of 
life, advance with the times, seek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strategy, collectively building an even more 
glorious future.

Chairman of Weihua Group: Hong’an Han

—卫华集团董事长　韩红安

董事长致辞
The speech by chairman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Weihua Group卫华集团简介

Founded in 1988, Weihua Group is a large-scale enterprise mainly engaged i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cluding overhead crane, gantry crane, harbor machinery, electric hoist, reducer, mining 

machinery, parking equipment, etc, and EPC.      

Weihua Group serves as Deputy Chief Director of the Heavy Machinery Industry Association , Material 

handling Association and the Sub-association of Bridge Crane in China. It has been honored with more 

than 500 awards such as ‘National Manufacturing Individual Champ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Top 100 Chinese Machinery Enterprise’, ‘Contract-honoring and Promise-keeping Enterprise of 

China’, ‘Qianhu Enterprise’,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Quality Award of Henan Provincial 

Governor’.

As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and Key High-Tech Enterprise of National Torch 

Plan, Weihua Group h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20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R&D platform such as Unite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spection Center, Post-doctoral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station,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Led by Mr. Yang Shuzi, the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r. Zhang Tiegang, 

the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Weihua R&D team with more than 600 persons has 

undertaken “National 863 Program” ,“National Science Supporting Program” and “National Torch 

Plan”. It has obtained 811 issued patents and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106 international, national, industrial, 

local and group standards. It also has won 74 Provincial-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s, 93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identified by government, including 1 international 

leading achievement, 5 international advanced achievements, and 1world record.

Weihua’s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more than 130 countrie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machinery, metallurgy, mining, electricity, water conservancy, aerospace, railway, harbor, 

petroleum, chemical industry and etc. They have been serving large enterprises and ke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assisting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shenzhou spacecraft, Long 

March rockets and Tiangong space lab.

Create Weihua international brand, revitalize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y. Weihua will keep 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erms of “greenization, intelligentialize, customization, internet” and strive for 

the enterprise’s vision of “Weihua Makes The World Easier”.  

卫华集团创建于1988年，是以研制桥、门式起重机械、港口机械、电动葫芦、减

速机、矿用机械、停车设备等产品为主的装备制造和以建筑工程总承包为主的大型企业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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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荣获“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中国机械工业百强”“全国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千户集团企业”“全国质量标杆”“省长质量奖”等500多项荣誉称

号。

作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卫华拥有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认可技术检验测试中心、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20个国家、省级研发平台。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为带头人的600人的科研团队，

先后承接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拥有授权专

利811项，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106项。先后获得省部、市级科技

进步奖项74项，获政府鉴定科技成果93项，其中国际领先1项、国际先进5项、创造世

界纪录1项。

在全球，卫华起重机械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冶金、矿山、电力、水利、航天、铁

路、港口、石油、化工等行业，服务于国内外大型企业和重点工程建设，助力神舟系列

飞船、长征系列火箭、天宫系列探测器成功飞天，并远销130个国家和地区。

创卫华国际品牌、兴中华民族工业。卫华将在“绿色化、智能化、定制化、网络

化”方面，不断持续创新，为“卫华让世界轻松起来”的企业愿景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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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集团行政办公大楼
Administrative office building of Weihua Group

卫华控股大厦
Weihua holdings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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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万平米车间内景
60,000 square meters of workshop interior

多功能厅

Multi-functional restaurant

喷砂涂装生产线
Sand blasting and painting line

大数据中心

Big data center

智能车库

Intelligent garage

六万平米钢结构厂房
60,000 square meters of steel structure workshop 

卫华厂区鸟瞰图
Aerial view of Weihua factory

党建展厅
CPC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Scenes of the factory
厂容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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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华紧跟时代步伐，走出国门部署全球销售和服务网络，设立新加坡分公

司、泰国分公司等驻外机构，与全球66个国家签订互认协议，成立90家国外营销

代理，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Weihua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deploys global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abroad, sets up branches in Singapore, Thailand and other 

overseas institutions, signs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with 66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stablishes 90 foreign marketing ag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global competition, and constantly develop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eihua international market
卫华国际市场

Domestic market of Weihua
卫华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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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hua  History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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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Qualifications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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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Honors
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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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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获“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2015年跻身“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2017年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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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of Industrial Brand Cultivation " and "Top 100 Chinese 
Mechanical Industry" in 2014. Weihua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500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ince 2015.  In 2017, 
Weihua won "National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Manufacturing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s of 
Single Champi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企业管理



卫华集团与建业住宅集团签订建筑智能工业化战略合作协议

卫华集团荣获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卫华冠名和谐号高铁专列

卫华股份品牌建设暨打假专题会议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上，海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毛超峰，河南省副省长刘伟参观卫华展厅

卫华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园奠基仪式卫华战略转型获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Weihu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won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

Kick-off meeting of 2020-2025 strategic planning work of Weihua 

Stock Company 

Weihua Group and Central China Real Estate Limited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building intelligence industrialization.

Foundation-laying ceremony of Weihua intelligent lifting equipment 

industrial park

Weihua Group won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Brand Culti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Special train of CRH with the title sponsored by Weihua

Weihua stock brand building and anti - counterfeiting conference

Mao Chaofeng, a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vice 

governor of hainan province, and liu wei, vice governor of henan 

province visited weihua exhibition hall at China independent brand fair

卫华股份2020-2025战略规划工作启动会

战略管理
/ Brand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品牌管理

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卫华建立起具有卫华特色的战略管理体系，确立了以“向工程总承包商转型”为总体战略发展

方向，以起重机械、矿山机械、工程建设、国际贸易、工程总包等五大板块协同发展，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实现战略目

标。目前，卫华以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发展方向，稳步推进卫华智能产业园工程建设工作，坚持创新驱动，持

续推进卫华转型升级。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Weihua established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 with Weihua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ed 

the overall strateg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to the general contractor of the project”, and coord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five 

major sectors, including hoisting machinery, mining machine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gineering general contracting, 

to fully promo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trategic goals. At present, Weihua has change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rom high-speed 

development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eadi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Weihua Intelligent Industrial Park, adheres to innovation drive, and 

continues to promote Weihua'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eihu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rand management, formulated "Br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Standards" and "Trademark 

Management Manual", registered all kinds of Weihua trademarks, registered international trademarks in Madrid countries, and set up a Brand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carry out rights protection activities. In 2006, "Weihua" brand bridge and gantry crane were rated as "China's famous brand 

products"; in 2010, the value of Weihua brand reached of RMB 7.19 billion by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in 2015, it was rated as a national industrial 

brand cultivation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卫华始终非常重视品牌管理，制定了《品牌维护管理标准》《商标管理手册》，将卫华商标进行了全类注册，在马德

里协定国进行国际商标注册，并设立品牌维护部开展维权活动。2006年，“卫华”牌桥、门式起重机被评为“中国名牌产

品”；2010年，经专业评估，卫华品牌价值达71.9亿元；2015年，被评为“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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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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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华集团聘请张铁岗教授为卫华院士工作站在站院士
Weihua Group hired Professor Mr. Zhang Tiegang as the academician working 

in Weihua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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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5日卫华学院成立
Weihua college was founded on May 15, 2014

2014年7月1日卫华党校揭牌仪式
Unveiling Ceremony of Weihua Party School on July 1, 2014

卫华职业培训学校
Weihua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

卫华集团清华大学EMBA总裁研修班
Weihua Group Tsinghua University EMBA President Training Course

2015年6月6日卫华职业培训学校开学典礼
Opening Ceremony of Weihua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 on June 6, 2015

人才是卫华最宝贵的资源，卫华组建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为学术带头人的600余人科

研精英团队。根据战略需求，以新业务专业人才引进为重点，优化人才选用育留政策与环境，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向战略能

力管理的升级，为战略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建立基于集团战略和发展目标的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成立卫华党校、卫华学

院、卫华职业培训学校。

/ Human Resources

Talents are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s of weihua.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led by Yang Shuzi,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zhang Tiega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owns 600 persons and has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 .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demand, focusing o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business professionals, optimize the policy and environment for talent selection and 

retention,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strategic capability management, and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establish a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group's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goals, and establish weihua party 

school, weihua college and weihua vocational traini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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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Weihua
卫华品质

质量是卫华的生命线。卫华把全面质量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环

节，以完善的检测手段和高效运行的质量保证体系，以严苛的工

艺标准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先进的加工设备和高水准的生产制作流程，保

证产品质量的高可靠性。

Quality is the lifeline of Weihua. Weihua regards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s the 
central link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With perfect testing methods,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strict process standards and an attitude of excellence, 
advanced processing equipment and high-level production processes, ensure high 
reliability of product quality.  

 



Testing system
检测系统

卫华购置精尖设备武装企业，

一台台大型设备落户卫华，

先进的检测技术应用，

保证了卫华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

Weihua invests a lot in hi-tech equipment 
to strengthen the enterprise. The use of 
large-scale equi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inspection technology 
guarantee  the technology centent and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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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认可实验室
The Laboratory accredited 

by the nation

电动葫芦综合试验台
Comprehensive test-bed of electric hoist 

800吨试验台70米跨度核工业起重机动静载试验

Static load test and dynamic load test of crane with 70m span for nuclear power station are performed on 800t test-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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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2000型红外碳硫分析仪
Hw-2000 Auto Infrared Analyzer of carben and sulfur

化学分析
Chem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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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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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ion equipments
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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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梁焊接机器人生产线
Welding robot production line of main gi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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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槽冷轧成形生产线    
U groove cold roll forming production line

精密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CNC fiber laser cutting machine

等离子数控切割机
CNC plasma cutt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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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梁焊接机器人生产线
Welding robot production line of end carriage

台车架焊接机器人生产线
Welding robot production line of bogi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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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H718立式加工中心
XH718 standing processing center

大型数控龙门铣镗床
Large-duty NC plano milling and bor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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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数控落地铣镗床    
Large CNC standing milling and bor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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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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品有单/双梁桥/门式起重机、冶金专用起重机、港口机

械、新型起重设备、轻小型起重设备等10多个大系列200多个品种。

Product innov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eihua has formed a chain of products persevering in that we 
have explored prior to anyone else and optimized while others just started to 
manufacture. With over 200 specifications attached to a dozen of series, such 
as single girder overhead/gantry cranes, double girders overhead/gantry crane, 
metallurgical crane, port machinery, new type and light hoisting equipment, they 
have greatly enriched our catalogue.

Products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卫华起重服务长征七号火箭吊装
Weihua Crane serves the lifting of Long March-Ⅶ

卫华起重助力“长征五号”飞天
Weihua Crane assisted the launching of Long March-ⅤSpacecraft

智能起重机

航天军工

冶金专用起重机

包钢（集团）无缝钢管厂锯前全自动防摇摆分配吊车
Crane with full automatic anti-sway system for Baotou Iron and 

Steel (Group) Seamless Pipe Plant

冶金全自动换辊起重机
Metallurgical crane for changing roll automatically

夹钳桥式起重机
Clamp bridge crane

100t淬火起重机
100t quenching crane

320吨铸造起重机
320t foundry crane

山东伊莱特250t锻造起重机
Shandong Yilaite 250tons forging crane

全自动垃圾焚烧发电起重机
Full-automatic crane for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generation

全自动冶金上料起重机
Automatic charging crane for metallurgy

70米跨度核工业起重机
Nuclear industry crane with span 70m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100t桥式起重机
100t overhead crane for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 Aviation and military industry

/ Intelligent crane

/ Metallurgical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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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桥式起重机
New-type overhead travelling crane

抓斗桥式起重机

Overhead crane with grab

可伸缩360°旋转电磁挂梁桥式起重机 
Overhead crane with 360°rotating electromagnetic beam

防爆桥式重机

Explosion-proof bridge crane
阳极炭块堆垛起重机
Anode block stacking crane

电解铜专用起重机
Electrolytic copper crane

焙烧多功能起重机
Roasting multi-function crane

电解铝多功能机组
Crane for electrolytic aluminum multi-function units

多功能起重机

通用桥式起重机

中国一重集团800t桥式起重机

800tons bridge crane for 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 Group

叉式冶金桥式双梁起重机
Forked type metallurgical double girder overhead crane

旋转加料起重机
Rotary charging crane

/ Multi-function crane

/ Overhead crane for general-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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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兰州兰石集团制造的800t门式起重机
800tons gantry crane manufactured for Lanzhou Lanshi Group

门式起重机

奥运配套工程起重量40t起升高度400m门式起重机
Gantry crane with lifting capacity 40t and lifting height 400m for 

the Olympic Games’ auxiliary project

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800t造船门式起重机
800t shipbuilding gantry crane for Offshore Oil Engineering(Qingdao)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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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lway 

中国一重800t工业门式起重机
800t gantry crane for 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

多机同步运行起重机
Multi-crane simultaneously travelling

两机同步运行新型门机
New type gantry cranes with synchronous operation of two cranes

中国二重集团600t门式起重机
600t gantry crane for China National Erzhong Group Company

中航黎明600t门式起重机
600t gantry crane for AVIC Liming Company

重庆新港长龙物流责任有限公司40t-40m A7门式起重机
Chongqing Newport Changlong Logistics Co.,Ltd.  40t-40m A7

为四川蓝星机械设计制造的400t门式起重机
400t gantry cran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for Sichuan Blue 

Star Machinery

250t防爆门式起重机
250t explosion-proof gantry crane

/ Gantry crane 

36 37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Quayside container crane

为泰国港务局设计制造的轨道式集装箱门机
Rail mounted container gantry crane for Thailand Port Authority

出口泰国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Rubber tire container gantry crane exported to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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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zhuhuilin wharf

花架门式起重机
Truss gantry crane

中煤特殊凿井集团440t双主梁门式起重机
440t double girder gantry crane for China Coal Special Drilling Group

港口起重机

周口港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Rail mounted container gantry crane at Zhoukou Port

罗源湾轨道式集装箱起重机

Luoyuan Bay——rail-mounted container gantry crane

/ Port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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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湖北省堵河潘口水电站设计制造的2500/2*630KN双向门式启闭机
2500/2*630KN two-way gantry hoist for Du River Pankou 

hydropower station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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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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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梁机
Girder transferring crane

1700t架桥机
1700t bridge girder erection crane

水利水电类起重机 路桥类起重机
/ Cranes for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 Bridge girder erection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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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I型通用带式输送机   DTII model belt conveyor

TDS椭圆等厚振动筛
TDS elliptical and thd thick Vibrating Screen

PYB型弹簧圆锥破碎机  
PYB  spring  cone  crusher

堆取料机
Stacker-reclaimer

PFW型反击式破碎机
PFW model impact crusher

京沪重工660t固定式门座起重机
Beijing-Shanghai Heavy Industry 660tons fixed portal crane

集装箱跨运车
Container straddle carrier

游艇搬运机 Mobile boat hoist

门座起重机 
Portal crane

其他类起重机 矿用设备
/ Other cranes / Min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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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S型双梁葫芦小车

NDS type double girder hoist tro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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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净空运行式电动葫芦 

Low-headroom monorail hoist

PCX垂直循环立体停车设备
PCX vertical cycle stereo parking equipment

PCS 垂直升降立体停车设备
PCS vertical lifting stereo parking equipment

PJS 无避让立体停车设备
PJS non-avoidance stereo parking equipment

PCY 垂直移动立体停车设备
PCY vertical mobile stereo parking equipment

轻小型起重设备 卫华智能车库

CD/MD型电动葫芦

CD/MD type electric hoist

/ Light-type lifting equipment / Weihua intelligent garage

固定式电动葫芦

Foot-mounted hoist
双梁小车式电动葫芦 

Trolley type electric ho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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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产品

出口澳大利亚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RTG exported to Australia 

出口法国大皇宫纪念碑展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RTG for the Royal Palace Monument Exhibition exported to France

出口哈萨克斯坦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RMG exported to Kazakhstan

出口安哥拉桥式起重机
Overhead crane exported to Angola

出口马来西亚碧桂园项目桥式起重机
Overhead Crane for Country Garden Project in Malaysia 

出口伊朗游艇搬运机
Mobile boat hoist exported to Iran

出口埃及4台大跨度门式起重机
Four sets gantry crane with large span exported to Egypt

出口洪都拉斯桥式起重机
Overhead crane exported to Honduras

出口英国谢菲尔德桥式起重机
Overhead crane exported to Sheffield, England

/ Expor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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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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继进入施工总承包、设备成套、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建筑防

腐等行业，形成了“一业为主，多业并存”的发展新格局。

According to Weihua development strategy, Weihua have entered into the 
EPC, complete set of equipment, system solution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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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hua Industries
卫华产业



主营业务：生态种植、绿色养殖、盆景花卉、休闲观

光等

地址：河南长垣山海大道高速路口北（加油站东）

100米

河南卫华农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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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与营、防腐保温

工程、建筑防水工程

地址：河南长垣人民路西段9号

卫华建工集团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及租售、物业管理、装备制造业

及建工板块业务、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等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49号

卫华控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

工、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等

地 址：河南长垣卫华大道西段

河南卫华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桥门式起重机、水工机械、港口机械、混

凝土预制构件生产线、矿用机械等

地址：河南长垣卫华大道西段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起重机配套件、减速机、机电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等

地 址：河南长垣巨人大道南段路西

河南蒲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智能立体车库、冶金行业浇铸输送设备及

智能生产线、智能吊具、游艇搬运机、铺轨机、收轨

机、PC设备及智能生产线、环卫环保设备、高空作业

设备、液压成套设备。

地 址：河南长垣山海大道与大广高速交汇处

河南卫华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工程设

计、城乡规划设计；园林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技术及

造价咨询服务

地址：河南长垣卫华大道西段

河南卫华机械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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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三峡总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铝国际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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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南京长江隧道工程

中冶京诚工程有限公司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中水一局机电安装分局张河湾项目(奥运)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系统

中国华能集团

中国华电集团

中国金域黄金物资总公司

中航天建设工程公司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集团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建化工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许继集团

敬业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

小浪底引黄水利工程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大连万阳重工有限公司

四川蓝星机械有限公司

珠海玉柴船舶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Achievements of Key Projects of Weihua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重点工程业绩(部分)

英国谢菲尔德国际锻造有限公司

安赛乐米塔尔集团乌克兰分公司项目

马来西亚联合钢铁（大马）集团钢铁项目

迪拜130吨/小时矿渣粉磨站项目

迪拜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厂

俄罗斯图拉水泥厂

俄罗斯海德堡集团Tula Cement Plant(5000t/d)

泰国港务局项目

马来西亚碧桂园项目

吉尔吉斯斯坦布丘克金矿采选工程项目

孟加拉吉大港180TPH立磨熟料粉磨站项目

孟加拉加济布尔400TPH立磨熟料粉磨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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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ISDEMIR#4高炉项目

土耳其TOSYALl950热轧带钢工程

印度电钢总公司

印度乌塔公司

印度布山公司

印度文达特电厂

越南高岸电厂

越南生权铜项目

越南高岸燃煤热电厂

越南VINASHIN项目

越南沾化水电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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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麦洛维大坝工程

土耳其输送系统

土耳其SILOPI电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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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NGIL浮法玻璃生产线

刚果(金)铜钴冶炼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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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北苏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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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兰卡普特拉姆项目

土库曼斯坦项目

博茨瓦纳FBE工程（非洲）

白俄罗斯电站（木里电站/别列佐夫电站）

Achievement Table of Export Products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出口产品业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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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兰州亚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泛太汽车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多纳勒振华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北汽福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纵驰汽车挡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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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仙桃市八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湖南凌风车架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星马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三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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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通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沈阳农机汽车工业集团公司

石家庄双环汽车有限公司

沃尔沃（大庆）汽车有限公司

长春汽车改装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亚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郑州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宝钢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八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海马（郑州）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五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南昌江铃集团天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Achievements of Auto and Machine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汽车机械行业业绩(部分)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敬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公司

莱芜钢铁集团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

重庆钢铁（集团）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龙钢铁控股公司

宣化钢铁集团公司

鄂城钢铁集团公司

新兴铸管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公司

山东西王特钢有限公司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丽水华宏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广西桂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三宝特钢有限公司

福建福欣特殊钢有限公司

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皋兰兰鑫钢铁有限公司

安徽广祥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贵航特钢有限公司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

常州东方特钢有限公司

成都市长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池州市贵池区贵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钢铁集团

江西九江钢厂有限公司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东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西城特种船用板有限公司

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

宣威凤凰钢铁有限公司

浙江万泰特钢有限公司

北海诚德金属压延有限公司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chievements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冶金行业业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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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一局、二局、三局、

四局、五局、六局、七局八局、十局、十一局、

十二局、十三局、十四局、十五局、十六局、

十七局、十八局、十九局、二十局、二十一局、

二十二局、二十四局、二十五局）

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沈阳分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武桥股份有限公司

济铁徐州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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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铁西安物资供应总站

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铁路局

北京铁路局

上海铁路局

沈阳铁路局

太原铁路局

南昌铁路局

南宁铁路局

哈尔滨铁路局

济南铁路局

昆明铁路局

兰州铁路局

郑州铁路局

乌鲁木齐铁路局

呼和浩特铁路局

蒙古国乌兰巴托铁路局

邯黄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归连铁路有限公司

四川省地方铁路局枕梁构件厂

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建投铁路有限公司

沈阳铁路局朝阳镇工务器材厂

河南禹亳铁路发展有限公司

濮阳县柳屯铁路物资储运站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车务段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日铁路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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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宜昌船厂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08工厂威海修船厂

福建省马尾船舶政重工有限公司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常德达门船舶有限公司

常熟汇江特种船舶修造厂

川东造船厂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舵轴有限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船用柴油机厂

大连渔轮公司

鼎衡(江苏)造船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造船集团公司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国营海东造船厂

葫芦岛渤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葫芦岛华越船舶有限公司

葫芦岛泽洋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瑞海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闽东丛贸船舶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南通市华诚船舶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政田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现代造船有限公司

山东新船重工有限公司

台州健跳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五洲船业有限公司

通州船舶有限公司

威海兴海造船厂

芜湖新远船业修造有限公司

武汉南华高速船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武穴市开阳星造船厂

烟台打捞局船厂

浙江象山县银星船务有限公司

浙江扬帆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

镇江中船设备有限公司

舟山金海湾船业有限公司

重庆长航东风船舶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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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临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大化集团有限公司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州石油化工总厂化工厂

甘肃蓝科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鑫泉焦化有限公司

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呼伦贝尔东能化工有限公司

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汇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江西福丰化工有限公司

荆门利盛石化工贸有限公司

荆门石油化工总厂

开封晋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莱州方泰金业化工有限公司

兰州石化有限公司

辽宁华荣冶金石化有限公司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隆惠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瑞昌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中建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红峡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公司

平煤集团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炼油化工股份公司

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渤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尚凯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乌海化工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亚东石化(上海)有限公司

兖矿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瑞气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长庆石油勘探局

浙江金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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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装备部078工程指挥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中国兵器工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建设发展总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四十一所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长征机械厂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中核龙瑞科技有限公司

中核龙原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96608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360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379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03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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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00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09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5185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888工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72465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730部队保障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93097部队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中国直升机设备研究院

中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方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283厂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

Achievements of Air and Military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航空军工行业业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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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公司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安徽金寨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陕西镇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黑龙江牡丹江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地方海事局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

梧州市九源电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堵河潘口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辰溪清水塘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望江楼水电站工程建设局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五华县近江水电站

广西桥巩水电站

贵州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黄泥河老江底水电站

贵州涟江团坡水电站

红河广源马堵山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能源集团房县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物资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华业电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联合电力鄂尔多斯发电厂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沧州华峰热电有限公司

贵州兴义电厂

河北国华定洲发电厂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焦煤集团公司演马矸石电厂

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国信高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合川发电厂

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Achiev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Power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水利电力行业业绩(部分)

中水六局华浙开原管业有限公司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北京河山引水管业有限公司

北京京龙新型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重工管道有限公司

沧州华北石油专用管材有限公司

沧州市鑫宜达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力普石油专用管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管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国统管道有限公司

河北宏润管道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鑫源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盐山县电力管件有限公司

河北中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巨龙管业有限公司

湖北新冶钢特种铜管有限公司

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凡力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天淮钢管有限公司

江西江铜龙昌精密铜管有限公司

荆州市沙钢管道有限公司

莱州宏光达螺旋钢管有限公司

聊城金汇通钢管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电力管道工程公司

山东山口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

山西光华铸管有限公司

山西国联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太矿钢管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利达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双力管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油天宝钢管有限公司

顺德市东方管业有限公司

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芜湖双源管业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金申管业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光大铸管有限公司

烟台宝钢管业有限公司

扬州亚联钢管有限公司

仪征通亚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金华巨龙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宁盛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强达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新禾管业有限公司

Achievements of Pipe-production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制管行业业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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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核工业二0八大队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中盐国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正泰电器集团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天威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韩村河构件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一重核电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德马格起重机械(上海)公司

东方电气（武汉）核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大亚湾核电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永凯糖纸有限公司

哈尔滨红光锅炉总厂

杭州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江河橡塑有限公司

济南变压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华士水泥厂

拉森特博洛(青岛)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绿洲机器厂

南京造币厂

南京中核华兴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华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沈阳鼓风机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武汉阿海珐变压器有限公司

武汉名杰模塑有限公司

西安西玛电机有限公司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襄樊襄管物流公司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液化空气(杭外)有限公司

营口新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沾化有限责任公司

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chievements of Other Industries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其他行业业绩(部分)

中煤集团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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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煤特殊凿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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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阳市中煤龙泉焦化有限公司

甘肃华亭煤业有限公司

河南焦作煤业集团公司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大雁煤业三矿公司

黑龙江佳木斯煤矿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霍州煤业集团

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晋城煤业集团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宁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黔西南州兴仁县振兴煤矿

山东省济宁市洛陵煤矿

山西灵石县红杏煤矿有限公司

山西平朔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孝义市孟南庄煤矿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

神华集团神府东胜煤炭有限公司

神华宁煤集团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设备维修中心

神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义煤集团

荥阳煤矸石有限公司

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chievements of Coal Industry of Weihua Group (Partial statistics)
卫华集团煤炭行业业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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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魂，文化是源，文化是根。卫华在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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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自律、担当”等新的内涵。

Culture is the soul, the source and the root. In more than 30 years’ 
development, "good faith"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 system. 
In the new stage, new concept such as "innovation, struggle, self-discipline, 
responsibility" have been put forward.  

Enterprise Culture of Weihua
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Vision  
卫华让世界轻松起来
Weihua Makes the World Easier.

企业使命/Mission

创卫华国际品牌  兴中华民族工业
Creating Weihua International Brand, 
Encouraging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y.

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
诚信、创新、奋斗、自律、担当
Sincerity, Innovation, Striving, Self-disipline, Responsibility.

创新理念/Innovative Concept

创新是卫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of Weihua's Development.

质量理念/Quality Concept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高质量发展
Strive for excellence, pursue development and 
make it better on quality.

用人理念/Talent Concept  
人才是卫华最宝贵的资源

The most precious resource of Weihua is talent.

基本价值导向/Basic value orientation

客户至上、奋斗为本
Take customers as our center and strive forward to our goal.

经营理念/Business Concept

打过一次交道，便是永远朋友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after dealing once.
成功建于诚信，努力终有回报 
Success is built in honesty and integrity,efforts will be finally rewarded.

服务理念/Service Concept

客户至上、创造价值
Customer-centered concept leads to value creation.

管理理念/Management Concept 

简洁务实、规范高效、充分授权、持续发展
Concise, Practical, Standardized, Efficient, Fully empowered and further 
improved.

安全理念/Safety Concept 

员工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
The health and life of the Employee is higher than all.

廉洁理念/Incorruptibility Concept 

廉洁是卫华的高压线，任何人都碰不得
Corruption will destroy you, just like touching the high-voltag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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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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华集团30周年庆典晚会
Weihua Group's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Party

2010年6月越南国家文化艺术代表团莅临卫华访问演出
In June, 2010, culture and art delegation of Vietnam gives 
performance in Weihua

起重机智能化发展研讨会
Seminar on crane intellectualiz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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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赴洛阳老君山风景区旅游
Staff visited Laojunshan scenic spot in Luoyang

金秋助学活动

Activity to assist the impoverished students in gold autumn season

捐资修建卫华小学
Contribute money to build a Weihua primary school

乒乓球比赛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卫华杯长垣国际马拉松比赛
Weihua Cup International Marathon in Changyuan City

女神节送惊喜活动

Send surprise for female employee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篮球比赛
Basketball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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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卫华的明天充满希望。

我们将秉承“打过一次交道，便是永远朋友”的经营理念，肩负“创卫华国际品

牌，兴中华民族工业”的企业使命，践行“客户至上、创造价值”的服务理念，以满

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出发点，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完善客户服务，坚持科

技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致力于成为全球化经营、品牌化运作、专

业化服务的成套设备供应商，让世界因卫华而轻松起来。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ihua's tomorrow is full of hope.

We will adhere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after dealing 

once”, shoulder the corporate mission of “Creating Weihua International Brand, revitalizing 

National Industry”, fulfill the service concept of “customer-centered concept leads to value 

creation”. Aiming at satisfying customer’s needs and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we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duct quality, improve customer service, persis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promot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ive to become one complete equipment supplier with global operation, brand operation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Weihua makes the world easier!

Postscript
后 记


	封面
	内文-2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