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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大浦开发区云桥路 6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12078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碳纤维原丝、碳丝及其复合材料制品研发

及销售。公司成立以来总投入资金 10 亿元，2015 年销售收入达到 12078 万元，形成

了年产 5000吨碳纤维生产能力，国内碳纤维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0%以上，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 T300、T700、T800、M30 碳纤维生产和销售企业，也是国内唯一一家百吨

T800级碳纤维向市场供货的企业。建有高性能纤维检测中心和新产品研发中心，并参

与制定了碳纤维及原丝产品的行业标准，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首批江苏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江苏省科技创业中小企业重点培育企业，公司建有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

江苏省重点研发机构、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1、纺丝油剂：适合高速纺丝（纺速 300m/min以上），乳液稳定性好，耐热性好（300℃

以上），低硅，纤维表面成膜均匀。 

2、上浆剂:（1）适用于高温树脂；（2）适用于热塑性树脂，如 PA,PE等。 

3、适合航空用的增韧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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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 49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8202          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复碳芯）是由中复连众等五家股东共同出资

建设的专业生产碳纤维复合芯导线、各类架空导线以及高端拉挤复合材料制品的公司。 

中复碳芯拥有雄厚的资源和技术支持。中复连众隶属于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中国

复合材料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复合材料专业制造商，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五部

委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中复碳芯提供了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和优质的科研

平台；同为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业的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为中复碳芯提供了先进的碳

纤维复合芯导线生产、检测技术和应用经验。 

中复碳芯公司占地 245 亩，采用国内先进的复合材料拉挤生产设备、拉丝绞线设

备以及进口的检测仪器，拥有各类生产线 80条。年产碳纤维复合芯导线 2万公里、各

类架空导线 3万吨、各类复合材料拉挤制品 1万吨。 

2013年 6月，中国航天基金会授予中复碳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称号。2014

年 7月，中复碳芯通了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15年企业技术中心获批省级企业

中心，中复碳芯还承担了国家 863计划项目等课题。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的无损探伤。碳纤维复合芯是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的主要承载部

分，如果损伤，对导线的承受拉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探伤需要透过铝层，发现

内部复合材料的缺陷是一个难题，目前行业一直在探索解决。最终极的目标是研发出

无损探伤设备，对导线内的复合材料芯进行缺陷探测，实现小型化，在架设好的线路

上巡检。公司目前需要电线电缆专业的技术人才，但国内大中专院校中，设立该专业

的学校比较少，所以希望能够与设立该专业的院校建立人才需求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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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 8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40000  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目前是国有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8 月 31 日，1992 年正式投产，截止七期工程结束目前规模为年产 16000 吨氨

纶丝。公司先后与美国杜邦公司、英威达公司有着长达十几年的合作，建立了独特的

技术优势并积累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公司的产品“奥神”

牌氨纶丝已经在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近年来，公司积极巩固在国内氨纶市

场的传统优势，依托技术优势，实施差别化战略，现已成为国内品种最齐全的氨纶丝

生产基地。公司现有资产总额 7亿元，占地面积 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万平方米，

职工 486人。长期以来，公司致力于差别化产品的研发，目前有通用、超柔、耐高温、

多彩、高回弹、卫材、无染等系列产品，产品规格覆盖了 10D到 1120D,可广泛应用于

经编、纬编、机织、包覆等用途，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功能和规格的差别化产

品。其中有八个新产品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六个新产品获得江苏省优秀新产品金牛

奖。公司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产品曾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产品通

过瑞士 Oeko-Tex Standard 100(纺织品生态标签)国际标准认证及欧洲 REACH 化学品

生态认证。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企业技术需求： 

1、染整技术，解决氨纶产品色牢度、上染率等检测问题； 

2、聚氨酯合成新技术，降低副反应，减少凝胶，并提供检测手段； 

3、DMAC精制系统改进，降低电导率，降低能耗，减少废气和废液排放； 

4、氨纶生产回收溶剂中硅油等物质的过滤去除； 

5、纺丝系统自动化，喷丝板组件组装和安放、纺丝落筒、移库等自动化解决方案； 

6、甬道热风加热及甬道保温新型节能技术； 

7、纺丝、精制等工序所产生废气的在线监测和环保处理。 

企业人才需求： 

1、资深化工化纤生产安全管理人才；2、高分子等专业高学历、有经验的氨纶技术研

发人才；3、资深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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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神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池月路 18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2000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其中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防弹纤维在全国位列三甲。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期望在以下领域合作： 

1、高品质聚乙烯纤维 UD布及防弹、防暴系列产品。 

2、各种聚乙烯纤维编织布及其后道产品，针织、机织、圆机等均可，产品不限。 

3、聚乙烯纤维各种复合材料及其制品。 

4、聚乙烯纤维与其它材料（可以是其它高性能纤维）的包覆、混纺、复合等技术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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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开发区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位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

业园，是一家从事聚酰亚胺高性能纤维及其后道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

企业。聚酰亚胺纤维是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鼓励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性新材料。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该企业生产聚酰亚胺。现开发聚酰亚胺有色丝原浆着色（不是染色），颜色为蓝色。 

上色后经过一定温度，发现附着的包浆包粉失效，由蓝色逐渐变为绿色。 

企业寻求专家解决此问题，保持蓝色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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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原宁波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改制而成的，第

一家在国内 A 股上市的外资控股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390,765,517 元，其中睦特殊金

属工业株式会社持有公司 25.02%的股份。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粉末冶金机械零件制造企业之

一，是“国家重点高新企业”。公司目前拥有九家以粉末冶金产业为主业的控股子公司

或全资子公司，2015年 8月末公司的净资产超过 15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超过 22亿元

人民币，总产能超过 50,000 吨/年。产品广泛应用于轿车、摩托车、冰箱和空调压缩

机、电动工具、家用电器等行业，其中部分产品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

区。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该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上的一些零配件（齿轮，链轮等），现需求铁粉研发支持（用

于压铸成型），磨具制造精度改善等。 

另需求产品后续处理工艺，包括高频淬火，氮化处理，蒸汽处理（ST），产品表面

发红处理等。需求的老师为粉末冶金行业和磨具制造研发领域。 

另老师有在发动机齿轮，链轮好的成果，能够改善产品性能，企业欢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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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广泰医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大浦路 23号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注册资金 200万，职工百余人的独资企业，占地 2400㎡，厂房面积 14000㎡，拥

有符合 gmp的 10万级现代式空调净化空间，完善的员工棋牌室，球类等康乐设施。早

期通过了 ISO9001认证，之后获得 cmd权威机构的 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我公司拟开发与杜邦特卫强材料具有易剥离效果且可耐 121度蒸汽灭菌（15分钟）

的 PE膜，此材料目前国内市场上采用的都是美国进口的共挤膜。若研制成功，将填补

此类材料的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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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德立信电子科技公司 所属行业 包装材料 

通讯地址 连云港市开发区东方大道东路 1号光伸科创基地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8000    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德立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销、研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致力于从事研发和生产锂电池极耳，锂电池防爆膜及防爆盖，

锂电池铝塑复合包装膜，铝、镍、铜带的加工以及表面化学处理等产品。我公司生产

的产品及选用的原材料全部通过 SGS检测，符合欧盟 ROHS标准；通过了 CTI检测，符

合欧盟电池认证标准；我公司通过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为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以德立信”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充分发挥

“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的优势，生产出“性能优异、品质

上乘”的专业化锂电池材料及配件。我公司已与国内多家大型锂电能源公司建立了长

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其一级材料供应商；公司产品还远销日本、东盟等地，

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认同。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1、金属（如铝箔）辊涂或浸涂钝化液的生产技术； 

2、铝箔设备生产流水线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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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江南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机械制造业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云门路 1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1400      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江南精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04月 08 日，注册资金为 600

万元，于 2011年 8月份正式投产，是以加工生产国内外压铸机配件的专业企业，主要

产品有压射室、压射头、浇口套、熔杯座、连接头、压射杆等。 

企业原身是拥有几十年压铸件生产及压铸机配件生产销售的国营企业，通过在连

十几年的转制与发展壮大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

主体和法人实体，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完善

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公司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热处理完全独立完成，

全程配有先进检测仪器进行质量跟踪并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公司坚持创新，针对

客户使用过程遇到的问题，对压射室、浇口套等产品进行再研发与设计，其中新设计

的水冷循环式压射室、组合式压射头已获得广大客户认可，并在行业内广泛应用。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压射室、浇口套、压射头长期在高温环境中作业，容易出现腐蚀，能够延缓产品

腐蚀，延长使用寿命，重点技术是产品的表面处理，改进压射室、浇口套、压射头的

表面处理，是我司目前急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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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北方变速器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机械制造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 10号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北方变速器有限责任公司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企业

成立于 2000年 7月，2000年 12月正式投产。公司占地 5.1万平方米，注册资本 15607

万元。现有员工 282人，其中技术人员 15人，管理辅助人员 98人，生产工人 169 人。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和管理层与作业层合理分工的管理模式，下设

七个部室五个分公司，即市场开发部、技术中心、技术质量部、配套采购部、财务会

计部、物流中心、综合管理办公室及锻造分公司、精密制造分公司、变速器制造分公

司、德州分公司、TCU电控分公司。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企业技术需求： 

变速器综合检测平台开发。 

企业人才需求：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要求熟悉机械加工相关工作，

能熟练使用 CAD和三维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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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振兴集团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机械制造 

通讯地址 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产业园跃湖路 99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2259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连云港振兴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12月，注册资本 1500万元，占地面积 72亩，生产车间 2栋，建筑面积 16620

㎡，共有生产研发设备 100 多台套，主要从事石油化工设备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公

司目前的主要产品有：浮盘系列产品、网壳系列产品、鹤管、输油臂、快速脱缆钩、

栈桥、活动梯、储运自动化系统和油气回收系统，形成了自主研发、自主测试、自主

生产及销售一条龙制造产业。 

   公司现有两个研发部门，新产品研发中心和测控所，每年技术改造 2 个产品以上。

公司的浮盘、输油臂、下装鹤管、登船梯、紧急脱离装置产品技术国内领先，生产量、

销售量居国内前列，目前生产的φ400mm 输油臂规模尺寸国内最大。目前公司为省高

新技术企业、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省百家民营科技型企业、省创新型企业，省

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示范单位，省依法治企诚信经营先进单位、省节能环保型液体装卸

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五个产品被认定为省高新技术产品,AAA

级资信企业。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1、储运自动化自动对位系统； 

2、石化储运设备方面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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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佑源医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医疗器械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临浦路 20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4800 万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佑源医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8年，位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

浦工业区连云港新医药产业园内，占地面积 55 亩，注册资金 1600 万元。专业化生产

清洗消毒灭菌设备，产品畅销医药、食用菌等领域，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科技型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 150人，其中大专以上各类技术人员 70多人。依靠科技力量，不断

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近三年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共有 26 项，申报了 50 多项专利，

取得了 27项专利证书（3项发明专利和 24项实用新型专利）。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使

产品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 

    我公司的脉动真空蒸汽灭菌器、等离子灭菌器、等离子空气净化消毒机、清洗消

毒机等几款产品在国内同行中居于领先水平。是国内少数几个专业生产医用消毒灭菌

器的公司之一。技术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产品具有高性能、高性价比特征，

为医疗行业灭菌技术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企业技术需求主要内容： 

电气控制方面： 

主要控制系统：由西门子 S7-200 CPU SR60可编程控制器与威纶通 MT6071iE触摸

屏作为操作界面组成。 

1、目前微型打印机与触摸屏连接，打印实时的数据，有缺陷：不能储存打印，打

印的字迹倾斜、不水平。需求：能实时打印并储存 100套数据，可及时转存到 U 盘中，

转存在 U盘中的数据以标准 ECEL格式显示。 

2、远程监控 S7-200 CPU SR60,并通过它及时准确的实现：下载程序、监视程序

运行。 

3、通过 S7-200 CPU SR60 或 MT6071iE 的网络系统，连接到用户电脑上，自动储

存标准 ECEL格式的数据。 

4、希望与中科院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5、与有这方面合作能力的单位、个人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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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东方国际集装箱公司 所属行业 制造业 

通讯地址 中国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 6号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东方国际集装箱（连云港）有限公司由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下属上海寰宇物

流装备有限公司和英属维尔京东方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

业。公司位于黄海之滨、欧亚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距离港口仅 10公里，紧邻陇海铁路，与连徐、京沪等高速公路网相连。主营设计、制

造集装箱产品及售后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公司自 2005 年 2 月 26 日开始施工建设，

当年 8 月 16 日正式投产。2005 年度公司超额完成董事会下达的当年生产目标，所有

产品全部出口。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达产的目标。在投产当

年公司除完成中海集团的生产任务外，还通过积极的市场开拓，先后承接了包括台湾

台塑海运、阳明公司、亿通公司等中海以外的订单。公司依靠中海集团的航线优势，

以客户为中心，用良好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为国内外各航运公司和其他相关客户

提供完美的服务。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技术需求： 

水性漆烘干技术：主要目的是降低烘干能耗，并将水蒸汽外排。 

课题与环保有关，现该企业需要将集装箱上油性漆改为水性漆，水性漆需要在梅

雨等潮湿季节控制好温度和湿度。目的达到节能降耗。题目属于较有难度，企业希望

和老师配合有一定进展。 

焊接车间的烟气处理，董经理反馈该题目有一个标准，行内专家清楚参数。 

人才需求：机械设计人才，能够进行结构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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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伍江数码科技公司 所属行业 电器制造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开发区临港产业区黄海大道东路 6号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伍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月 18日，由香港高立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项目总投资 6,000 万美元，注册资金 1 亿港元，占地面积 400 亩，地

处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产业区黄海大道东 6 号，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便携式数码产品、数码娱乐设备、家庭影

院设备、刻录机、机顶盒、迷你音响、液晶屏幕、液晶模组、液晶电视、液晶电脑显

示器、数码视听产品的主要生产和销售，产品远销澳洲、亚洲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的建成，标志着我市拥有了第一家自主创新品牌的数码通讯网络企业，同时是开

发区第一家数码电子产品出口企业，有效填补了港城电子产品出口的空白。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企业技术需求： 

1、Cast TV软件系统设计； 

2、Adroid TV 软件系统设计。 

企业人才需求： 

电子信息、工业设计、结构设计、软件开发人才 

    企业 SAP 系统寻求技术支持：企业属于电视机生产厂家，从香港某软件公司购买

一套 SAP 系统，用于企业财务，行政，销售方面管理。现企业软件技术人员无法有效

对该系统进行维护，现企业寻求专家支持，用于该系统整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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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新能源 

通讯地址 连云港开发区大浦路金桥路 6号 

企业规模 主营产品销售额           20.5亿元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主营产品：风力发电机叶片、玻璃钢管道、贮罐和高压气瓶、高压管道等复合材

料产品。 

行业影响力：具备年产 10000 片兆瓦级风机叶片的能力，为国内风电叶片制造行

业技术领先、规模大、业绩优良的领军企业；玻璃钢管道、贮罐等产品成为行业的标

杆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制造商之一。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1、大型风力叶片除霜除冰技术研究和开发； 

2、叶片打磨技术。 

    目前风电叶片越做越长，其健康状况非常难以直接了解，尤其对于海上风电叶片

来说。本项目需要研发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实时测量叶片重要区域的应变，并实时传

输回我公司，以便及时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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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合作）需求信息征集表 
 

企业名称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能源 

通讯地址 连云港经济开发区云桥路 20号 

企业规模  

联系人 黄家涛 职务 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产业服务处 

手机号码 13805127812 办公电话 0518-80218898 

企业简介及主营产品介绍（限 500字）： 

连云港晨兴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7 月 20 日注册成立，是晨兴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独资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本公司正在筹建连云港垃圾焚烧热电厂项目，项目总

投资约 2.6亿元人民币，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目前设备已开始投入运行，

年销售额 8000余万元。企业的经营范围：以城市固体生活垃圾焚烧方式生产蒸汽、电

力及灰渣，销售公司资产产品。 

企业技术需求及人才需求主要内容： 

企业技术需求： 

1、锅炉温度不稳定容易造成电压不稳定； 

2、锅炉废料出口易堵，需人工疏通。 

企业人才需求： 

    锅炉制造及电气自动化方面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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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开发区科技局 

联系人：黄家涛（产业服务处） 

联系方式：0518-80218898, 13805127812  

邮箱：13805127812@126.com 

通讯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果山大道 601 号 927 室 

邮编:22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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