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境外投资企业名单（截止2018年12月）
序号 国内投资主体名称 境外企业名称

所在国
（地区）

镇区

1 广东泰文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泰文实业(老挝)有限公司 老挝 大涌镇

2 广东美尼亚科技有限公司 卡美拉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 东凤镇

3 广东天乙集团有限公司 天乙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 东凤镇

4 铁将军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铁将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香港 东凤镇

5 广东惠邦物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惠邦油田技术服务（马来西亚）有限公
司

马来西亚 东区

6 广东尚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刷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7 广东尚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尚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8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有限公司 佳美测量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9 广东杨氏南北鲜果有限公司 全农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10 广东中南跨境商贸服务中心 中南展贸中心 南非 东区

11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
司

智园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12
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
司

孵化风险研究院有限公司 英国 东区

13
中山海丝路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

中尼海丝路名品汇展销中心自贸区公司 尼日利亚 东区

14 中山鸿道投资有限公司 志和伟创（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15
中山岐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华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澳门 东区

16 中山市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17 中山市华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和旺包装印刷厂 尼日利亚 东区

18 中山市华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和信食品饮料厂 尼日利亚 东区

19 中山市华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尼包装工业园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 东区

20 中山市华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大华纸业（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 东区

21 中山市联润投资有限公司 小霸王文化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22 中山市耐特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耐特森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 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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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山市易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香港互联网品牌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24 中山市盈利丰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益升管理有限公司 英属维尔京群岛 东区

25 中山市卓梅尼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虏克有限公司 德国 东区

26 中山益泰利华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益泰利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27 中山长江高尔夫球场 中山长江高尔夫球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东区

28
中以（中山）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

奥比斯制药公司 以色列 东区

29 广东富美达办公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富美达集团北美公司 美国 东升镇

30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瑞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东升镇

31 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 盛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澳门 东升镇

32 中山市奥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CMD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 东升镇

33 中山市三和沙石土方工程有限公司 和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东升镇

34 意达化学品（中山）有限公司 意达化学品亚洲有限公司 香港 阜沙镇

35 中山东菱威力电器有限公司 福进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阜沙镇

36 中山市乐佳宠物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逸佳有限公司 美国 阜沙镇

37 广东嘉豪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华人厨艺名人俱乐部有限公司 香港 港口镇

38 松电汽车用品(中山)有限公司 菲律宾松电有限公司 菲律宾 港口镇

39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 美盈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港口镇

40 中山市星晨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星晨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港口镇

41 中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云通（香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港口镇

42 中山市阿鲁米尼照明有限公司 香港LCZ集团照明有限公司 香港 古镇

43 中山市华迅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NOVA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越南 古镇

44 中山市美灯城灯饰有限公司 越南文联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 古镇

45 中山市山木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山木显示（拉丁美洲）有限公司 英属维尔京群岛 古镇

46
广东奥科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AKT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 横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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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广东奥科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山奥科特照明设备有限公司迪拜子公
司

阿联酋 横栏镇

48
广东奥科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奥科特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孟加拉国 横栏镇

49
广东奥科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奥科特照明有限公司 美国 横栏镇

50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乐美达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横栏镇

51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台湾乐美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台湾 横栏镇

52 中山华威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领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横栏镇

53 中山市金中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金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横栏镇

54 中山市晶元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晶元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横栏镇

55 中山市晶元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金仕凯科技有限公司 阿联酋 横栏镇

56 中山市立藤照明有限公司 印度尼西亚罗宾立藤有限公司 印尼 横栏镇

57 中山市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宏源国际发展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横栏镇

58 中山市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美国Ruga集团公司 美国 横栏镇

59 中山市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阿克苏生物制药公司 美国 横栏镇

60 中山市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美国有限
公司

美国 横栏镇

61 中山市爱美泰电器有限公司 ES节能控股有限公司 瑞典 黄圃镇

62
广东海博威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海博威视（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63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乐心健康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64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创源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65 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乐心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 火炬区

66 广东欧亚包装有限公司 香港欧亚行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67 广东硕泉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澳门新硕泉园林一人有限公司 澳门 火炬区

68 广东泰安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金泰安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69 广东天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铂金承包公司 卡塔尔 火炬区

70 广东天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富国际（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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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通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72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普瑞迈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芬兰 火炬区

73 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 香港星昊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74 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 美国星昊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75 广东英得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酷冷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76 广东永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永怡集团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77 广新海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远发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78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明阳能源投资（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79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明阳风电欧洲研发中心 丹麦 火炬区

80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明阳风电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81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明阳新能源(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82 中安瑞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安瑞宝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83
中山贝森医疗产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徐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84 中山港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85 中山国安火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优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86 中山华利企业有限公司 宏太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87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康方生物医药（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88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康方生物医药（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火炬区

89 中山联合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聯合光電(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90 中山罗格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罗格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阿联酋 火炬区

91 中山瑞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山瑞科新能源（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92 中山市奥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奥博（越南）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越南 火炬区

93 中山市华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丰泰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94 中山市辉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澳门中航卫星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澳门 火炬区

- 7 -



序号 国内投资主体名称 境外企业名称
所在国

（地区）
镇区

95
中山市南方新元食品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美国维金生物科技公司 美国 火炬区

96
中山市南方新元食品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美国新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火炬区

97 中山市天键电声有限公司 天键电声（马来西亚）公司 马来西亚 火炬区

98 中山市兴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兴杰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99 中山市中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拓展（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100 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智药业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101 中山新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盛科技有限公司 加拿大 火炬区

102 中山新特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珮祺家居用品及照明有限公司 加拿大 火炬区

103 中山中荣纸类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中荣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火炬区

104 中山众鑫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香港鑫兴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民众镇

105 莎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理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南朗镇

106 莎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莎丽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南朗镇

107 中山昌辉针织有限公司 昌生出入口有限公司 澳门 南朗镇

108 中山市宏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宏盛（越南）有限公司 越南 南朗镇

109 广东海粤集团有限公司 霓虹光通信株式会社 韩国 南区

110 广东理丹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丹（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南区

111 中山奥美森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奥美森实业（OMS)-(泰国）有限公司 泰国 南区

112
中山市明丰环境科学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

柬埔寨国美集团有限公司 柬埔寨 南区

113 中山市南区富顺发泡胶厂 李杨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 南区

114 TCL空调器（中山）有限公司 TCL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 南头镇

115 广东阿诗丹顿电气有限公司 阿诗丹顿意大利办事处 意大利 南头镇

116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 奥马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 南头镇

117 广东雪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完美（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南头镇

118 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长虹美国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 南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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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长虹瑞科股份有限公司 意大利 南头镇

120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诺斯贝尔(亚洲)有限公司 香港 南头镇

121 中山市联昌喷雾泵有限公司 联昌喷雾泵（泰国）有限公司 泰国 南头镇

122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长虹Ruba贸易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 南头镇

123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长虹RUBA电器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 南头镇

124 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印尼长虹美菱电器有限公司 印尼 南头镇

125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顿（香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三角镇

126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皆耀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三角镇

127 中山市诚美涂料有限公司 诚美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三角镇

128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金胜（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三乡镇

129 中山尚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洋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香港 三乡镇

130 中山市大齐电子有限公司 瑞歌株式会社 日本 三乡镇

131 中山市雅建房产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雅建房地产发展（澳门）有限公
司

澳门 三乡镇

132 华南再生资源（中山）有限公司 华南再生资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沙溪镇

133 广东草根民墅房屋制造有限公司 草根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 神湾镇

134 中山微视显示器有限公司 微视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神湾镇

135 广东华捷钢管实业有限公司 富荣工程有限公司 澳门 石岐区

136 广东华捷钢管实业有限公司 华捷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137
广东省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

香港百利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138 广东世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世宇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139 广东中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班牙玛依哇橄榄油集团 西班牙 石岐区

140 广东中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彼特斯橄榄油集团 西班牙 石岐区

141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142
中山市大信新都汇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

大信新都汇（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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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中山市大信置业有限公司 大信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144 中山市富诚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 石岐区

145 中山市宏博贸易有限公司 肯凡思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 石岐区

146 中山市朗诚贸易有限公司 华龙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 石岐区

147 中山市龙族东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龙家族金银根顾问有限公司 澳门 石岐区

148 中山市齐昌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和兴工业有限公司 尼日利亚 石岐区

149 中山市亿林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非洲亿林木材加工厂 尼日利亚 石岐区

150
进成（广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香港鼎铖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 坦洲镇

151 威华鞋业（中山）有限公司 缅甸威腾鞋业有限公司 缅甸 坦洲镇

152 中山奥凯华泰电子有限公司 奥声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坦洲镇

153 中山奥凯华泰电子有限公司 华泰电声有限公司 香港 坦洲镇

154 中山进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进成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 坦洲镇

155 中山市技新精密注塑有限公司 远创（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坦洲镇

156 中山天贸电池有限公司 天贸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坦洲镇

157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思锐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 五桂山

158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思锐光学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 五桂山

159 中山市力泰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力泰电子(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五桂山

160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日丰电缆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61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电机（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6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电机（德国）有限公司 德国 西区

16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氢能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 西区

16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电机（越南）贸易有限公司 越南 西区

165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电机（海防）有限公司 越南 西区

166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巴拉德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加拿大 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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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电机（巴地头顿）有限公司 越南 西区

168 中山铨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天富星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69 中山铨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铨欣照明电器（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 西区

170 中山市福瑞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福瑞卫浴有限公司 德国 西区

171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 豁朗灯饰有限公司 意大利 西区

172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 豁朗照明英国有限公司 英国 西区

173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 琪朗灯饰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74 中山市琪朗灯饰厂有限公司 琪朗美国公司 美国 西区

175 中山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环球（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76 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中顺国际纸业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77 中山永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永恒工业有限公司 香港 西区

178 广东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亚阁家具公司 美国 小榄镇

179 广东诺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诺丝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0 广东天龙印刷有限公司 威尼顿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柬埔寨 小榄镇

181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2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木林森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3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价值照明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 小榄镇

184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超时代光源（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5 中山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谊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6 中山钧浩金属有限公司 耀贤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7 中山科朗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科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8 中山科勤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瑞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89 中山市广恒合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恒合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90 中山市广勤贸易有限公司 中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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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中山市环能缪特斯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

香港缪特斯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92 中山市励盟铝塑复合包装有限公司 印尼励盟励诺有限公司 印尼 小榄镇

193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欧派克欧洲有限公司 德国 小榄镇

194 中山市同业纺织制线实业有限公司 同业（中国）有限公司 越南 小榄镇

195 中山市小榄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向明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96 中山市小榄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向明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97 中山市小榄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百得船务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98
中山市小榄镇城建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瑞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199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香港长盛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200 中山市小榄镇先奇电子有限公司 先奇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 小榄镇

201 中山向荣脚轮制造有限公司 台湾向荣脚轮实业有限公司 台湾 小榄镇

202 中山仲冠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仲冠全球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203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贝尔高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204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棕榈控股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205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汇锋（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206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小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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