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路演活动推介项目汇总表

序号 推介方式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基本情况 项目前景
融资

需求（万

元）

融资用途
项目对接

人

1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四川省四维
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环保设备
制造业

成立于2009年，现拥有员工近300名，专业技术人员120余名。公司建有现代化
的园林式工厂，总占地面积80余亩，总建筑面积约60000平方米，固定资产约3
亿元，年生产能力可达15亿元。是西南地区最大规模的集研发、设计、生产、
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环保设备制造企业之一。拥有“环境污染
治理甲级资质”，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遂宁市企业技术中心”，先
后获得“优秀私营企业”、“金融守信红名单企业”、“质量信用AA级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四川省名牌产品“、“诚信企业示范单位”、“全
国行业质量示范单位”、“全国质量服务诚信示范单位”、“A级纳税信用等
级”等荣誉。

公司注重研发创新，建有科学严密的研发流程，目前共
拥有25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之中。
公司自投产以来，产销稳中有升，维持了良好的发展势
头。同时公司积极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开展全方位的
合作，从技术引进、合作开发到战略重组合作，使公司
快速进入省内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全国环保行业前十。

5000
用于蔬菜、水果交易区改
造升级

杨明川，
1868253779
2

2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明德润和自
动化设备 
(天津) 有限
公司（四川
艾庞机械科
技有限公
司）

电子设备
制造业 

明德润和自动化设备 (天津)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坐落于天津市津南区泰
达科技工业园科达一支路3-2。我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有B7-G6 
OLED 防着板加工制造经验的零部件供应商；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供
货给全部G8.5 世代工厂经验的零部件供应商；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开始研发、设计B9-G10.5代线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商。目前我公司与国内所有主
流液晶面板厂都有深入且长期的合作，为提高产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
以及公司西南地区的发展布局，于2018年7月31日成立四川艾庞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坐落于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西部物流港，总投资1.6亿。

明德润和自动化设备 (天津) 有限公司年销售额达到
5000万，拥有12项实用新型专利，员工100余人，固定资
产3000万。主要业务领域为液晶、半导体、太阳能、其
他高科技领域。我公司是随着国内液晶面板厂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而来，具有九年以上的TFT、半导
体、太阳能等行业关键设备备件的生产技术积累，能够
针对客户需求进行研发、方案提供、改造和制造。公司
在天津、珠海均有生产基地，可根据需求在南北工厂之
间进行资源调配，满足客户的品质和交期需求。

5000 为扩建厂房、购买设备
周磊，
1331203718
4

3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遂宁市川梁
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农副食品
加工业

遂宁市川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集农业种植、农产品生产
与销售、农业技术服务与现代农业观光、农业科研于一体的规模化、专业型农
业开发公司。公司以“精品植桑”为中心，建立了“桑果采摘、制酱熬膏、纯
酿果酒；桑叶养蚕、桑枝产菌、菌包肥土；林下跑鸡、桑塘养鱼、废料沃壤”
的分层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公司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3300余亩，建立了标准化
生产基地，其中：标准化桑果种植1000亩，食用菌生产厂房100余亩，水产养
殖鱼塘300亩，中药材种植园区1500亩和林下养殖专区400亩。

公司与多所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现已成功研发出
拥有配方的桑椹膏和桑果酒等链条产品，取得两项专利
权（专利使用权）和“桑葚有机”认证。

2500

完成陌桑民宿酒店建设和
食用菌及果桑产品全产业
链开发等项目。

邓总，
1528252718
8

4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遂宁市中豪
粮油有限公
司

农副食品
加工业

成立于2012年12月，位于四川省遂宁市，总注册资本金9200万元，是一家集生
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食用油脂企业，主要生产和销售“辛农民”牌系列食
用植物油。公司拥有原料基地2个，生产加工基地2个，销售基地1个，川内各
县市直营店118余家。其中已建成的原料基地位于遂宁市安居区，涵盖分水、
保石、白马等21个乡镇，拥有10万亩优质油菜原料供应基地，公司旗下注册的
聚财油菜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荣获第六批省级农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加工基
地遂宁辛农民粮油有限公司位于安居区分水镇，建于2008年，总建筑面积1.1
万平米，总投资2600余万元，已荣获“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四川
省农产品深加工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建设当中的年加工十万吨食用植物油生产基地，建
成后可达到年加工生产菜籽油5万吨，分装生产各类食用
油5万吨的能力，可实现年生产总值约8亿元，可创年利
税约1.2亿元。公司还在特色黄菜籽油领域具有绝对的竞
争优势，当前已和重庆农科院共同开发“庆油3号”黄菜
籽杂交品种，原料种植基地位于船山区10余个乡镇，采
用“公司＋农户＋合作社”的产业化模式运营和实施，
大面积种植庆油3号品种，建立菜籽油供应产业链。销售
营销中心位于成都市海霸王粮油批发城，年销售各类食
用植物油达1.5万余吨，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现年
销售总值约2亿元。与北京华联、人人乐、好又多等大型
连锁超市，与黎红花椒油，北京新辣道等大型用油企业
常年合作，在全国16个省市设立了总经销，已成为“四
川菜油”对外的一张靓丽名片。

1000
用于购买生产设备以及十
一月初购买原材料

彭欢，
18508253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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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演展示
（展示
人：王
伸）

猪八戒网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猪八戒网创办于2006年，服务交易品类涵盖创意设计、网站建设、网络营销、
文案策划、生活服务等多种行业。猪八戒网有千万服务商为企业、公共机构和
个人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创意、智慧、技能转化为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2011年猪八戒网获得IDG投资并被评选为中国2011年度“最佳商业模式十强
”企业。企业服务项目包括：编辑、创意设计、营销推广、程序开发、文案写
作、商务服务、装修服务、配音影视服务。

猪八戒网这么多年汇集了中国几百万家中小微企业，通
过猪八戒网，可以轻松地找到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猪八
戒网的交易的逻辑决定了必须要把平台的定单散布给尽
可能多的卖家才可能得到解决，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
问题。 

2000 市场拓展
王总，
1858450432
1

6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四川优居匠
网络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斗装网是四川优居匠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旗下一款专注于装修、建材、家居
垂直领域的电商平台。斗装网通过9年多时间的装修行业实践经验，在互联网
大潮的影响下在2015年12月注册《四川优居匠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并且在
2016年申请注册了《斗装网商标》现公司有2100平米营业面积，斗装网通过
o2o2c的模式自主研发了特有3D设计软件，以及ERP+CRM管理软件，为室内装饰
用户提供更透明信息，由消费者自己确定高品质的产品，和更好的家装施工服
务。

通过O2OF2C模式和互联网技术（自主研发3D设计软件和
ERP管理软件）相互融合为室内装饰用户提供更多的简便
选择空间、在品质上实时监控，装修项目流程化，子项
目验收标准化，施工服务流水化，帮助业主实现轻松、
放心的家装体验。让业主在装修环节上更简单明了、在
工人和材料上有更多的选择、在装修质量上更有保障、
在装修材料价格更易于掌控和透明，对于服务项目更加
清晰。斗装网装修系统历时3年多研发共四次模式变更，
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研发，解决设计难、管理难的问题，
实现设计与施工管理的数据化、信息化与网络化。

500 用于人才扩充和产品迭代
蒋总，
1872859299
6

7

路演展示
（展示
人：万华
栋）

中科院创新
孵化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商务服务
业

成立基于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新形势，是中科院为促进中科院体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举
措。专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依托研究所建立专业知识产权服务子平台、
与优秀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区域性知识产权服务及运营子平台建设等方式
提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设立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积极争取科技部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引导基金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运营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
与，成立专业性的知识产权运营子资金和海外专利运营基金。

以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中科
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使命，定位为创新资源整合和科
技孵化投资全链条运营商，目标是建设专业化的科技孵
化服务体系，打造中科院特色的全球化科技孵化生态
圈，形成“国科创新”卓越品牌。

暂无
李兰峰，
1898084814
7

8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健坤国际商
贸物流（遂
宁）有限公
司

房地产业

健坤国际商贸物流（遂宁）有限公司是由香港健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的外商独资企业，于2011年3月31日成立，位于遂宁市船山区中国西部现代物
流港内，注册资本为1511万美元。截止2017年6月底，公司在职员工120人，其
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90人，占职工总人数的75.00%；大学专科及同等学历30
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5.00%。职工平均参加工作年限为9年。公司人才团队呈
现高学历、年轻化、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显著特点，团队中包括建筑工程师、预
算工程师、IT工程师、人力资源管理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员工综合素质较高，为公司经营管理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公司经
营范围包括：仓储设施的开发、建设、经营；商品交易市场的开发、建设、经
营；商品配送服务；会展配套服务；自建物业管理；房产经纪；建设和经营健
坤商贸物流城内的电子商务系统及物流信息平台等。

健坤国际是一个业务范围涵盖商业地产开发与运营、现
代商贸物流、国际经济与贸易、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的
大型企业。健坤国际是中国产业地产新格局的倡导者，
主要在国内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超大型商业地产项目，
专注于城市新中心建设。健坤国际2010年在四川省遂宁
市投资75亿元，打造占地2100多亩，总建筑面积约300万
平方米的健坤城。项目建成后，可以容纳上万家商户入
驻经营，预计年交易额200亿元人民币，在健坤城居住、
工作和生活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5万人。

5000
主要用于项目改造提升和
运营方向

王总，
1388255206
6

9
路演展示
（展示
人：）

四川威斯腾
物流有限公
司

道路运输
业

成立于2011年9月，隶属四川金石合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
力于物流产业投资、建设、运营的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诚为本，以
信立人”的企业原则，以铁路货运场站为核心依托，集海关平台、保税中心、
仓储物流、流通加工、商贸服务、生活配套等为一体，以建设综合性现代物流
商贸园区为目标，并为入住企业提供第四方物流和物流金融等增值业务。西部
铁路物流园占地1527亩，总建筑面积达100万余㎡。建设有九大功能分区：铁
路专用线及货场区、海关监管区、大宗物资交易集散区、大宗物资加工贸易区
、国际会展中心、城乡共同配送中心、快递分拣配送中心、电子商务集中配送
中心、综合配套服务区。

园区铁路专用线共9条，全线总建筑长6.05公里，铺轨长
度6.338km。设有牵出线、机待线、安全线各1条，停留
线2条，货运装卸线4条（其中贯通式整列装卸线2条，布
置两台夹两线；尽头式半列装卸线2条）配置60吨龙门吊
。铁路专用线及货场区设计吞吐能力500万吨，最大组织
作业能力约800万吨（占遂宁市总货运量22.8%），可办
理除危化品外其他所有货物品类的运发及到达业务。

14000
用于会展中心建设及新业
务拓展

成虹，
1770811066
7



序号 推介方式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基本情况 项目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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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0 手册展示

启迪之星·
创客公园
（遂宁）孵
化器

商务服务
业

于2018年5月18日正式开园，孵化器位于鹭栖湖物流主题公园内，分别设有6、
9、17、22人四种符合中小微企业使用的独立办公室，同时也建设了培训教室
、多功能路演厅、湖景咖啡厅等配套设施。作为清华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有机
外延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启迪之星·创客公园（遂宁）孵化器现
已累计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创客大赛、创业培训等）28场，覆盖创业群体
近1000人次，现有在孵企业10家（其中，智能制造产业2家，教育培训企业
2家，大学生团队1家、新能源企业1家、其他类型4家），新增就业岗位50余
个，创业企业孵化初步显现。

在企业孵化的基础功能上，在遂宁做了孵化器功能的有
机外延，借助遂宁作为成渝节点城市的独特区位优势，
围绕遂宁市“4+2”（锂电及新材料、电子信息、机械与
装备制造、精细化工、食品饮料、纺织服装）主导产
业，积极构建起了以创新人才培养、创业企业孵化、科
技成果转化、金融投资促进、主导产业导入为核心的科
技创新生态体系。

蒋晓，
1762829282
0

11 手册展示
四川纵横投
资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
业

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13070万元，是一家以冷链物流、投资开发、建设运
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020电商平台、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现
代化管理企业。现在遂宁市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投资约5亿元开发建设运营“
中国西部冷链物流仓储集散中心”项目，另在遂宁市主城区拥有铁货街水产品
农贸市场和燕栖街农贸市场两个二级农贸市场，在遂宁市确保农产品安全、稳
定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产品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1年至今被评为遂
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2年被四川省物流办公室列为省级物流重点
联系企业；2013年至今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全国诚信示范市场”，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确定为“商贸流通业典型统计调查企业”。

四川纵横在遂宁市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投资约5亿元开发
建设运营“中国西部冷链物流仓储集散中心”项目，该
项目占地面积240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
2万吨容量的保鲜冷库。该项目农副产品交易功能区入驻
商户1600多家，农副产品年度交易量超过80万吨，年度
交易总额超过50亿元，市场覆盖周边十几个县市区，为
超过2000万百姓提供安全农产品来源保障，成为了川中
地区名副其实的农产品仓储集散中心，在四川乃至西南
地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证明了四川纵横具备
服务成渝地区乃至中国整个西部地区百姓的潜力。

20000
用于市场升级改造为现代
农批市场，重点打造“遂
宁鲜”品牌。

康定元，
1380826866
5

12 手册展示

遂宁市吉吉
三文渔教育
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商务服务
业

以青少年户外教育为切入点。开设青少年研学旅行、冬夏令营、户外童军课程
、亲子活动（亲子游）、以及国际领先的营地教育”等课程。每年服务上万名
学员，同时顺应中国教育改革方向，引领中国户外营地教育浪潮，为推行素质
教育奠定根基，培养综合能力的佼佼者，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营地遍布全国、课程内容丰富新颖、专业团队保驾护航
、多年零事故发生、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师生比例高于
同行2-5倍、提供最前沿的营地课程、转介绍、老生回购
率高达90%。

50 用于扩充团队
李民，
1771572222
7

13 手册展示
遂宁市大时
代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
业

公司成立于2016年06月，位于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西部铁路物流园对外贸易物
资集散区（海关监管区）5楼；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会议及展
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组织群众文化交流活动。会议中心
7377.53平方米，综合展馆与数字物流博物馆建筑面积18443平方米，总投资
25000万元。

可对接市内外会展需求，提供专业化的会展服务。 14000 用于会展中心建设。
黄剑波，
1518253338
8

14 手册展示
遂宁健坤燎
申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
业

成立于2012年9月14日，注册资金100万元，是上海车配龙国际汽配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遂宁车配龙汽车百货国际广场项目的招商
运营工作。遂宁车配龙汽车百货国际广场位于四川省遂宁市中国西部现代物流
港健坤商贸城内，占地约170亩，建筑面积约150000平方米，燎申集团投资10
亿元开发建设，2013年建成并投入运营。遂宁车配龙汽车百货国际广场是集汽
车用品百货、汽车配件、汽车快保快修、新旧汽车展示交易、酒店、商务办公
等多种商业商务功能的汽车后市场服务城市综合体。

四川遂宁车配龙汽车百货国际广场交通便捷，扼守遂宁
市最发达、最密集交通网络中心点，玫瑰大道（318国
道）、城市B干道（城市中环线）、健坤大道、遂渝高速
等交通大动脉贯穿其中，遂宁商务客运站、遂宁南高铁
站、遂宁机场等城市交通枢纽近在咫尺，拥有四通八达
立体交通网，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首席一站式汽车百货交
易集散中心。

1000
用于汽配经营，招商以及
场地租金。

张威人，
1800825988
6

15 手册展示
四川通运科
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成立于2015年2月10日，注册资金1000万，是一家卡车资源物流电商整合公司
。通运卡车是通运科技旗下致力打造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于一体的整车综
合物流服务交易平台。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改造传统行业，实现物流服务OTO
模式。货主可以通过通运卡车APP下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
车，司机通过通运接单助手APP快速找到适合自己拉的
货，节省双方因为中间环节过多而产生的时间与人财物
成本。

1000
物流运输公司流动资金垫
付。

贾西贝，
18081284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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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手册展示
珈乐网络科
技工作室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通过创新性的模式，科技化的手段致力于帮助企业的产品，动作能够落地，推
广、销售、普及的全新O2O式地面推广服务商。地推发展到目前，在全国已经
拥有三家分店，近300个团队，线上网站实名用户已达500余人。

作为一家科技型地面推广服务商，我们目前已经独家研
发了“基于业务场景的用户多维度分析系统”、“多种
渠道智能分析评级系统”等软件（程序），致力于为商
家提供更好的推广效果。

150 用于业务推广。
曾俊桀，
1898125053
3

17 手册展示
四川特营康
食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
务业

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高科技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

其产品是根据不同疾病对各种营养素不同的特殊需求进
行配制加工而成，并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使用。为完全或部份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或代谢紊
乱人群提供每天的营养需要。

300
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投入
研发。

秦勇军，
1870289711
8

18 手册展示
遂宁尊上未
来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
务业

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注册资本8800万元人民币。专注新能源汽车产业城
市运营商孵化，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以县城为单位的城市运营商，提供多
品牌多品类的新能源汽车，建成新能源汽车超市。为当地车主提供多元化的用
车服务。如，商用车，乘用车，特种车，购买，租赁，以租代购等。支持运营
商在当地县城建成1-3座超级充电站，打包汽车销售和充电服务，解决充电站
建成使用率不足的现状问题。各运营商形成联动，解决车主城际出行的担忧的
同时提升区域品牌效应。

集各主机厂，金融公司，充电桩运营企业等产业资源建
设以城市运营商主体的生态经济产业链，形成资源网—
销售网—充电网—车联网，四网合一的一个新能源汽车
产业大数据平台，服务个人用车，单位用车，城市发展
。用人人共享、多城联动的发展理念打造城市智慧新能
源交通体系。目前，已有20个城市运营商，月销售车辆
100辆左右。年底完成100个城市运营商100-300个超级充
电站。

800
用于投入研发、扩大生产
、公司运营。

石红梅，
1858289578
7

19 手册展示
四川欣茂发
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电子设备
制造业

从事生产及销售芯片、封装测试专业电子公司，我司有整流、开关管、肖特基
、场效应管、稳压管系列产品,拥有员工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20人，技术力
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检测手段完善，所有产品年产量逾3600KK。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第一年产值不低于2亿元，在物流港
年入库税收不低于400万元。第二年产值不低于3亿元，
在物流港年入库税不低于600万元。第三年及以后年产值
不低于4亿元。

2000
用于更新购买全自动设
备，扩大生产力。

聂彩彬，
1388250100
1

20 手册展示

四川安东油
气工程技术
服务有限公
司

专业技术
服务业

成立于2009年7月，注册资金4亿元人民币，办公地点位于四川省遂宁市中国西
部现代物流港，属遂宁市政府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四川安东油气公司主要业务
是为国内外各油田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技术的生产技术服务，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井下作业解决方案。2012年经公司研究决定，成立其全资子公司四川安东通
盛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将钻井业务及相应的钻井队及钻井工程施工作业装备设
施、技术人才队伍和市场划归其经营和管理。四川通盛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具有
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独自承担钻井相关业务

为国内外各油田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技术的生产技术服
务，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井下作业解决方案，服务项目包
括已经建成的连续油管服务、气密封检测服务、径向水
射流服务和压裂泵送服务等。公司拥有技术专家29名、
中高级技术人员330余名；在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西南油气田、中亚、中东及南美建成基地化服务能
力；储备各类钻工具租赁资源8万余支；拥有管螺纹数控
车床15台套、管螺纹普通车床30台套；移动模块化修理
系统和耐磨带敷焊设备具有国家专利。

20000-
30000

扩大业务范围、采购设备
等。

常荣川，
1808128412
8

21 手册展示
遂宁市兴洲
置业有限公
司

房地产业

公司位于遂宁市船山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内，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现有
员工73人，内设综合部、工程部、销售部、招商运营部、经营部、财务部、物
业公司。 2015—2018年，公司集中开发遂宁西部现代物流港内“遂宁•义乌商
业广场”项目。

遂宁义乌商业广场项目分三期开发，一期市场部分于
2016年1月动工，2017年12月完成市场全面建设，目前正
在进行一期市场投入使用的准备和调试工作，市场即将
开街运营。项目一期主要以日用百货、家居建材、餐饮
娱乐、教育培训为主。项目二期为A1、A2两幢17层主楼
工程。其中1-3层为商业，以餐饮娱乐、大型超市为主；
4层以上为写字楼。第三期为预留地，待开发阶段。

4000
用于义务商业广场一期市
场运营。

李鑫，
132817800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