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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国际投资评级

AAA 国内投资评级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简称“远东宏信”）是一家横跨金融和产业的

综合集团，于 2011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3360.HK。公

司以“汇聚全球资源、助力中国产业”为使命，多年来引领行业发展，蝉

联《财富》中国 500 强、《福布斯》全球 2000 强。

远东宏信专注于中国基础产业，在城市公用、医疗健康、文化旅游、

工程建设、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民生消费、交通物流等领域，

提供融资租赁、商业保理、海外业务、基础设施投资、股权投资、普惠金

融、资产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开展设备运营、医院运营、健康养老、

教育等产业运营服务。

远东宏信总部位于香港，在上海和天津设立运营中心，全国近 30 个

核心城市设立办事处，多家下属机构布局广泛，形成辐射全国的服务网络，

员工超 2 万人。公司资产规模超 3000 亿元，服务客户超 2 万家，累计

向实体经济投放资金超万亿元。

FAR EAST HORIZON
远东宏信

500
《财富》中国 500 强企业

2,000
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

30
上海市纳税 30 强企业

03360.HK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公司介绍篇
COMPANY PROFIL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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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大运营基地 

299
299 服务保障网点

6
6 大产品线

97,000 

97,000 

97,000 服务客户

200 +
超百亿资产规模

HORIZO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宏信建发

公司介绍篇
COMPANY PROFILE01

上海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宏信建发”）是远东宏信

（03360.HK）旗下设立的设备综合运营服务商，以建设、施工类设

备及材料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功能、多方位、全周期的综合

服务，通过多产品线的布局，覆盖全国的运营网络及复合经营能力，

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宏信建发拥有新型支护系统、新型模架系统、高空作业平台及其

他设备，如道路设备、电力设备及叉车。资产总额超百亿元。面向市

政建设、房屋建设、交通建设、船舶海工、通用制造、绿色能源、仓

储物流、文化艺术、商业娱乐等建设领域，为客户提供设备运营综合

服务。

宏信建发总部位于天津，在上海嘉定、上海金山、天津武清、广

州南沙设有 4 大运营基地，并通过辐射全国的服务保障网点形成运营

服务网络。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等企业出海战略，宏

信建发稳步拓展海外业务布局，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全球竞争力。

公司自 2011 年成立至今已发展成为全球租赁公司 30 强（IRN100）

企业。宏信建发始终坚持“致力于成为值得信赖的设备运营服务商”

的愿景，引领行业发展，助动中国建设，共享和谐成长。 以上为部分客户，排名不分先后

合 作 客 户

10 11



2011 年

 上海宏信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2012 年

 天津宏信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成立

 获得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013 年

 上海宏金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2014 年

 获得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15 年

 广州宏途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16 年

 钢支撑轴力监控及智能补偿装备关键技术

   及应用项目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产品通过 CE 认证

2018 年

 荣获国际高空作业平台先锋奖

 宏信设备与宏金设备战略

   整合为宏信建发

2019 年

 荣登全球租赁公司 TOP100（IRN100）

   排行榜第 57 名

 荣登全球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企业 50 强

   （ACCESS 50）排行榜第 19 名

 被 IPAF 国际高空作业平台联盟授权为

   高空作业平台培训中心

 正式成立海外业务部，于新加坡建立海

   外业务运营总部

2020 年

 荣登全球租赁公司 TOP100 排行榜

 （IRN100）第 39 名

 获得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授予的 AA+ 

  主体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荣登全球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企业 50 强

 （ACCESS 50）排行榜第 6 名

2021 年

 荣晋升全球租赁公司 TOP100   

 （IRN100）排行榜第 24 名

 全球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企业 50 

   强（ACCESS 50）排名亚洲

   第 1、全球第 4 

2017 年

 被中建协授权为华东地区高空作业平台培训基地

 荣获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建筑机械租赁企业设备管

   理优秀单位

 钢支撑轴力智能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荣

   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DEVELOPMENT
发展历程

公司介绍篇
COMPANY PROFIL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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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始终引领行业发展。坚持“产、学、研”

结合，致力于不断创新产品与工艺，使解决方案更安全、更环保、更经济；

通过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运营体系，

让科技赋能业务，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

不断创新改进临时钢结构产品及施工工艺，业内首创绿色智慧基坑产

品系列及全装配式钢栈桥产品，以卓越技术践行绿色工程；模架系统产

品定制化设计，安全品质保障，满足不同建设项目的个性化需求。截至 

2022 年 3 月，宏信建发累计获得知识产权百余项。

EIM（Equipment Intelligent Management）设备智能管理系统，

2017 年正式上线应用，基于地理信息定位、总线与数据采集、无线通讯

等技术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包括设备智能调度、物流轨迹、保

养自动推送、巡点检自动推送、故障案例库查询、故障智能诊断、故障 /

预警分析、一键巡车、电子围栏、资产全状态追踪等功能。利用信息化减

少人工作业，线上线下融合，更好地实现资产管理降本增效，为客户创造

更多价值。

TECHNOLOGY & 
INNOVATION

科技创新

公司介绍篇
COMPANY PROFIL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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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全系列
设备运营服务

宏信建发

维修制造
维修保养
智能制造

设备租赁
国际品牌
全系列化 工程施工

专业分包
施工安装

代理销售
整机销售
高效服务

备件销售
备品备件
代理销售二手处置

价值评估
二手销售

宏信建发致力于构建以工程机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

的综合运营服务体系，依托强大的技术团队和管理体系，致力于为各

类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系列设备运营服务。

优于行业的品质要求，与客户合作共赢

BUSINESS
业务模式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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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业务模式

提供高空作业平台，道路工程设

备、叉车、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原

厂备品备件销售业务，通过自有电商

平台“宏信 e 商城”以及覆盖全国的

物流配送网络，打造“品质优良、交

易便捷、服务高效”的工程机械设备

行业备件营销服务体系。

备件销售

拥有完备的设备二手残值评估体

系，通过严格专业的保养及维修，为

客户提供优质、高性价比的二手工程

机械设备，并通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确保客户用机无忧。

二手处置

拥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质量体系以

及先进生产线，在生产工艺、研发能力、

专项专利、设备设施、检测手段等方

面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通过精益生

产管理，不断迭代逐步形成各类盘扣

支护体系及钢结构系列产品研发及生

产的综合优势；在逐步建立并完善生

产基地布局的同时，依托覆盖全国的

营销网络，建设高标准的设备维保服

务网点，形成规模优势；通过专业、

高效的维修团队，先进的专业维修设

备，为各类工程机械设备提供发动机、

液压系统的专业检测及深度维修，并

提供设备整机的中度及深度维修、翻

新服务。

维修制造

竭诚为各类客户提供全系列、多

规格、大机队的国际知名品牌工程机

械设备租赁，涵盖支护系统、模架系

统、高空作业平台、叉车、道路设备、

电力设备六大产品线。

设备租赁

拥有专业强、素质高的施工班组

及项目管理团队，充分利用自身资产

及人才优势，为建筑行业客户提供覆

盖基坑支护、主体结构施工、建筑安

装的一站式全工序解决方案；并且同

时具备道路工程、仓储物流运营设备

管理、临时应急电力保障等多个不同

行业的一站式工程管理服务能力。

工程施工

依托自身优质设备合作厂商资源

及大批量采购的成本优势，宏信建发

与德国 TEUPEN 、日本 AIRMAN 和

浙江鼎力等多家国内外知名设备品牌

签订新机代理销售业务，并通过提供

相应的技术培训等高性价比的增值服

务，解决客户对设备使用及管理的后

顾之忧。

代理销售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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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新型支护系统基于钢支撑、H 型钢、拉森桩、HC 支撑、PLC 工

法桩、HLC 工法桩、钢栈桥、施工平台、钢支架、钢支撑轴力伺服系统、支撑

轴力多点同步加载系统、基坑监测系统等产品，面向地铁、高架、隧道、综合管廊、

管沟、房建、河道、港口、厂房、桥梁、高铁等建设领域，为客户提供集施工、

租赁、设计、加工制造、仓储维修、资产托管于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

绿色智慧基坑  

6 大产品： 钢支撑、H 型钢、拉森桩、HC 支撑、PLC 工法桩、HLC 工法桩

3 大系统： 钢支撑轴力伺服系统、支撑轴力多点同步加载系统、基坑监测系统

桥梁施工装备

钢栈桥、钢挂篮

巢马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项目 Z5# 墩围堰

汕头市中山东路东延新津河大桥工程是汕头市重点项目， 大桥主桥 8# 和 9# 承

台位于新津河中，基坑支护平面尺寸不大，但数量多，施工速度快，桥梁承台位于软

土地区，基坑所选用的拉森钢板桩需要长桩，施工难度大，对施工的精度要求高。

解决方案

该项目采用 28m 长 820*14 钢管桩 +27m 长Ⅳ w 型拉森钢板桩 +3 道钢管支撑

支护形式，达到全钢基坑支护目标，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传统灌注桩 + 混凝

土支撑支护形式相比造价节约 25% 左右，工期节约 20% 左右，为项目造价节省约

500 万，并保证了项目关键节点按时完成。

项目案例

PRODUCTS / NEO-EXCAVATION 
SUPPORT SYSTEM 

产品线 / 新型支护系统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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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管道工程

管道（沟渠）

宿迁管道项目

郑州市渠南路快速通道 09 标项目

管廊

顺达路及呈祥路项目

泰州综合管廊项目

天津宝坻综合管廊项目

雄安综合管廊项目

余姚管廊深基坑项目

郑州管廊项目

水利水运

防洪治理

抚州市雨污管网改造项目

九江瑞马大道一标污水处理项目

港口码头

巢马高速项目

芝罘湾广场北侧岸线修建项目

供水（水厂）

黑龙江省北安市山口水库供水项目

细鳞水库项目

房屋建筑

工业

南昌恒信电子金钟项目

南通 AC19013 地块项目

汕头潮南印染综合治理中心项目

公共建筑

常熟艺体中心项目

杭州萧山机场项目

商业

福州鼎龙科技中心项目

景园创客大厦项目

昆明亿莱商业中心项目

住宅

嘉兴市中心城区“棚户区”大西门安置房项目

太原鹏城家园项目

浈阳东路南锦岸花园三期房建项目

铁道隧桥

公路高速

武大高速项目

襄阳老河口项目

轨道交通

莞佛城际铁路项目

绍兴轨道 1 号线项目

天津地铁项目

市政项目

海口文明东项目

太原市政北营北路下穿太原南站项目

铁路工程

莞佛城际铁路项目

京滨铁路项目

温州 S2 线项目

南通 AC19013 地块项目

绍兴轨道 1 号线项目

抚州市雨污管网改造项目常熟艺体中心项目 杭州萧山机场项目 景园创客大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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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新型模架系统主营 φ48、 φ60 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镀

锌钢管扣件式脚手架；为客户提供研发、生产、租赁、销售、工程及技

术咨询服务，面向市政工程、工业厂房、房建工程、交通工程等建设领域，

满足不同客户类型的个性化施工需求。

产品

φ48、 φ60 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

镀锌钢管扣件式脚手架

华为苏州总部

华为苏州总部项目地下 3 层，地上 5 层，单层建筑面积大，造型多变，

模架设计复杂，最大梁截面 1,000 X 2,000 mm，高支模区域多达 28 处，

高度从 8.2 米 -37 米不等。

解决方案

该项目内外架全部采用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宏信建发一共输出超过

30,000 吨项目所需模架材料。为了严格保证施工安全、施工质量以及项

目进度要求，技术团队经过多番论证，内架采用 φ60 的盘扣式脚手架，

主梁采用 LL185 铝梁及 LL150 铝梁，次龙骨采用 40 X 80 X 2.5 mm 方

钢管，从而使盘扣内架最大间距 2,100x2,100mm；在保证安全前提下，

节约了成本，更节约了工期。

项目案例

PRODUCTS /
NEO-FORMWORK 
SYSTEM

产品线 / 新型模架系统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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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南京牛首山上海新发展

项目案例

市政工程
 苏州体育中心

 南通大剧院

 启东文体中心

 南通兴东机场航站区

 商京牛首山大穹顶

 溧阳水电站

 上海国展中心

 上海世博园

 上海嘉定行政服务中心

 崇明体育训练基地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世博绿谷

 上海国际航空服务中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船船交通中心

 厦门大学访客中心改造

 杭州奥体中心

 温州奥林匹克

 萧山北辰奥园

 诸暨剧院

工业厂房
 无锡海力士

 南京菜鸟网络

 张家港康得新电子厂房

 南京中兴厂房

 商京华为厂房

 无锡海力士二期洁净室扩建

 无锡海辰新建 8 英寸厂房

 苏州京东方

 三星吉培厂房

 合肥京东方

 滁州惠科厂房

 合肥维信诺 1 号厂房

 合肥长鑫厂房

 上海松江科大智能制造

 上海洋山贸易便利化集成营运基地

 上海竹园污水厂

 上海宝钢矿石料场封闭改造

 上海中芯国际厂房

 成都京东方

 上海徐工集团临港奉贤厂房

交通工程
 盐城市青年路高架

 常州今创轨道交通装备

 苏州领袖天地

 淮安东站

 扬州城市南部快速通道

 徐州逗宾高架 S1 标段

 徐州地铁站

 州昌赣客专 cgf-5 标

 江西瑞九高铁

 阜阳新建商合铁路

 芜湖二桥

 上海四川北路

 上海地铁 18 号线

 上海虹桥高架

 福建省厦门市地铁

 杭州地铁六号线双浦车辆段

 温州市瓯江大桥北段二标

房建工程
 苏州湾水街东区

 无锡万达

 苏州湾水街西区

 南京仙林万达茂

 苏州金鹰广场

 南京国玺台

 浦口医疗城

 苏州苏地 18 号

 无锡太平洋

 南京大拇指

 南通万达

 昆山金鹰广场

 无锡中洲崇安府

 苏州吴江蓝光天悦城

 南京中粮

 南京南部新城医疗中心

 苏州体育训练基地御景园

 苏州农商行

 南昌万达

 上海新华联

 上海迪士尼 ( 精品购物村 )

 上海建邦华庭

 上海平凉街 18 街坊

 上海远东宏信广场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PRODUCTS /
NEO-FORMWORK 
SYSTEM

产品线 / 新型模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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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高空作业平台，产品线覆盖高空作业车、 微型蜘蛛吊、

叉装车、玻璃吸盘车等设备，与徐工消防、中联重科、浙江鼎力、山东

临工、美国 Genie、JLG、德国 TEUPEN 和日本 AIRMAN 等国内外

一线品牌形成战略合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及物联网技术，结合服务

保障网点、数字化运营体系等运营方法，逐步形成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面向厂房建设、市政建设、商业地产、农业建筑、文化娱乐、展会运营、

船舶石化、电力系统等领域的建设安装及后期维护，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高空作业平台施工解决方案。

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58.4 万平方米，地上 11 层，

含体育场 1 座、甲级体育馆 1 座、甲级游泳馆 1 座，是河南省单体建筑面

积最大的公建项目，达到国际标准体育设施要求，具备承办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及国际单项重要赛事的条件。

解决方案

该项目具有建筑结构复杂，工期紧，设备短时间内需求量大，部分施

工区域地面存在承重问题、部分特殊设备需要长距离调拨等问题。宏信建

发累计进场 270 台各类不同型号的高空作业设备用于临建、土建、钢结构

幕墙以及机电设备的安装施工，解决了设备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的问题；并

凭借多年项目用车经验，为该项目量身定制施工方案，解决了部分施工区

域地面承重问题；通过专业的服务团队及本地维修服务优势，全面保障项

目用车安全及维保服务。

项目案例

PRODUCTS / 
AERIAL WORK 
PLATFORMS

产品线 / 高空作业平台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产品

高空作业车：剪刀车、直臂车、曲臂车、蜘蛛车、桅杆车微型蜘蛛吊

叉装车

玻璃吸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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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铁西华晨宝马三工厂西安比亚迪

项目案例

大连恒隆广场

鄂州机场

工业厂房 
 可口可乐（昆明）

 云南白药

 合肥蓝科玻璃基板

 苏州长城华冠前途汽车

 拉夏贝尔厂房

 玫琳凯物流仓库

 万国食品包装

 蚌埠卷烟厂易地搬迁

 余姚吉润汽车

 LG 化学工厂

 金驰能源车

 中国电科电子科技园

 乌兰察布苹果数据中心

 赣州余江区外立面改造

 重庆 oppo 生态产业园

 广州 LG

 捷捷半导体

 杨森制药

 合肥京东方 B9 项目

 宁河一汽大众

 南京台积电项目

市政建设 
 天安门广场景观工程

 广州市天河区中信广场

 江苏大剧院

 杭海城际铁路

 江夏大花山户外活动中心

 鲁南高铁莒南北站

 鲁南高铁临沂北站

 淮安食品博览中心

 深圳地铁茜坑站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淮安高铁站

 蚌埠体育中心

 柳州柳东文化广场

 日照科技馆

 鲁南高铁厉家寨北站

 成都凤凰山公园音乐馆

 哈尔滨太平机场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及口岸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浦东机场卫星厅

 北京大兴机场

文化旅游
 厦门华润万象城

 青岛海上嘉年华

 珠海华发新城

 广州长隆水上乐园

 青岛万达茂

 上海迪士尼

 北京环球影城 2 标工程

 国际菁蓉创新中心（清水房）

 青岛东方影视产业园

 青岛啤酒节

 南京《大报恩寺》拍摄

 南京国际马拉松

 南京《最强大脑》拍摄

 珠海长隆海洋馆

 镇江文化旅游

 大山包景区道路改造工程

展览展会
 北京国家体育馆

 郑州奥体中心

 天津奥体中心

 珠海十字门会展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

 杨凌国际会展中心 D 馆

 驻马店农产品展示交易中心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青岛红岛会展中心

 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长春机械展览中心

 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

 九江领克 4S 店展会

海工船厂
 常熟市第二渔船厂

 江南长兴重工船厂

 陆家嘴上海船厂

 中航威海船厂有限公司造船

 格林气垫船厂仓库维护

 青岛海工钻井平台

 青岛中集来福士

 太重滨海机械

 ……

PRODUCTS / 
AERIAL WORK 
PLATFORMS

产品线 / 高空作业平台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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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道路工程，服务于各等级公路、市政道路、机场跑道、试车

场道等路面，为道路新建、扩建、白改黑、养护大修等施工服务；我们用

专业化的施工、精细化的管理、标准化的操作、量身定制的技术方案，用

心打造路面品质工程；为客户提供专业分包、劳务分包、铣刨清扫、设备

租赁等一站式的道路施工解决方案。

道路施工服务覆盖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河南、山东、

四川等省市；服务 2000 余家客户，承接 4000 余个工程项目，涵盖高速、

市政、国省道、机场及园区试车场道路面施工项目。

 

浙江绍兴越东路道路工程

越东路及南延段智慧快速路 PPP 项目建设范围：北起杭甬高速绍兴收

费站，南至二环南路以南，道路全长约 16.8km，分为 1、2 两个标段。宏信

建发承接的是越东路 2 标，该标段北起越东路凤林路交叉口北侧 K10+942，

南至涂山路，标段范围内道路全长约 7.5 公里，其中主线长约 7.0 公里，其它

地面接顺道路长约 0.5 公里；本标段总承包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

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宏信建发与总承包合作，承接范围是沥青砼面层摊铺

及透封粘层洒布施工，承接方式为专业分包（包工包料）。

解决方案

项目实际施工路段全长约 7.5 公里，施工路段结构：高架桥面和地面，

双向六车道快速路及地面人非车道。施工质量保障：施工前制定切实可行的施

工操作方案，确保路面施工质量达标；安全生产管理：根据总包方及我司的安

全要求，对整个施工班组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施工现场设立安全警示牌标

志等。施工机械配置：4 台摊铺机、6 台双钢轮压路机、5 台胶轮压路机、清

扫车 1 辆、稀浆封层车 1 辆、沥青洒布车 1 辆、水车 1 辆、30 辆混合料运输

车及其它施工辅助设备；主要人员配置：管理序列 2 人、操作序列 14 人，劳

务序列 17 人、测量 1 人、材料员 1 人等，保障项目施工顺利完成。

项目案例

PRODUCTS / ROAD 
EQUIPMENT

产品线 / 道路设备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产品

铣刨机、清扫机、摊铺机、压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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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案例

国省道

 武汉 G107 改扩建项目沥青摊铺工程项目

 台州 S325 椒黄线（K21+600~K26+900）段项目

 临海段 G351 修复工程项目

 郑州西南段国道 310 改建工程

 成都金简黄快速路北延段

 杭州 03 省道东复线高架南延工程

市政道路   
 广州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广州三沙公路（市南路至东涌大道段）市政化改造

   及周边环境提升工程

 绍兴柯桥区江滨大道 1 标项目

 绍兴越东路及南延段道路工程

 福州闽清金沙镇沃头到前坑段道路工程

 武汉天河机场一跑道大修暨新建联络道工程施工

 张家界武陵山大道路面工区项目

 武汉星芒路白改黑项目

 赣州于都县 2020 年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 EPC 总承包

 郑州中原路道路病害维修工程项目

 成都知行良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施工项目

 武汉新滩大道、金滩路沥青专业分包项目

 郑州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

 盐城高架路网三期青年路地面系统摊铺项目

 郑州东四环项目

 盐城响水不锈钢交易市场施工项目

 杭州镇海至萧山公路工程项目

PRODUCTS / ROAD 
EQUIPMENT

产品线 / 道路设备

重庆渝黔高速公路

成都金简黄快速路

杭州 03 省道东复线高架南延

310 郑州西南段

广州灵新大道改扩建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高速公路  

 赣州安定高速路面新建项目

 襄荆高速养护项目

 巴恩快速通道项目

 三门峡三淅高速路面一标项目

 广州大广高速路面 3 标项目

 福银高速公路等路段路面提升改造项目

 广明高速公路陈村至西樵段项目

 济源至阳城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莆炎高速三明段项目

 东莞至番禺高速公路

 沈海高速公路泉厦段路面维修工程

 泉厦高速公路路面提升工程项目

 四川巴中至万源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渝黔扩能高速公路路面工程项目

 枣潜高速公路六标项目

 重庆巴南至綦江高速公路路面工程项目

场道项目  

 斯里兰卡机场项目

 瓦努阿图跑道项目

 上海虹桥机场项目

 青岛流亭机场跑道项目

 南京机场跑道项目

 武汉天河机场跑道项目

 长沙黄花机场铣刨项目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项目

 广州白云机场跑道项目

 北京首都跑道项目

 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焦作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项目

 滁州定远德技汽车试验场项目

 滁州定远德技汽车试验场立模人工项目

 东海市博世试车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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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为客户提供德国永恒力、德国林德、日本力至优、

日本丰田、合力、杭叉等国内外一线知名品牌的电动叉车，产

品涵盖平衡重叉车（三支点及四支点）、搬运车、堆垛车、牵

引车、拣选车、座驾前移式叉车及电动三向叉车；提供设备租

赁、代理销售、维修维保、备件销售、货架租售等全方位服务；

面向汽车、零售、食品、制造、物流、冷链、快递电商等行业

的搬运、装卸、堆垛作业，解决客户设备使用、管理的后顾之忧。

PRODUCTS / 
FORKLIFT

产品线 / 叉车

设备：系列全、品牌大、车辆新、操控好、性能佳、故障少

维修：具备特种设备维修资质及进口叉车电路、电控维修能力

服务：全国维修网点，7*24 小时全天候报修，48 小时故障主动换车

优势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产品

平衡重叉车（三支点及四支点）、搬运车、堆垛车、牵引车、

拣选车、座驾前移式叉车、电动三向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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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会展中心搬运

 普洛斯宇航物流园搬运

 欧莱雅苏州普洛斯搬运

 白猫苏州仓储运输

 联合利华搬运

 郑州宜家仓库搬运

 广州 LG 搬运

 中外运飞利浦医疗搬运

 杭州万科仓储搬运

 重庆康宁搬运

 南京金佰利搬运

 嘉兴飞利浦搬运

 京东仓库搬运

 特雷克斯搬运

 苏州宏恒鑫仓储搬运

 上海闻熙物流西北物流园搬运

项目案例

 上海安宜达物流搬运

 苏州卡夫搬运

 昆山麦德龙搬运

 吉利汽车成都制造基地搬运

 深圳海格物流搬运

 贰仟家汽车新服务搬运

 广西翔海物流搬运

 施耐德电气货架安装搬运

 沈阳华晨宝马施工搬运

 三星显示器搬运

 上海闻熙物流公司搬运

 莹特菲勒化妆品（上海）搬运

 济南盖世物流中心仓库搬运

 震坤行全国仓储搬运

 荣庆物流华东区域仓储搬运

 芜湖三只松鼠仓储搬运

PRODUCTS / 
FORKLIFT

产品线 / 叉车

乔达物流

沈阳京东 中外运卡夫飞利浦金佰利北领无锡菜鸟仓储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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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英文名称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简称 CIIE）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包括展会和论坛两个部分，展会即国家贸易投资综合

展和企业商业展，论坛即虹桥国际经贸论坛。

解决方案

为客户建立 14MW 临时电站，由 14 台 1250kVA 静音发电机组、汇

流柜、软芯电缆等组成，并提供了双层防爆储油罐、柴油机尾气处理装置等

其他辅助设备。

本项目使用的柴油发电机组是美国康明斯产品，标准 20 英尺集装箱外

型，电能质量好、噪声低、油耗低、排放污染小；所提供发电机组采用冗余配置，

多台机组并机运行。尾气处理装置采用英国贝斯特产品，具有远程监控和主

动再生功能，确保柴油发电机绿色环保运行。

宏信建发 15 天内完成了项目所需的设备调度、安装施工、系统调试。

中央及上海市委领导曾莅临考察临时电力系统施工调试，对我司工作予以肯

定，顺利通过消防、安监、中央警备等检查验收。临时电站在进博会期间成

功运行，顺利完成首界进博会的保电工作，并得到上海市经信委书面表扬。

项目案例

宏信建发电力设备，主要面向工厂建设、大型展会、广告活动、海洋工程、

城市建设、野外工程、矿藏开采等领域，提供国际知名品牌电力设备租赁，产品

包含发电机组、电缆、配电柜、负载箱、变压器、UPS、不间断电源等电力设备。

专业技术团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系统设计、设备运营管

理、设备维保及备件供应等高质量、一站式、多元化的电力设计解决方案及输配

电整体运营服务，持续保障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

负载测试 销售安装 二手设备 维修保养电力租赁

PRODUCTS / POWER 
EQUIPMENT

产品线 / 电力设备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产品

发电机组、电缆、配电柜、负载箱、变压器、UPS、不间断电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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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麦田音乐节电力保障

 北京微博之夜电力保障

 广州春节灯光节临电工程

 打捞局租赁项目电力保障

 广安国际美食文化节电力保障

 OPPO 音乐节电力保障

 DOTA 活动发电机租赁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式电力保障

项目案例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电力保障

 珠海航展电力保障服务

 天津奥林匹克中心水上中心电力保障

 国家会展中心车站应急电源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2018 年公祭日应急电源租赁

 武汉市军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电力保障

 广东省省运会电力保障

 海洋石油电力保障

广州省运会

北京车展 国际斗鱼直播节

丰田发布会 武汉军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 2021 年西安十四运赛事保电

PRODUCTS / POWER 
EQUIPMENT

产品线 / 电力设备

 新扬子船厂负载测试

 武汉地铁施工调试供电

 新乡市东部新区集中供热热网工程

 中国船舶电力应急供电

 武汉地铁施工调试

 新乡华电热水管网电预热工程

 武汉国际斗鱼节电力保障

 江南船厂发电机租赁

 外高桥船厂负载测试

 华电集团厦门用电

 种博会临时电力租赁

 华电集团厦门用电

 万潍热电管道电预热工程

 夏商冷库柴油发电机组

 武汉军运会场馆保电

 世界智能大会保电

 武汉汽摩大赛保电

 辉固地学电力租赁

 国家会展中心车展应急电源

 种子交易会临时用电

 海西重机负载测试

 上海杨浦发电机租赁

 海西重机电缆测试

 中海工业（江苏）有限公司

 柳州水上狂欢节临时电力保障

 宏信广场生活办公应急电源

 西安十四运赛事保电

 第十一届残运会接待酒店电力保障服务项目

 ……

业务产品篇
BUSINESS & PRODUCT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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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篇
SERVICES03

宏信建发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立了四大运营基地，并在全国重点区域进行集群式营

业网点布局，形成辐射全国的运营服务网络。

覆盖全国的业务运营网络

服务保障网点及业务团队遍布全国，全流程信息化管理，高效运营实现价值创造最大化。

覆盖全国的备件供应网络

上万种品类齐全的备件供应，随时待命、迅速响应，保障设备高效运转。

覆盖全国的物流运输网络

与全国各地A级物流服务单位合作，物流运输车、工程服务车高效调配，贴近客户，直达现场。

服务网络

专业服务，使命必达

快捷、高效、专业、一站式

以客户需求为指引，通过高效的设备运营能力和专业服务，帮助客

户提升生产效率，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服务响应

7×24

随时待命、迅速响应

小时电话报修服务

全天候、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第一时间解决客户问题，保障设备高效运行

定期对每台设备进行周期保养

提供标准化设备操作培训，确保设备操作无误

根据项目需求，安排专业服务人员驻场服务

定期保养、专业培训

品质保障，国内外知名品牌

随租随还，灵活适配避免设备闲置损失

放心选择、灵活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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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GUARANTEE

安全保障

 为客户提供 7×24 小时的安全响应服务，无论是设备运营、工程施工、

物流运输，均实行全方位的安全监控及完备的安全保障。作为安全管理的优

秀践行者， 宏信建发通过体系化的 HSE 管理，让安全理念深入到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员工心中。 

人员安全

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

合规的持证上岗作业

客户安全

贴心的安全指导服务

专业的技术方案支持

环境保护

秉承绿色发展理念

推广并应用环保施工工艺和产品

安全行动

自上而下的安全领导力

全员参与的班组安全建设

设备安全

质量经 ISO9001 认证

专业检维修团队确保安全可靠

安全理念

零事故，零伤害

安全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秉持着“做难而正确的事”的理念，通过不遗余力的投入和长期不懈的

坚持，在 HSE 领导力、风险管理、基层班组建设、项目安全信息化管理等方

面，宏信建发拥有独到的安全管理方法论和优秀的管理实操经验。在不定期

举行的对外安全培训、联合应急演练中将我们对安全管理的理解分享出来，

与此同时也赢得了良好的客户口碑。

全面符合适用的 HSE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创建并维护安全作业场所，避免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实现“零伤害作业”

将职业危害控制降低到最低程度，避免职业病发生

将环境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避免污染事件发生

HSE 安全管理目标

专业服务篇
SERVICE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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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BUSINESS

海外业务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宏信建发旨在打通设备资产流通渠道，

盘活境内外设备资产，提高设备利用效率，为央企海外公司及海外当地公司

提供围绕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服务。现阶段，公司已与印度、泰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缅甸、

中国香港等东南亚、中东、东非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业务范畴

包括新机及配件销售、二手设备贸易、设备租赁、采购服务等；同时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分步骤设立公司，逐步探索本土化经营，为下一步探索

海外投资与并购奠定基础。

专业服务篇
SERVICE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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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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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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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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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为先

艰苦
奋斗

合作
共赢

核心价值观 | 客户为先、艰苦奋斗、合作共赢

CULTURE
企业文化

 客户是我们经营的根源，一切工作都以客户为导向

 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服务，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为客户创造价值

 管理以满足客户需求、提高服务客户能力为最终目的

 不畏艰难困苦，用心服务客户

 始终保持创业心态和奋斗精神，不追求安逸享乐

 爱岗敬业，认真工作，面对困难绝不放弃

 保持工作激情，勇于创新，不断实现自我突破

 换位思考，相互理解，主动配合，成就彼此

 携手共进，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在平等共赢的基础上，与客户及外部合作方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助动中国建设，共享和谐成长

文化责任篇
CULTURE04

专业铸就信赖，合作创造价值 
 

客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我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精研技术，聚焦中国建设领域专业客户，努力提升客户满意度。

我们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奋斗不息，持续不断的自我突破，激流勇进。

我们引领未来，携手前行，共同成长，用精益服务创造价值，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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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责任型企业，宏信建发牢记“让客户的生产经营更安全、更高效”的使命，

从实际运营出发，将公司七大产品线业务特点与利益相关方诉求相结合，主动识别社

会责任关键议题，积极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诉求，以更优的机械设备、更

强的技术服务团队，助动中国城市建设向环保、高效、智能化升级。

助动城市建设升级

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宏信建发作为远东宏信的全资子公司，在社会责任与公

益方面，积极参与母公司远东宏信公益基金会在教育资助、扶贫济困、医疗援助、志

愿服务等领域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帮助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为改善民生和社

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 常年鼓励员工作为参与者和慈善捐赠者，为社区公益贡献力量。

利己达人  服务社会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

文化责任篇
CULTUR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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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建发

天津总部：
天津市自贸试验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
中心 2 号楼 5、6-610

 
上海嘉定基地：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汇旺路 1815 号 

上海金山基地：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鸿电路 88 号 

天津武清基地：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新平路 2 号   

广州南沙基地：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连盛路 2 号

www.hongxinjianfa.com

400 821 8001
24 小时服务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