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申请及咨询] 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技术合作部 电话：02-3460-9065 邮箱：showguy@koita.or.kr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백산하이텍

英文/中文 BAEK SAN HI-TECH/(株)BAEK SAN HI-TECH

法人代表姓名 Im Chae-seok 行业/品种 制造/机床等

成立日期 2003年 员工人数 20人

企业所在地 庆南梁山市 网址 bsc21.com

主营业务 工厂自动化生产线装置/设备

主要产品 自动零部件清洗机、自动装配机等 

主要沿革

○ 2003. BAEK SAN HI-TECH成立

2013. 迁至梁山山幕产业园区

○ 2008. 登记为现代起亚汽车合作企业

○ 2008. 申请高压雾化喷嘴专利  2011. 通过ISO14001认证

获奖情况
- 2012.09：荣获知识经济部部长表彰(提高生产率优秀企业有功

者)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 2008. 申请高压雾化喷嘴专利

- 2014. 申请简易清洗装置及其运作方法专利

销售额 (2014年)USD 4,696百万美元

出口额 (2014年)USD 主要对象国 中国、日本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BAEK SAN企业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4年 研究员数量 3人

研发领域 清洗机高压雾化喷嘴等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为中国现代汽车集团现代威亚生产线提供设备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本公司被庆南中小企业厅出口中心指定为有出口前景的中小企业，除目前正在供货
的现代汽车集团现代威亚以外，如有机会，还希望开展相关业务的合作及项目。

希望合作企业 ○ 现代汽车集团现代威亚

其他参考事项 ○ 正在为现代汽车集团现代威亚生产线供应本公司设备，并进行试运行和批量生

产。

联系人

姓名 Lee Sang-jae 职务 经营支援部部长

电话 055 – 912 - 3003 传真 055 – 388 - 2729

手机 010-6617-7478 邮箱 sangjae7478@hanmail.net

* 未经申请人同意，不得以本业务以外的目的向第三方披露或公开上述信息。

** 为了顺利开展合作伙伴调查，请提交英文/中文版公司介绍材料(建议内容)。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대상이엔지

英文/中文 DAESANG ENG Co., Ltd./(株)DAESANG ENG

法人代表姓名  姜雨成（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工业机械设备
设计及制作等

成立日期 2002年 员工人数 40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始兴市 网址 www.daesangeng.co.kr

主营业务 FA工业机械设备

主要产品 汽车车体焊接设备、FPD工业机械设备

主要沿革 ○  <见另纸>

获奖情况

 - 2011年 奖状(京畿地方中小企业厅)

 - 2013年 奖状(中小企业厅)

 - 2014年 奖状(国务总理)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见另纸>

销售额 (2014年) 26,758,740,351韩元

出口额 (2014年) 6,128,486,047韩元 主要对象国 日本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DAESANG ENG附属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3年 研究员数量 13人

研发领域  工业机械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 就汽车车体焊接设备进入中国市场方案进行合作
 - 就工业机械进入中国市场方案进行合作
 - 探索其他中国企业与合作方案，就朝阳产业进行合作

希望合作企业  ○ 

其他参考事项
 ○ 拥有国内最高水平的技术研究所及技术人员

 ○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드림테크

英文/中文 DREAMTECH/梦技

法人代表姓名 朴日勇（音译） 行业/品种
制 造 /汽 车 配 件 开
发、模具

成立日期 1994年 员工人数 48人

企业所在地 釜山市江西区 网址 www.dtech21c.com

主营业务 汽车配件检验夹具、木型、模具、航空零部件加工

主要产品 汽车配件检验夹具、模具、航空零部件加工

主要沿革

○雷诺三星、大宇汽车、日本日产合作企业

○大韩航空、空中客车特殊工艺资格批准企业

○零件材料专业企业（产业资源部）、风险/INNO-BIZ企业

获奖情况 荣获一百万美元出口塔奖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专利5项、实用新型1项、设计2项

销售额 (2014年)USD 6,500,000

出口额 (2014年)USD 2,000,000 主要对象国 日本、印度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企业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6年 研究员数量 3人 

研发领域 多种加工技术、快速造型、结构分析设计、master mold、JIG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汽车配件检验夹具、夹具制作直接间接出口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1. 汽车配件检验夹具制作规格及技术出口
2. 汽车配件检验设备出口
3. 设计及相关最新技术、设备相互研究
4. 设计及相关最新技术、设备相互研究

希望合作企业 ○ 目前无

其他参考事项

○ 拥有汽车配件检验夹具制作最新设备及测量仪器、设计及加工技术，属于韩国

最高水平公司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8(周三)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 화 인

英文/中文  FINE Inc. / （株）FINE

法人代表姓名  李相俊（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机床等

成立日期  1989年 员工人数  130人

企业所在地  釜山广域市 网址 www.fine-tec.com

主营业务  工厂自动化设备、环保废水处理设备

主要产品  零件自动清洗机、Leak Test设备、离心分离机、点渗透脱水机

主要沿革

○ 1989年 （株）FINE成立

○ 1996年 荣获中小企业大奖优秀奖(通商产业部)

○ 2004年 国务总理表彰

○ 2008年 总统表彰(优秀中小企业家)

○ 2012年 荣获出口1千万美元塔及釜山出口大奖优秀奖

○ 2013年 荣获铜塔产业勋章

○ 2015年 被评为World Class 300企业

获奖情况  铜塔产业勋章、总统表彰、国务总理表彰等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专利19项、商标1项、设计1项

销售额  (2014年)USD 40,058,000

出口额  (2014年)USD 16,787,000 主要对象国  中国、美国、印度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FINE机械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8年 研究员数量  21人

研发领域  机械技术、控制技术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出口及相关Agent等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重庆市汽车配件生产相关设备(配件自动清洗机、检漏机)和 

 环保废水处理设备(离心分离机、点渗透脱水机)出口咨询

希望合作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为重庆市汽车公司提供本公司生产设备并进行往来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화신

英文/中文 HWASHIN CO.,LTD./（株）和信 

法人代表姓名 郑瑞镇(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 / 汽车配件

成立日期 1975年 员工人数 780人

企业所在地 庆尚北道永川市 网址 www.hwashin.co.kr

主营业务 汽车配件

主要产品
Chassis配件(Rear CTBA, Arm类, Cross member, Pedal,...)
Body配件(Floor类, Cowl Coross bar, Bumper rail,...)

主要沿革

○ 1975年7月 Founded Hwashin Industrial Co.
○ 1976年1月 Delivered the first auto components for Hyundai
PONY
○ 1987年8月 Established R&D Center
○ 1989年8月 Awarded the Best supplier Prize by Hyundai
○ 1994年1月 Listed on the Korea Stock Exchange
○ 1995年3月 Renamed Hwashin Co., Ltd.
○ 2000年11月 Acquired QS9000 Certificate (UL, Inc.)
○ 2002年1月 Founded Hwashin Automotive India Pvt., Ltd
○ 2002年11月 Founded BEIJING Hwashin Automobile Parts
Co., Ltd
○ 2003年2月 Founded Hwashin America Corp
○ 2005年10月 Acquired TS16949, ISO14001 Certificate
○ 2011年6月 Shipped chassis parts to ZF in Australia
○ 2012年11月 Starting Operation of Hwashin in BRAZIL
○ 2013年11月 Awarded Quality/ Technology 5 Star from
Hyundai & Kia Motor

获奖情况

NET技术认证(2008), 新技术实用化总统奖(2009), 大韩民国技术
大奖优秀奖(2010), HKMC本年度合作公司(技术部门2010), World
Class 300(2012), HKMC技术五星认证(2013), HKMC资料五星认证
(2013)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注册171项（国内外合计）

销售额 (2014年)504,356,249USD

出口额 (2014年)365,876,959USD 主要对象国
美国、中国、

印度、巴西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华信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1987年 研究员数量 197人

研发领域 底盘配件轻量化及高强度的研究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þ 有（成立合作法人）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ü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ü 共同研究
 □ü 其他( 产品制造及销售                )

1. 供应中国当地Chassis及Body配件 
(拥有北京生产基地、最近在重庆和沧州扩大生产基地)

2. 汽车电气件合作生产

希望合作企业

1. 汽车OEM社：汽车Chassis及Body

2. 电气件生产合作公司

a. 电机生产企业

b. 铝压铸企业、加工企业（MCT、CNC、5轴加工）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c. 复合材料塑料注塑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取得Chasiss配件轻量化相关研究开发业绩

○ 拥有CTBA Tubular beam hot stamping技术专利

○ 拥有技术研究所（产品先行研究、设计、开始、试验、分析及生产技术组）

○ 拥有海外中国、美国、印度巴西生产基地

○ 拥有北京生产基地、最近在重庆和沧州扩大生产基地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 이노빌

英文/中文 INNOBILE CO., LTD/（株）INNOBILE

法人代表姓名  金泰俊（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业/汽车配件

成立日期  2014年 员工人数 6人

企业所在地 大邱广域市 网址 -

主营业务 汽车配件及工业控制装置

主要产品 EWP, EVP, EPS, Servo Motor controller

主要沿革
○ 2014年4月 (株)INNOBILE成立

○ 2014年4月 研发特区注册研究所企业

获奖情况 -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专利1项

销售额 (2014年) 0 USD

出口额 (2014年) 0 USD 主要对象国 -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INNOBILE

成立年度 2014年 研究员数量 6人

研发领域 高效电机控制器, RADAR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产品销售                              )

 合作生产汽车电气件、成立合作公司

希望合作企业

 ○ 汽车电气件所需零件加工企业

    1. 电子制作企业

    2. 压铸及加工企业

    3. 增强塑料注塑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虽然公司成立时间不久，但大部分员工都是具有10年以上汽车电气件开发经验

的人。

 ○ 针对中国市场为目标，正在计划在中国成立汽车电气件生产厂。

 ○ 为了在中国本地获得市场EVP, EWP, EPS产品所需元件，正在寻找希望合作的企

业。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8(周三)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이레화학상사

英文/中文
IREA CHEMICAL ENTERPRISE
(株)利来化学商社

法人代表姓名  宋先甲（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化工

成立日期 2002年 员工人数 8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城南市 网址 ireace.en.ec21.com

主营业务 制造、化工、环保 

主要产品 涂料、油漆、粘接剂、地板材、生活用品

主要沿革

1999 利来化学商社成立 2002 转为法人
2008 ISO14001, INNOBIZ 2009 注册商标,风险,RoHS认证
2012 销售额47亿,ISO9001 2013 京畿出口有望/注册2项专利
2014 环境标志, 根基企业 2015 出口有望,再次指定为INNOBIZ

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国内 [注册国内专利2项、申请4项] 国外 [在中国申请1项,pct1

项]

销售额 (2014年)USD 1,400,000

出口额 (2014年)USD   60,000 主要对象国 中国、越南、印度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企业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8年 研究员数量 5人

研发领域
汽车结构用粘接剂、密封剂、涂镀剂、功能性天然涂料、防锈涂

料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长春三友汽车配件公司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希望从初期研究阶段到汽车配件开展共同研究。

-汽车涂镀剂、结构粘接剂、车体粘接剂、卷边粘接剂, 

发动机舱粘接剂、密封剂等

其他参考事项
 ○ 开发完成汽车结构用粘接剂

 ○ 正在申请中国专利



[参加申请及咨询] 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技术合作部 电话：02-3460-9065 邮箱：showguy@koita.or.kr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 진진이앤티

英文/中文 JINJINE&T / (株)JINJINE&T

法人代表姓名 朴泰燮 行业/品种 制造业/汽车座椅

成立日期 2009年 员工人数 27人

企业所在地 忠清南道牙山市阴峰面 网址 www.jinjinent.com

主营业务 制造业

主要产品 汽车配件生产及模具制作

主要沿革

○ 1999.04 公司成立  ○ 企业附属研究所认定

○ 风险企业认证

○ 根基产业证明

获奖情况
2013年  荣获忠南风险企业家大会优秀企业奖

2013年  被评为忠南科技园区强小企业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注册专利(4项)、申请专利(4项)

销售额 (2014年) 43亿韩元

出口额 (2014年)USD 主要对象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JINJINE&T附属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3年 研究员数量 4人

研发领域 按科室分别进行研发 / 非研发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韩中两国的共同投资及商品贸易
与中国企业探讨技术合作方案并考察本地企业
就中国企业的高端产业研发发展情况进行交流
传授成功经验，交流失败教训

希望合作企业 ○

其他参考事项
○

○

联系人

姓名 张顺勇 职务 研究员

电话 (041) 531-3804 传真 (041) 531-3805

手机 010-5017-9063 邮箱 jjic0505@hanafos.com

* 未经申请人同意，不得以本业务以外的目的向第三方披露或公开上述信息。

** 为了顺利开展合作伙伴调查，请提交英文/中文版公司介绍材料(建议内容)。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8(周三)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지오화인켐

英文/中文 JIO FINECHEM,LTD / 至晤FINECHEM

法人代表姓名 朴海德(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业/低公害药品

成立日期 2001年 员工人数 12人

企业所在地 庆尚北道龟尾市 网址

主营业务 汽车配件用表面处理制造及电镀

主要产品 镀锌/镍锌铬酸盐及亮光剂制造 

主要沿革

○ 至唔系列公司 - 至晤FINECHEM成立(2001年)

○ 实现锌铬酸盐国产化制造销售(2005年)

○ 与美国PASCO签署在国内供给药品MOU(2013年)

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销售额 (2014年)USD 972,663.07 (￦1,147,742,420)

出口额 (2014年)USD 596,676.92 主要对象国  中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表面处理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8年 研究员数量 5人

研发领域 金属、表面处理(电镀)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合作投资、中国客户公司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表面处理相关项目合作(供给药品、电镀、电镀设备)

在中国开展了20年电镀相关业务，涉及供给药品、电镀、电镀设备、环保领域业务
，在重庆开展业务合作。
 

希望合作企业  ○ 汽车配件表面处理(电镀)相关业务(药品、电镀、电镀设备)

其他参考事项
 ○ 不仅在国内，还在中国工厂开展电镀及表面处理药品、设备的业务。

 ○ 构建国内单位(2处) / 国外单位(3处)基础设施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조이테크

英文/中文 JOYTECH Co., Ltd./（株）JOYTECH

法人代表姓名 金敏成(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汽车配件

成立日期 2002年 员工人数 92人

企业所在地 忠清南道天安市 网址 www.ijoytech.com

主营业务 汽车用制动系统

主要产品 Master / Booster / Caliper

主要沿革

○ 2003.05 获得QS9000认证(DNV)
○ 2003.07 获得ISO/TS16949认证(DNV)
○ 2011.04 获得零件材料企业确认书
○ 2011.09 成立企业附属研究所
○ 2011.11 获得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认证
○ 2012.02 获得风险企业认证
○ 2012.07 获得有希望的中小企业指定书

获奖情况
2012 荣获创造就业机会优秀企业奖（忠清南道知事）
2012 荣获GM Quality Award奖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销售额 (2014年) USD 39,728,464

出口额 (2014年) USD 30,676,828 主要对象国 美国、伊朗、中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JOYTECH企业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1年 研究员数量 5人

研发领域 Caliper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ü 有 ( CALIPER A/S 产品贸易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ü 商品贸易 □ü 技术合作 □ü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ü 其他( 中国本地汽车配件进口                )

1. 与中国当地企业B2B贸易
2. 进入A/S产品中国市场 
3. 进口中国汽车配件
4. 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打入本地市场

希望合作企业 ○ 汽车企业、制动装置配件生产企业、汽车配件A/S贸易公司 

其他参考事项
○ 天津有关系单位

○ 制动装置装配能力及优秀产品质量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나다

英文/中文  NADA Co., Ltd. / 纳达噪音振动软件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姓名  金敏浩(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测量仪器制造等

成立日期 1997年 员工人数 30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城南市 网址 www.nada.co.kr
主营业务  振动检测仪器开发及销售

主要产品  V-Net3000, V-Net7000, QMS,  VibLow CXII

主要沿革

 1997. 09  (株)纳达S&V成立

 1998. 06  企业附属研究所成立
 1998. 07  注册风险企业
 1998. 10  在国内首次开发Real-time Portable FFT Analyzer 
VibLow             CXII 
 1999. 04  新技术认证(获得NT Mark)
 1999. 05  被指定为测量仪器维修保养专业企业
 1999. 07  美国Vibration Institute教育系统国内独占签约
 2001. 01  开发Data Collector
 2002. 02  开发CMS(Condition monitoring system)
 2004. 03  开发汽车配件Noise Tester(QMS)
 2004. 06  构建现代汽车QMS
 2004. 10  开发简单振动检测仪VibLow One
 2006. 08  被指定为ISO18436机械状态监控及诊断训练机构
 2008. 07  开发涡轮振动监控系统(TSI) 
 2008. 11  为SH公社供给热电联产TSI
 2010. 12  开发涡轮燃烧振动监控系统
 2011. 08  开发Web based Global V-net 
 2011. 10  构建韩国轮胎Global V-net(2,200点)
 2011. 10  构建科隆Global V-net(2,000点)
 2012. 05  开发Smart monitoring system 
 2012. 12  为韩国水利核电公司构建涡轮VMS
 2013. 02  为韩国水利核电公司古里第二核电站TSI(3、4号机)
 2013. 12  获得NEP认证[发电设备振动监控系统]
 2014. 05  构建东西发电唐津火电站3、4号机TSI
 2014. 10  更改法人名称[（株）纳达]
 2014. 12  注册成为POSCO建设、斗山重工业的EPC企业

获奖情况  2000. 01  被评为21世纪百大领先企业(中企厅)
 2001. 10  被评为Inno-business企业(中企厅)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1.专利：实时振动监控装置

 2.专利：利用工厂管理指数的工厂情况管理系统

 3.专利：通过故障原因范围分析的机械设备状态管理系统

 4.NeP: 涡轮发电力及辅助旋转设备振动监控系统

 5.ISO9001:借助噪声振动分析的设备状态诊断及设备监控系统的设计、  

            开发、生产及安装

 6. ISO14001: 借助噪声振动分析的设备状态诊断及设备监控系统的设  

                计、开发、生产及安装

销售额 (2014年) \ 4,256,220,118

出口额
(2014年) 
2,220,192USD

主要
   对象国

 墨西哥、中国、印度尼西

亚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纳达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1998年 研究员数量  12人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研发领域  振动监控设备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Agent开发 )

 - 汽车主要配件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系统

 - 汽车钢板生产企业设备情况振动监控系统

 - 开发可合作的Agent 

希望合作企业  ○ 未定(填写重庆市希望合作或正在合作的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QMS系统通过检测汽车主要配件的异常情况，或者判定产品合格与否，增加收

率，以提高生产率，并通过控制出厂产品的质量，提升品牌形象。

 ○ CMS系统通过监控一般工业设备的状态来进行评估管理，不仅能够防止设备故

障，还可以结合生产计划进行预防性维护。 

 ○ 为了保证设备维护保养及产品质量，这两种产品都是必须具备的产品，可以认

为在中国开拓巨大市场。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 오스텍

英文/中文 OSTEC.co.ltd / 杭州OSTEC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姓名  闵泰洪（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热电元件、汽
车配件

成立日期 2012人 员工人数 30人

企业所在地 首尔市衿川区 网址

主营业务 热电元件、热电发电元件

主要产品 制作供暖供冷热电薄板及杯架、车辆用小型冰箱

主要沿革

○ 2013年 向LG innotek提供热电元件、热电模块 

○ 2014年 向现代汽车供给和共同研究空调热电元件

○ 2015年 生产汽车音响

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销售额 (2014年)USD 2,500,000

出口额 (2014年)USD 2,000,000 主要对象国 中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OSTEC企业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5年 研究员数量 4人

研发领域 高散热氧化铝基片、高效散热板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中国杭州设有生产设备工厂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本公司与LG innotek、现代汽车共同开发利用热电元件提升热电模块质量的项目，

已做好批量生产准备。希望参加这次项目，进入中国整车行业。

希望合作企业  ○ 重庆市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利用热点元件开发和销售各种应用

 ○ 



其他参考事项

  ○ SECO集团是一家汽车配件专业企业，拥有各领域的专业技术.

1. 瑞进汽车配件（客户：向现代/起亚/韩国通用汽车供货）

 - 小轿车：手动/自动变速器配件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서진오토모티브

英文/中文 SEOJIN AUTOMOTIVE CO., Ltd. / 瑞进汽车配件

法人代表姓名 南旭熙(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汽车配件

成立日期 1966年 员工人数 293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始兴市 网址 http://www.secoauto
motive.com/

主营业务 汽车变速器配件

主要产品 Clutch Cover, Clutch Disc, Flywheel, Drive Plate, Auto Parts等

主要沿革

○ (2003) 获得ISO/TS-16949认证（韩国质量认证中心）

○ (2006) 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SGS United Kingdom Ltd)

○ (2013) 获得OHSAS 18001认证(BSI英国标准协会)

获奖情况

(2009) 荣获第35届国家质量管理大会质量管理总统奖

(2010) 荣获2010年劳资文化大奖（劳动部）

(2013) 荣获进出口银行隐形冠军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专利）“离合器用减振器及其制造方法”等7项

销售额 (2014年)USD 141,760,719

出口额 (2014年)USD 101,001,458 主要对象国 中国、印度、中东等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瑞进汽车配件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1989年 研究员数量 36人

研发领域 Clutch Cover, Clutch Disc, DMF, Clutch Pack, Drum等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JAC - 小轿车用 Clutch Cover, Clutch Disc 2种车种批量生产供货)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 技术合作及共同投资

1. 自动变速器零件
- AT Clutch Pack, Wet type DCT용 dual clutch & damper
- Drum (steel, aluminum), hub(flow forming) disk set, park pawl, spring pack

2. 手动变速器零件
- 小轿车用 clutch cover/disk
- 商用 clutch cover/disk - clutch size Φ380∼Φ430 / Eng. Torque 700Nm∼2500Nm
- DMF(Dual Mass Flywheel) - clutch size Φ225∼Φ260 / Eng. Torque 200Nm∼450Nm

(gasoline/diesel)

希望合作企业 ○ 整车生产企业及变速器零件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另行填写



 - 商用车：手动变速器用离合器

2. 瑞进产业：Frame类专业公司(客户：向现代/起亚汽车供货)
 - 小轿车：Front Side Member / Dash Lower Panel/ Door assembly. Rear Side 
Panel等
 - 商用车：Upper Arm / Lower Arm / Cross Member / Frame assembly

3. 瑞进凸轮：凸轮轴(hollow)专业公司(客户：向现代/起亚汽车供货)
 - 汽油 / 柴油 / 商用发动机凸轮轴

 - 船舶 / 工业发动机用凸轮轴

4. 生态塑料 (主要客户：向现代/起亚汽车供货)
 - Front / Rear Bumper
 - Wheel Cover / Back Panel / Radiator Grille / Tail gate Garnish / Rear Garnish / 
Roofrack

5. KOMOS(主要客户：向现代/起亚汽车供货)
 - Steering Wheel / Wheel Cover / Hub Cap / Console

6. AIA(主要客户：向现代/起亚汽车供货)
 - 防尘类：Mount / Lower arm / Link assembly
 - Weather Strip: Body seal / Glass run / Upper seal
 - 塑料注塑：Bumper / Under body skin plate / Trim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신행

英文/中文 Shinhang Inc. / (株)新航

法人代表姓名     金熙均(音译) 行业/品种
批发、服务/机械进
出口、报价

成立日期 1996年 员工人数 54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华城市八滩面栗岩里

430-33
网址 www.shinghang.com

主营业务 密封系统 & 涂装系统

主要产品
Several sealing system, Pump & RAM, Component unit, 

Combination unit, Vison system.

主要沿革

○ 1996年 （株）新航成立

○ 2009年 R&D中心成立

○ 2014年 获得Pump专利，INNO-BIZ &风险企业认证

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Trochoid pump, Booster pump等4件  

销售额 (2014年) USD  184亿

出口额 (2014年) USD   11亿 主要对象国   中国、美国等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R&D中心

成立年度 2009年 研究员数量 5人 

研发领域 Sealing system, sealing component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v  有 (目前经营7家中国交易商，计划到2018年扩大到30家)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v 商品贸易 v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希望成为Sealing system & equipment, Painting system like wax spray 
system, paint circulation system及 equipment供应商，通过客户公司的工厂自
动化(Body, Paint, Assembly, Engine shop)提高生产率，节约成本，提升质量，
为提升竞争力做出贡献。    

希望合作企业  ○ (重庆近郊汽车公司)

其他参考事项

 ○ (为GM & KIA China, Kia Mexico提供众多sealing system，计划到年末在东南

亚主要国家及印度开设代销店)

 ○ 可登录www.shinhang.com了解公司详情。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신화테크

英文/中文 SINHWA TECH CO., LTD / 信和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姓名 崔振浩（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业

汽车内饰件
模具、检验夹具

成立日期
1994年05月31日

(法人：2000年06月01日
)

员工人数 50人

企业所在地 蔚山广域市 网址 www.sinhwatech.com

主营业务
用于生产汽车内饰件的各种热成型模具及检验夹具 

(模具设计、成型、加工、组装及Try-out) 

主要产品 热压模具、汽车内饰件热成型模具、检验夹具、Waterjet jig

主要沿革

○1994. 05  信和MEDEL成立

○2000. 06  转为信和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2003. 06  生产出口模具(土耳其、中国、日本)

○2005. 02  加入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

○2007. 07  承担技术创新开发项目(中企厅)

○2007. 11  被评为兵役特例企业(兵务厅)

○2007~2014 申请9项汽车内饰件模具相关专利

○2014. 02  蔚山汽车谷梅谷洞新工厂开工

○2015. 03  蔚山汽车谷梅谷洞迁移新工厂

○2015. 03  企业附属研究所成立(蔚山科技园)

○2015. 04  承担加强出口力量项目(中企厅)

○2015. 04  承担地方特色产业额培育项目(蔚山科技园)

○2015. 05  承担支持信息化项目(蔚山经济振兴院)

○2015. 06  承担加强地方小儿强企业竞争力项目(中企厅)

○2015. 06  荣获2015年中小企业管理大奖(模具组)

○2015. 07  再次评为2015年全球明星风险企业(蔚山市)

获奖情况

○2005. 12  荣获蔚山广域市优秀出口企业奖(新部门) 

○2006. 11  荣获第43次贸易日一百万美元出口塔奖(总统奖)

○2006. 12  荣获蔚山广域市增加出口优秀企业奖(蔚山市长)

○2006. 12  荣获蔚山广域市厨楼有功奖(蔚山市长)

○2006. 12  2006年4/4季度优秀中小企业奖(中企厅)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注册专利9项、注册专利1项、注册实用新型3项

销售额 (2014年)USD10,400,000

出口额 (2014年)USD1,373,004 主要对象国 日本、马来西亚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信和科技有限公司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5年3月

 (2004年2月首次成立)
研究员数量 9人

研发领域

Trunk Lid用油加热热成型模具
Floor Carpet用带Slitter式修整工具
Dash Insulation Pad整体成型用模具模块
Luggage Mat成型模具模块
Wheel Guard用切边整体成型磨具
Wheel Guard整体成型磨具
Dash Insulation Pad整体成型磨具
Floor Carpet成型模块模具 



企业现况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
 ■ 无 (有作为现代汽车1次供应商(Vender)间接出口的经验)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有关租赁工厂或购买土地的整体事宜
与中国内销及外资投资汽车内饰件生产企业开展模具技术及供货合作

希望合作企业

■  汽车内饰件模具
1) 顶峰 (热成形模具, 压缩模具, 切边及虫孔模具)
2) 主地毯 (成形模具, 泡沫模具, 切边及虫孔模具)
3) 挡泥板内衬 (成形模具, 切边及虫孔模具)
4) 行李箱左右侧饰件 (成形模具, 切边及虫孔模具)
5) 后备箱地毯 (成形及切边一体式模具)
6) 行李箱盖 (成形模具, 成形及切边一体式模具)
7) 引擎盖消音隔热垫 (热成形模具, 切边及虫孔模具)

 ○ 汽车内饰件配件生产企业 

   - 配件名称：Headliner, Floor Carpet, Wheel Guard, Luggage Side

     Luggage Mat, Trunk Lid, Hood Insulation Pad, Dash Insulation Pad等 

其他参考事项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模具生产企业，通过一条龙方式设计、加工、组装、生产及检查

成型汽车内饰件所需的热压模具（热成型模具），内饰件包括采用天然/人造纤维及

复合材料生产的Headliner, Floor Carpet Wheel Guard, Luggage Side, Luggage 

Mat, Trunk Lid, Partition Upper/Lower Engine Hood insulation pad, Dash 

Insulation Pad等。本公司在国内4-5家汽车内饰件模具生产企业中，技术、销售

额、直接出口额、产能方面占据优势。本公司拥有专业化模具技术和制作经验，如

考虑汽车内饰件模具的面料收缩率和延伸率的模具补偿装置和精密控制模具间隙的

技术，尤其集中投资于提升3D设计系统及CNC加工能力。信和科技带着国内一流汽车

内饰件模具企业的自豪感，其汽车内饰件模具的技术和质量获得日本Masuza 1次供

应商Sugihara的认可，从2004年开始到如今，每年向日本、马拉西亚的马自达、丰

田、本田、斯巴鲁等轿车、RV、皮卡车等直接出口100万美元以上产品。

目前，本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重庆市或其他地区进行投资，为中国本地汽车OEM公司

及现代起亚汽车1次供应商提供汽车内饰件及检验夹具。

尤其，考虑到本公司的技术、质量及价格竞争力，我们认为具有充分的竞争力，计

划通过向中国本地韩国汽车配件生产企业(1次供应商)稳定提供模具及检验夹具，构

建供货网，以保证稳定生产和销售后，再构建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以便向中国汽

车配件企业和东南亚提供模具及检验夹具。

同时，在中国本地成立工厂之前，确保直接购买生产模具及检验夹具的FC,AL, 

Resin原材料和模具零部件等的途径。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스마트로봇

英文/中文 smart robot co., ltd. /（株）智能机器人

法人代表姓名 金仁沈（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机器人自动化设备

成立日期 2009年 员工人数 16人

企业所在地 蔚山广域市南区 网址 www.robot-system.com

主营业务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汽车配件、汽车生产自动化设备

主要产品 点焊机器人系统、机械手臂、汽车车体装配设备

主要沿革

○ 2009. 4. 成立法人公司

○ 2013. 8. 成立企业附属研究所

○ 2014. 5. 注册风险企业

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注册5项专利、注册1项商标、申请4项专利

销售额 (2014年) 200万美元

出口额 (2014年) 无 主要对象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机器人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3年 研究员数量 6人

研发领域 机器人自动化设备等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 向长安汽车、恒通客车等1-2次汽车配件生产企业提供公司持有的1万多套机器

人自动化设备的技术。

 ○ 拟引进本公司工厂自动化机器人系统技术的缘由自动化设备企业，或与本共同

公司成立新企业。

希望合作企业

 ○ 长安汽车、恒通客车1-2次汽车配件生产企业(需要机器人系统的企业)

 ○ 希望引进工厂自动化机器人系统技术的企业(技术合作伙伴企业)

 ○ 希望引进韩国汽车装配自动化(机器人)系统技术的企业

 ○ 拟共同研究汽车配件的企业

其他参考事项

 ○ 拥有机器人系统技术，向现代汽车等汽车配件企业提供1万多套机器人系统

 ○ 拥有汽车配件装配自动化(机器人)设备10万多张图纸

 ○ 提升汽车配件装配生产率及质量，节约成本等生产技术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식회사성림티앤티

英文/中文 SUNG RHIM T&T CO.,LTD. / 株式会社成林T&T

法人代表姓名 朱七石（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业/汽车配件

成立日期 1982年 员工人数 57人

企业所在地 大邱广域市 网址 www.sungrhim.co.kr

主营业务 橡胶零件、降低噪声振动技术、尿烷管

主要产品 Bushing, Rubber Mount, Damper, Urethane Tube

主要沿革

○ 82.05.05 : 成林产业成立

○ 00.11.14 : 获现代起亚汽车SQ-Mark认证

○ 02.05.01 : (株)成林T&T法人成立

○ 04.12.23 : 通过ISO/TS 16949认证

获奖情况 ○ 13.09.16 : 被评为专业零件材料企业(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 专利：车辆稳定杆安装衬套

○ 专利：货车风管垫及其制造方法

○ 专利：汽车悬架装置螺旋弹簧护管等

销售额 (2014年)USD $ 75,670,000

出口额 (2014年)USD $ 72,120 主要对象国 东南亚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株)成林T&T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5年 研究员数量 6人

研发领域
橡胶产品NVH、汽车发动机架、悬架橡胶衬套
汽车螺旋弹簧尿烷管、扭力杆胶芯衬套、动力总成悬置、
减震器等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1. 商品贸易：在目前生产产品基础上，拟设计开发满足客户公司要求的产品，以    
                 进入中国市场。
              
 2. 技术合作：探索在整个市场展示本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专利技术，迎合国际市场    
                 最新技术趋势的方案。

 3. 共同研究：希望寻求合作伙伴，开展共同研究，设计开发有效降低和隔离车辆    
                  振动的产品，掌握成为全球企业的先进技术。

希望合作企业  ○ 长安汽车、恒通客车

其他参考事项
 ○ 本公司为GM、Chrysler、Hyundai等政策生产商的合作公司。

 ○ 拥有从橡胶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到供货的所有Process及System。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시스텍

英文/中文  SYSTECH CO., LTD./ (株)SYSTECH 

法人代表姓名 Jung Byung Hyo 行业/品种 制造

成立日期 2006年 员工人数 30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华城市 网址

主营业务 半导体、LCD自动化system及金属加工

主要产品 用于半导体、LCD的O-Ring类及核心精密加工产品

主要沿革

○ 三星电子显示器1次合作企业

○ KPC 1次合作企业

○ TERA SEMICON 1次合作企业

获奖情况 法务部长官表彰、值得自豪的延世人奖、国际扶轮社表彰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获得专利5项、正在申请20项

销售额 (2014年) 32亿韩元

出口额 (2014年) . 主要对象国  韩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SYSTECH企业附属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2年 研究员数量 5人

研发领域 融合及自动化SYSTEM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中国分公司(上海)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本公司具有开发半导体核心元件及设备方面的丰富经验，希望生产和销售将此应用

于汽车产业的融合产品。

希望合作企业  ○ 重庆现代汽车等中国境内汽车产业 

其他参考事项
 ○ 在25年开发半导体的经验基础上，开发新一代产品

 ○ 用于半导体、LCD的O-ring类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9(周四)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주)테너지

英文/中文 TENERGY / (株)TENERGY

法人代表姓名 崔再权(音译) 行业/品种
服务/
工程及技术研发

成立日期 2008年 员工人数 120人

企业所在地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 网址 www.tenergy.co.kr

主营业务 发动机开发服务、油耗分析开发

主要产品 双龙2.0L汽油发动机设计

主要沿革

○ 开发2.0L/2.4L Euro5汽油发动机

○ 开发2.7L Euro5 汽油发动机(减少排气量及性能up)

○ 开发2.0L T/C GDI 汽油发动机10%性能up

○ 开发1.8L T/C 开发汽油发动机

○ 开发2.0L/2.2L Euro6 柴油机发动机车辆EMS calibration

○ 首尔市运行公交减少油耗项目(减少15%油耗）

获奖情况
2012.10荣获优秀风险企业国务总理奖、2013.12荣获五百万美元出

口塔奖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销售额 (2014年)USD 16,837,612

出口额 (2014年)USD 4,903,667 主要对象国 俄罗斯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TENERGY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09年 研究员数量 31人

研发领域 发动机开发、设计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通过东风汽车油耗分析及EMS
calibration改进油耗、武汉市公交油耗减少示范项目）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 开发汽车发动机及改进项目

- 开发涡轮GDI发动机
- 改进和开发批量生产的发动机性能

○ 油耗分析及改进

- 在车辆状态下油耗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及改进方向
○ 减少公交油耗项目

- 减少重庆市运行公交油耗

希望合作企业 ○

其他参考事项
○ 从发动机设计、试验到EMS calibration，可进行发动机及车辆开发整个研究

○ 还可开展DCT开发及电气系统领域合作 



□ 合作洽谈伙伴调查申请书(10.28(周三)一对一技术合作及贸易洽谈会用)

企业现况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韩文 우성정밀공업사

英文/中文 WooSung ENS Co.,LTD /　宇成精密工業社

法人代表姓名  赵尔行（音译） 行业/品种

制造业

特种车制造

汽车配件制造
成立日期 1991年 员工人数 38人
企业所在地 全罗北道群山市 网址 www.woosungens.co.kr
主营业务 特种车、汽车配件
主要产品 云梯搬运车、高空作业车

主要沿革

○1991年01月 宇成精密工业社成立-精密机械加工

○2013年 宇成E&S成立

○2014年 特种车(生产云梯搬运车、高空作业车)
获奖情况  

知识产权
拥有情况

1. 专利第10-1360256号 动力转向装置紧急启动系统
2. 专利第10-1360257号 动力转向装置紧急启动系统
3. 专利第10-1360258号 动力转向装置紧急启动系统

销售额 (2014年) 3,339,176 USD

出口额 (2014年)USD 主要对象国

研究所信息

研究所名称 宇成精密工业社技术研究所
成立年度 2013年 研究员数量 4人
研发领域 特种车开发

与中国企业
合作经验

 □ 有 (填写合作形式、合作内容                          )
 ■ 无

希望合作项目

 ■ 商品贸易 ■ 技术合作 □ 共同投资 □ 共同研究
 □ 其他(                                     )

-产品及零部件出口(CKD, SKD, KD) 
-技术出口(本地化生产)

希望合作企业 ○ -要求推荐

其他参考事项
 ○在汽车机械加工配件技术基础上，生产特种车

 ○适合打入中国特种车市场的时机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