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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 签约项目 所属行业 

江苏 扬子江药业集团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吉林 吉林敖东药业成品自动化立体库 医药工业 
北京 双鹤药业工业园生产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广州 广州中药一厂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青岛华仁药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河南 安阳大洲药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鲁安药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华鲁制药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绿叶制药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四川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都立体库 医药工业 
河北 华北制药新制剂项目—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青岛华仁药业有限公司三期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江苏 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综合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华仁太医药业有限公司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安徽 黑龙江珍宝药业亳州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江苏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河北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总部搬迁自动化立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码垛及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广西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成品自动码垛及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西 银湖制药成品自动码垛及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四川 青山利康药业成品自动码垛及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北京 北京同仁堂中药加工基地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齐鲁制药万和高新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湖北 湖北华仁同济药业有限公司立体库物流设备 医药工业 
上海 上海信谊药厂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医药工业 
北京 嘉林药业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医药工业 
北京 北京泰德制药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 医药工业 
湖南 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广州 大参林医药海龙配送中心立体库项目 医药工业 
上海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江苏 济川药业 3 号液体楼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河北 石药欧意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工业 
山东 烟台东诚北方制药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潍坊盛泰药业立体仓储系统 医药工业 
山东 山东绿叶制药产业园二期自动化立体仓库 医药工业 
山东 齐鲁安替制药物流设备采购项目 医药工业 
河北 石家庄四药广祥制药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医药工业 
山东 齐鲁天和 2700 单元高架库集成设备采购项目 医药工业 
山东 齐鲁动物保健品 1#仓库集成系统 医药工业 
吉林 吉林敖东洮南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医药工业 
江苏 江阴天江智能立体仓库工程采购项目 医药工业 
山东 山东二叶制药自动化立体库 医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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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辽宁上药（上海实业医药）好护士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工业 
…… ……  
北京 双鹤药业股份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上海 国药控股上海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新疆 新疆新特药民族药公司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天津 国药控股天津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广东 国药控股广州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辽宁 国药控股沈阳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湖南 国药控股湖南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湖北 国药控股湖北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安徽 国药控股安徽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北京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黑龙江 哈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吉林 吉林融宇医药物流中心 医药商业 
新疆 国药控股新疆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天津 国药控股天津二期物流中心 医药商业 
广西 国药控股南宁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河南 国药控股河南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深圳 深圳一致药业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四川 四川省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湖南 湖南益丰大药房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河北石 石药集团中诚医药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山东 山东瑞康医药（济南）药品现代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陕西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医药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山东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浙江 浙江永升医药物流现代医药物流中心物流系统 医药商业 
北京 综保区（北京）国际医药分拨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广东 国药控股佛山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北京 科园信海普洛斯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山东 山东瑞康医药（烟台）药品现代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山东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菏泽公司物流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广东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北京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山东 华润济宁医药有限公司物流中心 医药商业 
浙江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自动化物流中心工程项目 医药商业 
北京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医药医疗器械分拣中心 医药商业 
吉林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物流中心 医药商业 
广西 广西太华医药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上海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物流中心二期项目 医药商业 
山东 山东诺吉雅力医药公司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 医药商业 
青海 青海华源医药现代物流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山东 罗欣医药现代物流中心工程项目 医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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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华润潍坊远东医药输送线项目 医药商业 
山东 青岛德新康医药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医药商业 
陕西 西北现代医药物流中心二期项目 医药商业 
…… ……  
上海 上汽国际立体自动化仓库系统 汽车行业 
北京 北京奔驰汽车中央库房备件自动存取系统项目 汽车行业 
广西 柳州卓通汽车柳东工厂座椅智能立体库项目 汽车行业 
浙江 安达汽车配件全自动立体仓库系统项目 汽车行业 
内蒙古 包头市比亚迪矿用车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库 汽车行业 
吉林 长春一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二厂总装 1350 立体库项目 汽车行业 
…… ……  
江苏 sew-传动设备（苏州）自动化立体仓库 智能制造 
江苏 SEW—电机（苏州）有限公司铸件立体仓库 智能制造 
天津 SEW-工业减速机（天津）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智能制造 
浙江 公牛电器有限公司慈东生产中心自动化仓库项目 智能制造 
广州 美的磁控管新工厂物流系统总集成及相关服务项目 智能制造 
黑龙江 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智能化仓储系统 智能制造 
江苏 SEW 电机(苏州)有限公司三期厂房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智能制造 
福建 宏发电力电器有限公司海沧厂房智能物流系统项目 智能制造 
浙江 杰牌传动智能工厂智能仓储物流系统项目 智能制造 
福建 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立体仓库项目 智能制造 
浙江 嘉乐电器有限公司新工厂物流系统项目 智能制造 
江苏山 三一大挖公司单台套无人配送设备 智能制造 
…… ……  
浙江 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服饰配送中心 鞋服行业 
上海 森马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鞋服行业 
北京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 鞋服行业 
浙江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 鞋服行业 
湖北 李宁（荆门）物流园物流设备系统集成项目 鞋服行业 
福建 福建柒牌集团柒牌时尚中华产业园区物流配送中心 鞋服行业 
浙江 浙江森马童装巴拉巴拉物流配送中心 鞋服行业 
江苏 拉夏贝尔太仓物流中心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 鞋服行业 
广东 红蜻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仓库输送线及控制系统 鞋服行业 
浙江 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新仓输送线及控制系统 鞋服行业 
浙江 报喜鸟服饰特销仓库物流设备集成项目 鞋服行业 
四川 红蜻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仓库输送线及控制系统 鞋服行业 
浙江 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瓯北电商仓库输送线及控制系统 鞋服行业 
…… ……  
浙江 杭州华欣集团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纺织行业 
山东 孚日集团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物流系统总承包项目 纺织行业 
山东 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纺织行业 
山东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贸物流中心 纺织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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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外贸自动化立体仓库 纺织行业 
山东 滨州亚光家纺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纺织行业 
山东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智能仓库设备项目 纺织行业 
广东 广东天海花边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纺织行业 
…… ……  
武汉 蒙牛(武汉)乳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内蒙古 伊利集团液态奶乌兰察布新厂自动化立体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河北 定州伊利乳业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内蒙古 锡林浩特伊利乳品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立体库工程 快速消费品行业 
江苏 江苏洋河酒厂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重庆 重庆天友乳品二厂自动化立体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河北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自动化立体仓库工程 快速消费品行业 
江苏 江苏洋河酒厂二期成品自动化立体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江苏 江苏洋河酒厂三期成品自动码垛及自动化立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江苏 江苏洋河酒厂四期成品自动码垛及自动化立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河北 河北承德露露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 快速消费品行业 
吉林 恒大矿泉水集团长白山靖宇县水厂二期立体库项目 快速消费品行业 
广西 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升降及穿梭车码垛系统 快速消费品行业 
四川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建设项目 快速消费品行业 
安徽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 快速消费品行业 
江苏 江苏洋河酒厂泗阳二期成品码垛及自动化立体仓库 快速消费品行业 
…… ……  
江苏 昆山钞票纸厂自动化立体仓库 图书印刷 
陕西 西安印钞厂自动化立体仓库 图书印刷 
河南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自动化仓库 图书印刷 
河北 保定钞票纸厂改造项目 图书印刷 
北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发行部物流配送中心 图书印刷 
浙江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出版物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 图书印刷 
天津 天津东洋油墨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 图书印刷 
北京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自动化托盘立体仓库系统 图书印刷 
…… ……  
上海 上海地铁 2号线 6号线 8号线 11号线 12号线备件库 物资备件 
天津 SEW工业减速机有限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 物资备件 
苏州 SEW电机有限公司铸件立体仓库 物资备件 
苏州 SEW传动设备自动化立体仓库 物资备件 
上海 德力西电气工业园成品物流中心系统集成与设备项目 物资备件 
河北 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工程 物资备件 
北京 航天一院物流中心 175#工程 物资备件 
北京 华电玻璃钢生产用房项目自动化立体仓库 物资备件 
上海 东昌西泰克现代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自动化立库 物资备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