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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行业同仁们，大家好：

全球光纤光缆产业大会与大家相约在黄浦江畔，繁华的金融中心——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在此，我们对于各位如约而至的新老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欢迎与祝福！

随着5G商用部署的推进，全球通信市场蓬勃发展，光纤光缆产业作为5G直接受益行业之

一，未来可期的市场需求将给光纤光缆企业、乃至光通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机

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来自中国、海外知名的电信运营商、全球光纤光缆光通信的领袖企

业，以及整个光纤光缆产业链的总裁级嘉宾、决策层领导，汇集近30场专业主题演讲，与参会

嘉宾共同分享光纤光缆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光纤光缆对5G发展的全面支撑、FTTH发展规划、海

光缆新技术、光通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等，深度解析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很高兴与亨通集团团队紧密合作共同举办这次精彩的国际行业盛会，感谢亨通集团对

此次大会所有的倾注付出与全力支持！十分感谢本次大会的赞助商、参展商、合作伙伴、APC

全体会员及各参会嘉宾的鼎力支持，你们的热情与支持促成了此次精彩的智慧盛宴！

最后，祝愿此次大会圆满召开，祝愿每一位参与者满载而归。

                                   毛谦 

                                 2019年APC全球光纤光缆大会主席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 

          亚太光通信委员会主任委员
       网络电信全媒体主编 

尊敬的各位参会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随着5G商用的全面开启，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与传统行业融合，催生各

种改变生产和生活的应用，赋能实体经济。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步伐，亨

通进一步加大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出了涵盖新一代通信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与此同时，也布局了包括量子保密通信、太赫兹、硅光芯片

等前沿性的技术。值此“2019年全球光纤光缆大会”开幕之际，亨通诚邀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协

同创新，拥抱高质量发展、万物互联新时代！

                              钱建林

      2019年APC全球光纤光缆大会执行主席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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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谦先生，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
师。常期从事数字通信及光纤通信设备、系统和光接
入网、光传送网络的研究、开发和科技管理以及光通
信标准化工作。担任过多项国家科技攻关、“863”、
“973”项目的负责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
师。曾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多项。主编和
编写著作20多本。在国内外会议、刊物上发表论文180
多篇。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和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

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亚太光
通信委员会主任、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中国通信学会常
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光通信专业委员会荣誉主
任。

 钱建林先生始终保持管理理念的先进性与创新性，
致力于亨通集团产业发展大布局，围绕通信、电力两
大产业集团布局光纤光网、电力电网、新能源材料与
汽车配套、海洋通信与能源运营、大数据与产业电
商、信息安全等新兴产业，并成功开拓运用产学研合
作模式、先进管理与技术输出合作模式、通信及清洁
能源运营模式，大力推动集团国际化大运营布局，拓
展全球市场。秉承技术领先的理念，培育物联网先进
传感技术、新一代通信网络技术，打造亨通未来发展
高端产业，占领行业制高点。集团在其领导下高速发
展，连续实现稳健、快速增长，2018年实现营收1019
亿元，跻身中国企业500强，全球光通信行业前三强。

 
毛谦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 
      亚太光通信委员会主任委员
       网络电信全媒体主编

 钱建林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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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君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红外物理学家、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褚君浩毕业于
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1981年和1984年先后
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硕士、博
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获得德国洪堡基
金，赴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物理系从事半导
体二维电子气研究。1985年加入九三学社；
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褚君浩长期从事红外光电子材料和器件
的研究，开展了用于红外探测器的窄禁带半
导体碲镉汞（HgCdTe）和铁电薄膜的材料物
理和器件研究。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何桂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副院长

 
    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兼中
国泰尔实验室执行主任。通信专业教授高
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委委员。中国互联网协会 副理事长兼 
副秘书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移动互联
网与终端技术工作委员会(TC11)主席 。
中国机载公众通信联盟理事长。中关村安
信网络身份认证产业联盟副理事长。中国
通信学会会士、测试技术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长期从事信息
通信领域，特别是在新技术发展、测试技
术、标准化、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研究。

林金桐 
北京邮电大学第六任校长
中国通信学会第三、四届
副理事长 
欧洲光通信年会（ECOC）
国际咨询委员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北京邮电大学光
通信硕士，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光电子学博
士。

从事光通信研究41年，已发表学术论
文550多篇，拥有专利24项。留英八年期
间，参与光纤放大器/激光器早期发明研
究，这项发明被公认为“通信技术的一场
革命”。曾获得过多次中国和英国的学术
奖项。曾14次出任国际学术会议主席。                                      
曾任北京邮电大学第六任校长、中国通信学
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现任欧洲光通信会
议（ECOC）国际咨询委员。

张成良
中国通信学会会士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
员会副主任

    现任中国电信科技创新部副总经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2005年获得英国Strathclyde
大学电信政策硕士。历任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
所传输室主任工程师、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技
术部主任、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2004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信息产业部
授予“信息产业创新先进工作者”称号。2013
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被人人
力资源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
称号。曾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
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3项等多项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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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军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设计院有线所所长

高军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线所所长，中国通
信学会会员。从事光通信传输网络咨询
和设计工作25年以上，曾主编多项光通
信方面的行业和国家标准。 

敖立 
信息通信研究院技
术与标准研究所所
长

高级工程师，北京邮电大学图像传输
与处理专业毕业，挪威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现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
与标准研究所所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副主
席兼接入网及家庭网络工作组组长，宽
带发展联盟副秘书长、光纤接入产业联
盟副秘书长，ITU-T SG15中国对口专家
组成员，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委
员，目前从事宽带网络、5G应用、三网
融合、接入网、智慧家庭领域的研究工
作。

张德江 
华为传送网产品线副总裁
光技术领域首席 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

张德江，华为公司光技术首席专家，1999
年入职华为，长期从事光传送产品核心竞争
力构建工作，现负责光传送领域技术创新与
竞争力规划。

阿联酋电信运营商 
ETISALAT高级副总裁

 1991年，在Etisalat开始工程师的职业
生涯，2005年，指派为苏丹的项目负责人，
后来成为Canar Telecom的首席技术官。2007
年，作为Etisalat Services Holding旗下的
GM/Tamdeed项目负责人回到阿联酋，领导一
家独立企业，为政府大型项目和房地产行业
提供室内和室外光纤网络解决方案。2010年
被任命为客户服务工程部高级副总裁，领导
阿联酋推出的FTTH中央工程部，并负责消费
者和业务部门的固定网络客户连接（接入网
络）和服务交付（服务履行和保证），使阿
联酋在过去四年的光纤入户渗透率达到世界
顶尖。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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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埃尔达肖里
埃及电信 

 
    穆罕默德埃尔达肖里利用他在电信行业
和供应商运营商关系方面16年的经验，目前
正在埃及电信领导全球项目和海底电缆开
发。他在埃及电信国际部门的职业生涯始于
2008年，担任国际和海底电缆项目的业务规
划经理，之后又担任非洲和黎凡特的销售和
业务开发主管，最后领导了产品和项目开发
团队。

Anastasia Andini 
Darwiyanti
印尼工业部

任职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工业部（2005
年至今），金属、机械、交通和电子工业总
局下设电子和信息通讯分部负责人。

Mauricio de Carvalho 
Massoni 巴西运营商

    毕业于巴西FAAP研究所，通信工程及工
商管理双学士学位。1999年参加工作，从
事通信领域相关工作已有20年时间，曾就
任于巴西Ericsson Telecomunicações光缆
互连，光网络服务等部门，目前时任巴西
Prime Telecomunicações CTO。

Tomislav Topic 
厄瓜多尔TELCONET
总经理

TELCONET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
TELCONET是厄瓜多尔最大的FTTX业务提供
商以及最大的长途光纤骨干网络以及海底
光缆的所有者。公司在连通性解决方案，
Internet，数据中心和托管服务方面已有22
年以上的历史。 凭借大覆盖度的稳定的光
纤基础设施平台，与其业务伙伴一起发展业
务，是一家致力于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以
及技术服务的公司。技术、财务资源，经验
和市场知识，再加上高素质的人才和高度的
服务精神，是拉美地区具有较高竞争力的电
信公司。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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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

2000－2001年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处秘书
2001－2010年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2007－2016年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2010－2016年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
2016年－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尹纪成 
亨通通信产业集团总裁

尹纪成，北京邮电大学EMBA在读硕士，
高级经济师，1992年进入亨通光电工作，现
任亨通通信产业集团总裁、江苏亨通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通信企协电缆光缆
专委会副主任。在通信行业内连续多年被评
为“中国信息产业年度新锐人物”、“中国
通信光纤光缆产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优秀人物奖”、“中国通信产业突出贡献
奖”、“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家”、“中
国光通信年度新锐人物”、“中国光通信年
度最佳职业经理人奖”、“2018光通信年度
风云人物”等多项行业殊荣。

蒋勤俭 
特发信息董事长

蒋勤俭先生，现任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审计师、注册会计师。历
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 部副
经理、经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总经理。

倪斌
上海诺基亚贝尔IP和
光传送部门网络方案
和SDN负责人

拥有超过20年的光网络从业经验，长期
负责上海诺基亚贝尔光网络的设计、产品
规划和投标支持等工作，对承载网络的发
展趋势有深刻的理解。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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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玮
富通集团CEO

肖玮先生1988年进入富通集团工作，现任
富通集团执 行董事、总裁。肖玮先生在企
业经营管理、市场运营管理 等方面，具有
深厚的积淀和丰富的经验。在任职期间，富 
通光纤、光缆产销量屡创新高，市场表现出
色；并在巩固 光通信主业的基础上，积极
拓展富通“第二主业”海洋工 程用缆和民
需产业电线项目市场。 

莫思铭
永鼎股份总经理

2018年3月 —至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2016年9月—2018年3月 江苏永鼎股份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13年9月—2016年8月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分管 技术、质量、市场  
2010年3月—2013年8月 北京永鼎致远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驰 
中天科技集团总裁

2004年，担任中天科技海缆公司总经理，
坚持研发投入，成功开 发我国第一根实用
性深海光缆，结束我国无深海光缆制造能力
的历史。  
    2010年，任中天光纤公司总经理，带领
中天光纤在短短几年内 规模翻番，销售收
入、利税等屡创历史新高。并着力推进“两
化融 合”，打造智能车间。 2012年，任中
天新能源产业链负责人，先后推动成立中天
光伏技 术、中天光伏材料、中天储能科技
等新能源企业，以产业链的模式进入新能源
领域。

Veronica Iliescu 
Cablescom 首席执行官

Cablescom是亨通集团旗下子公司，位于
西班牙，致力于光缆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Veronica女士毕业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是一名工业工程师，并获得了西班牙马德里
IESE商学院的管理硕士学位，在电信领域拥
有20多年的国际经验。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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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愈 
烽火通信线缆产出线光
纤产品线总监、高级工
程师

    1995年7月进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
1999年12月转入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任线缆产出线光纤产品线
总监、高级工程师，2012年1月到2013年12月任线
缆产出线副总裁、高级工程师，2014年1月至2019
年1月任线缆产出线总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19年2月至今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兼线缆产出线总裁。

高锋 
亚太光通信委员会秘书长
亚太光纤光缆产业协会秘书长
网络电信全媒体总经理

    资深媒体人，现任网络电信信息有限公司总

经理。加入网络电信信息有限公司（由香港专业
教育股份有限公司所控股）近二十年，专注于通
信、光通信及光纤光缆领域的信息研究。作为光
通信行业“风向标”之称的“全球/中国光通信/
光纤光缆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评选活动”的主要
负责人， 连续十三年全球发布“年度全球/中国
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评选”竞争力资料报
告，成为政府及各大运营商采购和企业自检的重
要依据。
    任职期间，带领网络电信“以行业的需求”
为核心，完成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模式“媒体平
台+数据研究+品牌推广”转型；并成功从“年度
全球/中国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评选”竞争
力研究又延伸到了线缆领域和海缆领域最具影响
力的竞争力研究。已经连续五年发布“年度中国
线缆/全球海缆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竞争力数据
报告。为行业创造价值，并积极影响了整个产业
链的健康发展。

许剑涛
助理副总裁
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

现任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负责
全球海底光缆市场的销售和管理工作。许剑涛在华
为海洋任职超过9年，对海缆行业的市场环境，客
户需求，技术演进，竞争分析有深刻的理解和洞
察。

2018年之前，许剑涛任职亚太区域总监兼市场
Marketing总监，负责华为海洋亚太区域的销售管
理工作，并承担公司市场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包括
行业展会，事件营销，媒体宣传，解决方案洞察与
产品研发牵引等。
2006年至2010年，许剑涛常驻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
国家，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区域电信服务销售
管理及总承包合同管理等工作。

大西正志（Onishi 
Masashi）
住友电气

1987年进入住友电工。一直以来在横滨研究

所从事海底用光纤等的高功能光纤、以及制造工

序的研究开发。1998年取得博士学位。2007年调

动到光通信事业部，现任企划部GM（2017年开

始）。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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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Alzorriz 
Cablescom 销售总监

Jesus Alzorriz先生是Cablescom的销售总
监。 他是一位电子工程师，在电信领域拥有丰富
的经验，在线缆制造以及电信网络的设计和安装
领域拥有超过30年经验。

Ansgar Meissner 
贺利氏

    Ansgar Meissner是贺利氏集团产品应用
组的 组长，其职位的责任在于针对贺利氏集
团产品和产品所需设备的技术问题上为全球客
户提供支持。自2017年以来，他一直在贺利氏
集团工作。在此之前，Meissner先生在弗劳恩
霍夫激光技术研究所工作了十年，担任光学和
激光物理领域的科学项目经理。他持有德国亚
琛工业大学物理专业文凭。

徐烨 
帝斯曼迪索特种化学有
限公司

徐烨女士于2012年加入帝斯曼公司，现任光纤
光缆材料部亚太区市场经理，负责帝斯曼光纤光
缆材料产品在亚太地区的市场战略、市场研究、
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等工作。徐烨女士在亚洲拥
有超过10年的专业B2B战略市场营销经验。在加入
帝斯曼之前，她曾任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的市场
研究和分析团队负责人。她于1998年加入阿尔卡
特朗讯，曾在市场营销管理、宽带接入产品技术
及业务开发等多个岗位任职。徐烨女士拥有计算
机软件及应用学士学位，并于2005年获得荷兰马
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MBA学位。 

陈皓 
康宁光通信中国高级光
纤产品管理经理

陈皓，2010年加入康宁公司，现任康宁光通信
中国区高级光纤产品管理经理，负责康宁新型光
通信产品的市场发展及应用开发。
陈皓先生一直专注于光通信领域的技术研究、市
场分析、产品规划等工作，组织和参与了多项新
型光纤的应用研究，测试以及标准制定工作。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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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
尔实验室基础产品与设
施部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ICT产业领域副主席，泰
尔系统实验室基础产品与设施部副主任，高级工程
师。主要从事信息通信基础产品和设施的测试技术
与产业研究及相关标准化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光纤
通信、量子通信、通信基础设施、智慧城市与物
联网基础设施等。ITU-T SG15专家，IEC SC86A/
SC86B注册专家，牵头编写多项国际标准。

张宾
网络产出线副总裁

负责烽火通信网络解决方案端到端运营。张
宾先生在光网络领域有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广阔的
视野，先后从事研发、市场及产品线相关岗位工
作，多次参与国家973项目和国家863项目。

刘骋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线缆产出线运作管
理部总经理

    刘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烽火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线缆产出线运作管理部总经理。他主
持开发了FAST工程用“大芯数、超稳定、弯曲可
动光缆”，主持和参加制定了80余项国家标准、
通信行业标准，担任了2项国际标准ITU-T L.206、
L.208的编辑人（Editor）。

揭水平 
江苏中天科技通信产业
集团总工程师

    揭水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通信工程
专业,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对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评标专家,江苏省通信学会物联网
专业委员会委员。2001年7月加入江苏省邮电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所长、副院长等职
务，2016年加入中天科技集团，先后担任中天宽
带总工程师、中天通信产业集团总工程师等职
务。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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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Christian Schulze 
研发经理，J-FIBER

德国耶拿j-fiber公司的光棒和光纤产品和工
艺开发部门经理。 他于2014年在耶拿·弗里德
里希·席勒大学获得物理和光纤博士学位。从其
接受特种光纤激光束传输的文凭课程开始至今，
Schulze博士已经拥有10年光纤应用和制造的经
验。

魏杰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销售中心产品总
监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中心 产品
总监   毕业于安徽大学 历任特发光网科技公司
产品部经理，特发光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事光纤光缆生产、研发工作20余年，拥有5项国
家发明专利

田边贤吾 （Kengo 
Tanabe）
SWCC昭和电缆系统新业务
经理

田边先生拥有15年的市场工作经验。精通信息
通信电缆技术。

田边先生是电子、信息和通信研究所成员，工
程师，光纤技术会议顾问。

他拥有学习院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在日本有
超过15项发明专利。

王光全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
院主任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部
主任，教授级高工，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
传送与接入专家组成员，ITU-T G.698.4标准编辑
人，西安交通大学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电信网
络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荣获ITU和UNESCO等组织
主办2019年WSIS最高奖（C5类）。曾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通信学会和中国电子学
会等省部级奖多项，国家优秀设计/优质工程奖多
项。拥有发明专利数十项；负责编制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多项；出版《城域综合承载传送网技术
及应用》等多本专著。

大会主要参会及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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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赞助商介绍

主办方

APC 亚太光纤光缆产业协会

    亚太光纤光缆产业协会（APC）Asian-

Pacific Optical Fiber & Cable Industry 

Association 是专注于光纤光缆产业的国际

性协会组织。APC 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全球

健 康的光纤光缆产业生态；为全球快速、稳

定、安全的通信网络服务；广泛发展与光纤 

光缆业务相关的国际组织合作与交流；促进

国际光纤光缆及相关领域产品研发、业务 拓

展和合理规划。

    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组织行业相关活动，促进会员单位之间相 互

协作；维护会员单位合法权益；与相关行业

等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协助会员单位开 展国

际产能合作；为会员单位发展提供意见和建

议。 

    欢迎登陆协会网站：

中文: http://www.apofc.cn/

英文: http://www.apofc.com/

主办方 & 翡翠赞助商

 

亨通集团

亨通集团，服务于光纤光网、电力电网、

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国家

创新型企业。中国光纤光网、智能电网领域规

模最大的系统集成商与网络服务商。拥有全资

及控股公司70家(其中上市公司3家)，在全国

13个省份和欧洲、南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

和地区设立11个产业基地，在海外30多个国家

设立营销技术服务公司，在119个国家注册国

际商标，业务覆盖150多个国家及地区，跻身

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企100强。全球光纤通

信前3强，亨通光纤网络国内市场占有率25%，

国际市场占有率15%。

亨通集团正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

指引，加快推进“四大转型”，全面实现“四

大融合”，努力打造备受社会尊敬的高科技、

全球化一流企业。

企业网站：http://www.htg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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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赞助商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际知名的信

息通信网络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科学技

术部认定的国光通信领域“863”计划成果产业

化基地和创新型企业。烽火通信立足于光通信，

拓展至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而生的广泛领

域，在全球50多个国家构建了完备的销售服务体

系，产品与服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跻身

全球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成为我国智慧

城市、行业信息化、智能化应用等领域的领军企

业。

面向5G时代，烽火通信秉承“最大限度挖掘

数字连接价值，造福人类社会”的使命，以提振

产业经济为己任，瞄准世界领先技术、提升核心

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

更有远见的视野，贡献烽火智慧和烽火方案，让

更多的人分享信息通信带来的美好生活。

中天科技1992年起步于如东，起家于光纤通
信，2002年在上交所上市,被誉为“特种光纤光
缆第一股”。得益于改革开放，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心指导下，现已成为涉足光纤通信、智能电
网、海洋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国家
创新型企业，拥有70多家子公司，15000多名员
工，设有58个海外办事处，运营印度、巴西、印
尼、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土耳其和德国工
厂，产品出口147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一带一
路”全覆盖。2018年全集团销售收入538亿元，
跻身中国企业500强、全国质量奖获得单位、金
牌上市公司、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南通市最大
的先进制造企业。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富通集团”），

创立于1987年的民营高科技实体制造企业，总部

位于浙江杭州，是中国企业500强、国家创新型企

业，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列。富通集团是全

球互联网信息基础传输材料光纤通信产业领军企

业。

产业基地主要分布于浙江杭州、嘉兴（嘉

善）、舟山，上海，广东深圳，香港、四川成

都、天津滨海新区和东盟泰国等地。

富通集团建有富通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

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多项

国家“863”计划，是中国光纤预制棒和光纤技术

标准制定者，也是国家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2016年，富通集

团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荣誉称号。

网络电信全媒体成立于1999年，旗下有：网

络电信中文杂志/英文杂志的出版，微杂志/微信/

中文网站/英文网站/电子报/专题、海外合作媒体

等，以及拥有业內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年

度全球｜中国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评选品

牌，现已成功举办12届，由于其行业专业数据的

客观、公正及权威性，该评选活动得到整个通信

行业特别是光通信行业的广泛好评，以及行业专

家的高度赞誉和企业的一致认可，网络电信英文

专刊每年参加海外大型通信电信展会，关于评选

结果的竞争力分析报告英文版摘要在国际上也受

到海外运营商的广泛关注。

C100 M80 Y0 K30

C0 M80 Y100 K0

C0 M0 Y0 K100 C0 M0 Y0 K0

R19 G46 B101

R225 G86 B22

R0 G0 B0 R255 G255 B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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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牌赞助商

康宁于1970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条低损耗光
纤，助推了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基于在带宽容
量方面光纤远超铜线（而且光纤更坚固、轻巧、
灵活）的认识，我们很快就发展了我们的产品和
创新。光纤到户、无线、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和消
费类产品都是我们创新产品组合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继续制定尖端光纤、光缆、网络连
接和无线解决方案的标准，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创新也帮助
我们的客户，包括医疗、政府、金融及许多其他
行业充分利用诸如远程存储、云计算以及光纤到
桌面的新生技术。

华为创立于1987年，是全球领先的ICT（信
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我们致
力于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
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目前华为有19.4
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30多
亿人口。

我们在通信网络、IT、智能终端和云服务等领
域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安全可信赖的产品、解
决方案与服务，与生态伙伴开放合作，持续为客
户创造价值，释放个人潜能，丰富家庭生活，激
发组织创新。华为坚持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厚积薄发，推动世界进步。

特发信息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最早开拓并

专注于光纤光缆、配线网络设备及通信设备研制
的国有控股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之一。股票代码
000070。特发信息以“新一代光网络通信核心服
务商”为目标，做大做强光通信主导产业，同时
积极发展军工信息化产业，成为光网络传输优势
企业，光网络接入终端骨干企业，军工信息化新
兴企业。

永鼎，始创于1978年，历经40多年稳健持续
的发展，用实力和创新绽放出新的辉煌。永鼎，
拥有数十家控股、参股公司，致力于发展通信科
技、海外工程、汽车产业、超导产业为核心，多
产业齐头并进共发展的格局，现已成为品牌化、
高端化、国际化的综合性集团。

帝斯曼功能材料是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的下
属业务部门。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以科技为立足
之本，在全球范围内活跃于健康、营养和材料领
域。帝斯曼服务于食品和保健品、个人护理、替
代能源以及生物基材料等终端市场，在全球范围
内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帝斯曼集团是全球电信市场领先开发商。40
多年前，帝斯曼发明了可实现光纤大规模生产的
首款紫外光固化光纤涂料。今天，帝斯曼集团依
然是业界的创新领导者，提供独家专利的具有最
高性能的DeSolite®光纤涂料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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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赞助商

成都迈频汇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
7月，现有员工10余人，其中博士2人，硕士3
人。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微波能量系列产品
研发生产、微波/射频组件研发、数字电路研
发、无源组件设计、结构件机加工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目前在申请发明专利1件、已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1件。

公司核心研发人员具有电子、通信专业博
士或硕士学历，研发团队成员均在本领域从事
技术工作多年，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
经验和优秀的素质。建立在充分理解客户需求
的基础上，公司愿向国内外各行业客户提供高
标准的研发服务和面向多种场景的解决方案。

苏州欧康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是一家创新型、高成长型、跨越式发
展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
案：自动化测试系统，自动化设备、自动化生
产线、自动化运输、自动化仓储。

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3C、汽车、新能
源、仓储物流、家电、医疗、科研院校等各行
业。

公司立志成为多个细分市场的领军者，为
全球智能制造贡献”中国智慧”。

 福卡斯光电专注研发和制造高光强、高
效率、使用寿命长和低使用成本的UVLED固化
FIBRECURE®系统应用于光纤光缆行业生产工序
上，覆盖拉丝、着色、并带各领域，并于2019
年初成功研发使用UVLED固化常规UV级别的涂
料包括内外覆层树脂、着色油墨、并带树脂，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STI 株式会社坐落于韩国大邱广域市，是
一家为客户提供光纤预制棒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的专业公司。拥有生产G.652D光纤的预制棒设
备和技术以及面向5G移动通信和大数据时代的
G.654E、G.657A2/B3等多种特殊光纤的预制棒
设备和技术。采用轴气相沉积法（VAD）制备
芯棒和外气相沉积法（OVD）制备包层的工艺
技术组合，形成了光纤的高品质和低成本，显
示出卓越的生产力和成本竞争优势。STI 研发
中心拥有完整的光纤预制棒生产线，不仅可以
持续的对新工艺技术进行开发，而且可以对客
户公司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以实现快速技术转
移。STI以客户满意为首位，为所有在光通信
领域中的客户提供最优的光纤预制棒整体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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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性

的稀有金属材料科技集团，提供的先进材料可
应用于光伏太阳能、半导体、LED、通讯、红
外、激光、光纤、医疗等高科技领域。

先导稀材可为全球客户定制6N-9N 的光纤
级 GeCl4，产品质量被欧美和亚洲市场的主要
光纤光缆制造企业高度认可。

上海臻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自2009年以
来，专注于紫外光固化技术已有十年。 COOLUV
已为光纤行业开发了五代产品。 现在，超过
120条光纤拉丝生产线和150多个光纤着色机正
在使用COOLUV 紫外光固化系统。 我们以卓越
的技术推动了UV LED固化技术的普及，并引领
了UV LED固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武汉优炜星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武汉、
鄂州两大生产基地，控股子公司“湖北深紫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是从事半导体紫外
LED核心器件及光源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具有从外延生长、芯片制备、器件封装及光
源系统的一流半导体紫外LED研发生产线，
并拥有一支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博士、博士
后、高级工程师及资深技术人员组成的高水
平研发技术团队，团队均具有从事半导体紫
外LED技术（包括：外延生长、芯片制备以及
器件封装等全套工艺）研发和生产的丰富实
践经验。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半导体
紫外UVA/UVB/UVC -LED全波段核心器件及光
源系统的核“芯”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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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媒体简介

战略合作媒体

网络电信

网络电信全媒体成立于1999

年，旗下有：网络电信中文杂

志/英文杂志的出版，微杂志/微信/中文网站/英

文网站/电子报/专题、海外合作媒体等，以及拥

有业內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年度全球｜中

国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评选品牌，现已成

功举办12届，由于其行业专业数据的客观、公正

及权威性，该评选活动得到整个通信行业特别是

光通信行业的广泛好评，以及行业专家的高度赞

誉和企业的一致认可，网络电信英文专刊每年参

加海外大型通信电信展会，关于评选结果的竞争

力分析报告英文版摘要在国际上也受到海外运营

商的广泛关注。网络电信已成为中国光通信领域

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第一品牌媒体。

线缆世界

线缆世界全媒体平台是
由香港网络电信信息有
限公司出版，隶属于香
港专业教育出版有限公

司。是面向线缆产业生产商、经销商、运营商、
及广大通信用户的专业刊物。香港网络电信信息
有限公司（出版包括线缆世界中文杂志/微杂志/
微信/网站/电子报和拥有业內最具影响力的评选
活动——年度中国线缆行业最具竞争力企业10强
评选，线缆行业最具竞争力企业20强，线缆行业
100强及全球海缆最具竞争力企业10强），是一
家以专业科技媒体和专业领域科技信息咨询为主
运营业务的公司。

人民邮电报

《人民邮电》报
是中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唯一直属

的通信行业媒体。在政府机构和运营企业的各
级部门拥有众多读者，七十余年来一直为广大
运营企业广泛认可。《人民邮电》报是中国创
刊最早、业界发行密度最大的行业媒体之一。
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12月在西柏坡亲笔为筹办
中的《人民邮电》报题写报头。

C114

C114通信网（www.

c114.com.cn）自1999年创

立以来，为通信、ICT、

AI、金融等行业累计超过

300家公司和品牌提供长期稳定的优质服务，品

牌影响力及用户美誉度始终位居行业前列，集

多种新媒体产品于一身，多渠道输出优质原创

内容，始终以“推动智能 连接世界”为己任，

为客户提供精准有效的新媒体整合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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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石光通讯网

深圳市讯石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是中国一家以光通讯企业
为对象的专业化咨询服务公

司。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专注于光通讯市场
的信息收集、市场调查、数据分析、市场预测。
并提供会员服务、市场报道、猎头人才等服务。

光电通信网

光电通信网立足光电通信细分领

域，特设资讯、市场、会展、技

术、专题、运营、设备、TOEM、人

才等版块。门类齐全，内容丰富，

涵盖运营、设备、光电线缆、材料、制造装备、

器件等全通信产业链等。光电通信网深受国内外

通信行业精英关注，已跃升为中国光电通信行业

高端先锋媒体平台。

光纤在线

光纤在线（China Fiber Optics 

Online）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光纤通信

行业的专业垂直门户网站和资讯机

构，光纤在线成立于2001年6月，在

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光纤在线逐步将业务拓展

到咨询服务以外，包括企业培训，管理咨询，人

才服务，活动策划，市场推广，市场研究等等。

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为自然资源部主管，

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宣传报
道领域最权威的报纸，

《中国自然资源报》自创刊以来就肩负着宣传
报道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新使命。《中国自然资
源报》为每周五期，每期八版的彩色大报，宣传
报道及发行范围涵盖土地、矿产、海洋资源、测
绘地理信息等行政管理；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
护、土地利用、地质地勘、农林水利、自然科普
等专业领域。

飞象网
CCTIME飞象网（网址

为www.cctime.com）是

由中国通信行业知深专

家项立刚先生发起，邀请到了中国信息通信行

业数十位媒体精英加盟，致力推动中国信息通

信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人才潜能为核心，走专业

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致力成为全球

信息通信领域传媒的领导者。

通信产业网
通信产业网是由通信产

业报社2001年创办的新

锐网络媒体。上线5年，

用敏锐的观察、专业的角度和财经的笔触记录

通信业的真实。你可以第一时间了解通信业的

最新动态；深度洞悉通信业的市场格局；走在

前沿掌握通信业的发展趋势；聊聊通信业的趣

闻轶事。

通信世界
通信世界全媒体共有《通信

世界》杂志、通信世界网、

通信世界新媒体三大平台。

其中，《通信世界》创刊

于1999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人民邮电

出版社公司主办，坚持以专业性、权威性、创

新性、建设性为主导思想，以观察、研究、批

评、推介为办刊宗旨，始终立足中国通信业发

展前沿，以详实的报道全面反映产业变化，为

行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中国信息产业网

(www.cnii.com.cn)创办于
2000年2月，由原信息产业
部创立，工业和信息化部主

管，人民邮电报社（集团）运营，是通信与信
息化信息交互的权威平台，。作为工业和信息
化部的新闻网站排头兵，中国信息产业网坚持
“最权威的媒体平台、最全面的行业信息、最
快速的新闻报道”的理念。

影 响 力 就 是 生 命 力

合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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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事长单位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SH.600487）,总部位于中

国苏州, 全国布局13个省市，组建海外10大产业基地，在俄罗斯、中东、南非、南美、东南亚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营销和技术服务机构，业务范围覆盖15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光纤通信行业规

模最大的高科技企业，亨通光电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在2018年全球光纤光缆最具竞争力企业排行榜

中，亨通蝉联全球前三强，保持行业领先优势。在2019年度中国光纤光缆最具竞争力企业排行榜和中

国光通信最具综合竞争力企业排行中，亨通光电均名列前茅。此外，在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亨

通排名第187位，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更是达到了58位。

亨通光电致力于创新技术的发展，设立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个院士工作站、5个省级技

术(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标准定制和专利数均居国内同行首位。亨通光电是中国唯一自主研发信息

化控制系统的企业，并完成了全球首个电信级“大有效面积光纤”陆地光缆（G.654E）工程应用。

亨通光电作为全球信息与能源网络服务商，秉承“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成就国际优秀企业”的企

业愿景，将为全球光通信和电力传输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常务副理事长单位

   
     长飞光纤光缆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
公司”）成立于1988年5月，是专注于光纤光缆产
业链及综合解决方案领域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是
全球领先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供应商。

长飞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在香港联交所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06869.HK），2018年7月2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1869.
SH），是中国光纤光缆行业唯一一家也是湖北省首
家A+H两地挂牌上市的企业。

长飞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通信行业广泛采用的
各种标准规格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基于客
户需求的各类特种光纤、光缆，以及射频同轴电
缆、配件等产品，公司拥有完备的集成系统、工程
设计服务与解决方案，为世界通信行业及其他行业
（包括公用事业、运输、石油化工、医疗等）提供
各种光纤光缆产品及综合解决方案，在全球70多个
国家和地区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烽火通信科技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SH600498）是国际知名的信息通信网络产品与解决
方案提供商，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的国内光通信领
域的“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和创新型企业。
自1999年成立以来，烽火通信始终专注于全球信息
通信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积累了对人类沟通方式的
深刻理解和创造力。经过持续的变革图强，资产规
模、销售收入实现高速率增长，烽火通信已成长为
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的一面旗帜。 

烽火通信的主营业务立足于光通信，深入拓展
至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而生的广泛领域，拥有
华中、东北、华东、西北、华南、西南、南美、南
亚、北非等产业基地，以及全资、控股、参股等数
十个子公司。公司在全球50多个国家构建了完备的
销售与服务体系，产品与服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

C100 M80 Y0 K30

C0 M80 Y100 K0

C0 M0 Y0 K100 C0 M0 Y0 K0

R19 G46 B101

R225 G86 B22

R0 G0 B0 R255 G255 B255

2019年亚太光纤光缆产业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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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务副理事长单位

 富通集团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富通集团”）是
一家创立于1987年的民营高科技实体制造企业，
总部位于浙江杭州，是中国企业500强、国家创新
型企业，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列。富通集团
是全球互联网信息基础传输材料光纤通信产业领
军企业，是国家能源电力线缆传输产业重要推动
者。

富通集团有1个集团总部、3个区域本部，在
册员工超过1.2万人。产业方向瞄准电子信息光
纤通信全产业链和能源电力线缆传输两大领域，
研发方向瞄准高温超导电缆和海洋光电复合缆技
术等。产业基地主要分布于浙江杭州、嘉兴（嘉
善）、舟山，上海，广东深圳，香港、四川成
都、天津滨海新区和东盟泰国等地。

富通集团建有富通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
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平台,承担了多
项国家“863”计划，是中国光纤预制棒和光纤技
术标准的制定者，也是国家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
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2016年，富
通集团党委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

中天科技  

中天科技起步于1992年，起家于光纤通
信，得益于改革开放，现已形成通信、电网、
新能源、海洋装备和新材料等多元产业格局。
被授予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国企业500强
和金牌上市公司，是全国质量奖获得单位。

中天科技拥有70多个子公司，15000多名
员工，布局为北京总部、南通新部、如东本
部，设有58个海外办事处，运营印度、巴西、
印尼、摩洛哥、土耳其和德国工厂，产品出口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逐步将ZTT打造为全球知
名品牌。

中天科技相继建立中天科技研究院、上海
中天科创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科研平
台，吸引了一批顶级人才加盟中天。承担4项
国家863计划和6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参
与制修订310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两项国际
标准，获得1680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授
权。

中天科技致力于打造棒、纤、缆一体化产
业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合成技术的光棒、
光纤、光缆智慧工厂和特缆实验室，在行业内
有“特种光缆找中天”的口碑。

    网络电信全媒体  

网络电信全媒体成立于1999年，旗下有：网络电信中文杂志/英文杂志的出版，微杂志/微信/中文网
站/英文网站/电子报/专题、海外合作媒体等，以及拥有业內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年度全球｜中
国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评选品牌，现已成功举办12届，由于其行业专业数据的客观、公正及权威
性，该评选活动得到整个通信行业特别是光通信行业的广泛好评，以及行业专家的高度赞誉和企业的一
致认可，网络电信英文专刊每年参加海外大型通信电信展会，关于评选结果的竞争力分析报告英文版摘
要在国际上也受到海外运营商的广泛关注。网络电信已成为中国光通信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第一品
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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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集团创建于1999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建有吴江“光通信产业园”和震泽“通鼎科
技产业园”两大产业集聚基地，总部占地3600
亩，其中八都本部占地2100多亩。旗下包括控股
子公司在内的实体型业务单位共有32家，总资产
203亿元，现有员工13236人，具有高、中级职称
的技术管理人员1684人。

集团是中国企业500强、中国竞争力500强、
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
机械500强、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国通信设
备供应商50强、中国光纤光缆最具竞争力企业10
强，并获得中国名牌产品、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
创新示范企业、工业企业质量标杆、江苏省百亿
规模企业、江苏省自主工业品牌50强、江苏省民
营企业纳税大户等资信荣誉, 第3021550号“通鼎
光電”商标于2007年9月在工商总局下发文件中被
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特发信息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最早开拓并
专注于光纤光缆、配线网络设备及通信设备研制
的国有控股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之一。特发信息
的产业覆盖光纤光缆、智能接入及军工信息化等
领域。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完备的销
售与服务体系，拥有深圳、东莞、西南、华东、
华北等多个产业基地，全资、控股子公司十余
家，年产值超50亿元。

光纤光缆产业—与国内外各大电信运营商、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广播电视、石油、军队、
铁路、公路、互联网客户等保持长期战略合作；
智能接入产业—产品主要包括光模块、GPON/
EPON、OTT、IPTV终端设备等，为客户提供家庭智
能接入终端，以及用户端光、电设备综合产品与
服务解决方案；军工信息化装备产业—产品主要
包括DSP算法与模块、嵌入计算机、数据链设备、
航电通讯、数据采集等，为各军兵种提供了先进
的装备信息化产品，全力服务于国家国防事业。

法尔胜泓昇集团是一家以从事金属制品为主，
产业涉及光通信、新材料、现代化服务业的多元
化生产经营企业集团，是苏南地区首批首家国家
级创新型企业。江苏法尔胜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光科子集团）是法尔胜泓昇集团的下属子
公司，公司拥有完备的光通信产业链，尤其在光
棒生产、装备研发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
权，是“中国光纤光缆最具影响力企业”和“中
国光纤光缆十强企业”。

江苏法尔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
业务涵盖了特种光纤、特种光缆、光器件及光纤
安全监测系统的研发、生产和服务，并先后承担
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计划课题任务，包括：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江苏省科技
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等。该公司产品获得多项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在光通信特种产品领
域不断发展，实力强劲。光科集团及其各子公司
严格执行GB/T 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GB/T 
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和GB/T 28001-201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

永鼎集团始创于1978年，拥有数十家控股、参
股公司，致力于发展通信科技、海外工程、汽车
产业、超导产业为核心，多产业齐头并进共发展
的格局，现已成为品牌化、高端化、国际化的综
合性集团。

旗下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9月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荣誉上市，是中国光缆行业首家民
营上市公司。历经二十载的创新与发展，永鼎股
份已发展成为如今涵盖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特
种光电缆、光器件、通信器件及设备、通信大数
据及工程服务、系统集成方案提供等通信全产业
链覆盖的业界领先企业之一。

永鼎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国家CNAS认可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公司先后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
制造业500强，完成了包含国家863项目在内的多
项国家及省市级项目，成就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永鼎”品牌。

▲ 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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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平洋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6
月7日，注册资金1.3亿元，坐落于武松打虎的故
乡-山东阳谷，交通发达，与济聊馆高速、德商高
速、京九铁路相连。是集光纤 预制棒、光纤、光
缆、电力通信光缆(OPGW/OPPC/ADSS)、光电混合
缆、蝶形引入光缆、隐形光缆、AOC有源光缆、芯
片、电线电缆、军用野战光缆、跳纤及光通讯设
备生产、研发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
先后被授予“中国光缆光纤十大名牌”、“全国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AAA级信用企业”、“中
国专利明星企业”、山东省通信网络设备(光纤光
缆)动员中心和济南战区(山东)特种光缆动员中心
建设依托单位、“两化融合”示范企业、“中国
通信光电缆最具发展潜力企业”，“SPFO牌通信
光缆”和“SPFO牌通信光纤”被评为山东省名牌
产品，并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 常务理事单位

帝斯曼功能材料是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的下
属业务部门。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以科技为立足
之本，在全球范围内活跃于健康、营养和材料领
域。帝斯曼拥有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专
长，并运用两者的独特结合不断推动经济繁荣、
环境改善和社会进步，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可
持续的价值。帝斯曼服务于食品和保健品、个人
护理、饲料、药品、医疗设备、汽车、涂料与油
漆、电子电气、生命防护，替代能源以及生物基
材料等终端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可持续的解
决方案，促进营养、增强和保证产品功效、提高
产品性能。 

在电信市场，光纤涂料是现代高速光纤网络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帝斯曼集团则是该行业的全
球领先开发商。40多年前，帝斯曼发明了可实现
光纤大规模生产的首款紫外光固化光纤涂料。今
天，帝斯曼集团依然是业界的创新领导者，提供
独家专利的具有最高性能的DeSolite®光纤涂料系
列产品。

成都中住 ,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由中国普
天与日本住友电工共同组建的专门从事包括G652
和G657光纤在内的光纤产品制造和销售的中外合
资企业。成都中住光纤有限公司凭借着中日双方
共同携手的优势，本着“用户至上，质量第一”
的宗旨，将最大程度地为广大用户提供可靠的产
品和优质的服务，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发展做出贡
献。

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1
年，注册资金 13000万元，年产值近8亿元， 主
要从事光通信行业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
要产品有光缆用光纤填充材料、光缆阻水填充材
料、无源器件PLC平面波导晶圆、芯片、PLC光
分路器、MPO连接器及其它跳线、光纤适配器、
ODN产品、MEMS芯片及可调光衰减器、可调光滤
波器、光开关、传感器等。在飞速成长过程中，
公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泰尔产
品认证。公司获得多项荣誉：“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全球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10强”、
“上海市创新型企业”、“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
海市/区企业技术中心”、“上海市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上海市/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上海市安全标准化二级生产企业等。产品荣
誉：“国家级重点新产品”、“上海市重点新产
品”、“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
标”、“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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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APC新增会员名录

帝人芳纶贸易  常务理事单位
帝人芳纶是全球芳纶材料市场的领导者。芳纶

应用范围广泛，其中包括光纤光缆（OFC）市场，
拥有全球近50%的市场份额。帝人芳纶致力于在亚
太地区拓展光纤光缆（OFC）业务，并推动全球互
联互通。

公司总部位于荷兰，隶属于日本帝人集团。上
个世纪，帝人芳纶在全球74个国家拥有客户，在
五大洲拥有约1800名员工。在荷兰埃门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芳纶生产基地。帝人芳纶的产品包括对
位芳纶纤维Twaron®和Technora®和间位芳纶纤维
Teijinconex®以及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
薄膜Endumax®。芳纶纤维是一种人造高性能纤
维，其分子具有刚性聚合物链的特征。它们具有
强度高、耐磨性、耐溶剂性和耐热性好、难燃和
不导电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帝人的产品适合多种
应用。此外，帝人芳纶的旗舰产品Twaron®在光纤
光缆（OFC）增强方面贡献了相当大的价值。

高科橋光導科技股份  常务理事单位
高科橋光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高科橋集團”）成立於 2016 年，下屬高科橋
光通信有限公司和富通集團（泰國）通信技術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 “富通泰國通信”）兩家實
體企業。其中高科橋光通信位於香港新界大埔工
業村，成立於 2003 年 4 月，主要從事光纖生
產和銷售；富通泰國通信位於泰國泰中羅勇工業
園，成立於 2010 年 8 月，主要從事光纜生產和
銷售。高科橋集團的產品事業包括光纖、光纜和
相關配套產品的設計、生產和銷售。主要產品涵
蓋光纖以及應用於電信行業各種標準、規格的光
纜、特種光纜產品，包括防鼠光纜、阻燃光纜及
非金屬光纜等。

高科橋集團的母公司富通集團，是互聯網基礎
傳輸材料光纖通信產業的全球領軍企業，也是能
源電力線纜傳輸產業的重要推動者。

西安西古光通信  常务理事单位
西安西古光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西古光通）

是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前身西古光纤光缆有
限公司于1986年7月成立，经过33年的发展，西古
光通已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光纤光缆综合研发制造
企业。

西古光通位于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型
工业园。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西古光通走科技兴企道
路，公司自成立以来，已陆续向全国三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的移动、电信、联通、铁塔、广电、铁
路、电力等客户单位提供了各类优质光纤、光缆产
品，形成了“立足西北，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
在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西古光通以优良的售后服
务带给用户方便和满意，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美
誉。

江苏奥维信亨通光学科技  理事单位
江苏奥维信亨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JOHOT”）是美国OFS FITEL,LLC公司 (OFS) 和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高科技企
业，JOHOT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总投资5000万美
元，其中美国OFS公司持股51%，江苏亨通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49%。JOHOT主要生产先进的光纤预制
棒产品。 
   JOHOT的厂址位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江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生产和研发设备均从国外引
进，采用世界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检测方法，并拟建
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与评测体系，确保光纤预制棒产
品的品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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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 理事单位
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8年，位于湖北省汉川市马口工业园。2015年
5月由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并
更名为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2亿元，占地面积66.38亩，在职员
工340余人。于2016年10月正式成为上市公司。
2016年5月，成立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有
限公司汉川分公司，汉川分公司占地281亩，正
在建设中，准备打造成华中制造基地，辐射华中
市场。

同时旗下设有全资子公司：中广核拓普（四
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产品：聚乙烯光缆护套料（包含全新聚
乙烯护套料)，聚丙烯填充料、聚氯乙烯电缆料
和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电缆料4大产品系列，年
生产能力9万吨，年销售收入可达6.4亿元人民
币。

浙江东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浙江东通光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浙江湖
州南浔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总占地面积达200
多亩，现有员工400多人，是专业研发生产光纤
光缆通信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通信行业重要
推动者及两化深度融合企业。主要为移动、电
信、联通、广电、电力、铁路等客户服务，市场
区域涵盖全国18个省及印度、印尼等海外市场。

现具有雄厚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配套生产设
备，已积累多项行业关键储备技术，涵盖光纤光
缆的制造研发及工艺等多项领域。经过不断努
力，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
省高企研发中心”、“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
“浙江省优秀技能大师工作站”、“湖州市两化
深度融合企业”、“湖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湖州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南浔区政府质量
奖”等多项殊荣。

PT Voksel Electric Tbk.  会员单位

PT Voksel Electric Tbk，作为印度尼西亚领
先的电气和通信电缆制造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丰富的产品种类和世界一流的客户服务。 公司于
1990年12月20日在雅加达和泗水证券交易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拥有48年的行业声誉，专门
从事电气和电信领域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
和安装，并提供广泛的电缆应用范围，适用于最
多样化的运用。我们在创新的、高度工程化的电
线和电缆解决方案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具有
可靠的性能和卓越的质量。发展历程部分：

.
2014 – 子公司PT Cipta Karya Teknik和PT 

Buana Karya Elektrindo从事服务和贸易。2015 
– 与PT.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启动高压
电缆开发。2016 – 公司扩大OPGW和HTLS电缆生
产规模2018 – 公司开始建造新的高压电缆线路
厂。

印度亨通  会员单位

印度亨通是一家于2018年3月9日注册成立
的私人有限公司，遵从2013年《公司法》，注
册号为U36999PN2018FTC180672。公司注册办事
处位于C/o.Evolve IT Solutions Pvt.Ltd.，
S-177/178，MIDC Bhosari，Indrayani Chowk，
Pune–411 026。印度亨通的大部分股本（95%）
由荷兰阿伯达尔控股欧洲有限公司（“阿伯达尔
荷兰”或“母公司”）持有，该公司根本上属于
中国亨通光电有限公司（“亨通中国”）。

印度亨通已从Khed经济基础设施私人有限公
司转租了86年土地，土地面积为40591.68平方
米，位于浦那塔尔的坎赫萨尔村Khed市工业园区
（国内）的I-09号地块，并计划建立一个新的最
先进的绿地制造设施，用于制造光纤和光缆。

印度亨通公司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光纤牵引大
楼，包括安装光纤牵引塔和相关的下游光纤处理
设备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机械，该设施将开始
促进光纤和光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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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光纤  会员单位

江苏南方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3年，
是中国500强企业亨通集团与江苏南方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一家采用国际领先技
术设计、制造、销售通信用光纤的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引进亨通集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
套光纤生产、检测、试验设备，公司主要生产
设计G.652A、G.652B、G.652C、G.652D和G.657
系列通信用单模光纤，产品性能稳定，光纤各项
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年出品单模光纤1200万
公里。客户覆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广电、铁塔等各大通信运营商并远销海外。
公司从建设伊始，就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
进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企业建立了包括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于一体的三体系，于2014年
先后通过泰尔认证中心 ISO9001、ISO14001以及
OHSAS18001标准认证。

南方通信  会员单位

江苏南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熟的光
纤、光缆和光学设备供应商，总部设在中国。 经
过快速发展，我们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光通信产品
供应商之一，长期占据中国电信光缆市场的前
沿。

作为中国光通信市场的龙头企业之一，我们提
供各种型号的光纤、电缆和光器件，以满足客户
的需求。

南方通信自2010年起获得ISO9001、14001、
OHSAS18001、TL9000等认证，并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此外，我们的研究与开发部门被公认为
省级公认的企业技术中心之一，这归功于我们强
大的产品研发能力。此外，我公司研发中心内部
检测实验室已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颁发的CNAS ISO/IEC 17025证书。我们还参与起
草国家和电信行业标准，供中国政府部门出版光
通信产品。

宏安集团  会员单位

宏安集团创建于1985年，座落在山东威海，是
我国光电通信线缆行业的骨干生产企业之一。公
司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依托光电通信
线缆为主业，致力于用高新技术嫁接改造传銃产
业，不断加快产业升级，持续打造经济増长的强
力引擎。从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光模块、
光通信设备到光通信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畅销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广电等主
流运营商，并出口到欧美及“一帯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

公司先后被授予“中国100家最大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企业”、“中国电子信息工业百强企
业”、“中国光纤光缆10强企业”、“中国光纤
光缆十大著名品牌”、“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
强企业”、2019年度电子信息行业卓越企业” 
“山东省工业百强企业”、“山东省十大高薪技
术企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  会员单位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12月，公司专注于中高端线缆新材料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成为国内规模化的综合
性中高端线缆新材料供应商，线缆材料行业发展
的领头羊和科技创新的引导者。目前，公司产品
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光通信线缆、光缆用特种
环保聚烯烃高分子材料；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
烯烃高分子材料；电网系统电力电缆用特种绝缘
高分子材料。

公司研发和检测能力出众。截至2018年12月
31日，公司共申请发明专利80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其中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3项。公司检测中心
拥有试验设备约180余套。公司建立了“院士专家
工作站”，为公司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公司先后获得“上海市专利工作
试点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
海市创新型科技企业”等荣誉称号，技术中心被
认定为“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检测中心
的CNAS认可申请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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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凯光电材料  会员单位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300398，飞凯材料），是一家研究、生
产、销售高科技制造中使用的材料和特种化学
品的专业公司。公司成立于2002年，总部和研
发中心坐落于上海市宝山区优美的美兰湖畔，
在安徽省安庆市、广东省惠州市、江苏省南京
市均建有生产基地；并在苏州、天津、成都、
杭州、深圳、台湾高雄，以及美国旧金山、亚
特兰大、日本神奈川、韩国首尔、印度班加罗
尔等地设有办事机构或联络点，构成了以上海
为中心的国内外销售服务网络。

飞凯材料率先打破国外巨头对紫外固化光
纤光缆涂覆材料的技术垄断，抢占市场先机，
逐步树立了公司在紫外固化光纤光缆涂覆材料
行业的领先地位。同时，公司其他领域的产
品还广泛应用于IC制造、IC封装、LED制造、
TFT-LCD、OLED、PCB、SMT等诸多电子制造领
域。多年来，公司秉承客户、质量、研发、员
工的经营理念，始终致力于高科技制造材料行
业的创新与突破，为高科技制造提供优质配套
材料。

湖北科普达高分子  会员单位

湖北科普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湖北科普达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黄冈
市，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改性加工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集光电线缆材料的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现已发展成为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
业及湖北省民营制造业百强企业、湖北省支柱
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示范企业。

公司创建于2008年1月，现有厂区占地面积
22万平方米，总资产3.1亿元，员工360余人，
各种光电线缆材料专业生产线38条，总产能10
万吨。科普达牌聚乙烯光缆护套料从2012年起
连续三届蝉联“湖北省名牌产品”，产品热
销于国内110家大中型光电缆厂，市场占有率
10%。2017年起，公司实行集团化发展，下辖
有湖北科普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及湖北科普达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利集团  会员单位

中利集团总部在江苏常熟，成立于1988年。
通过20多年不断的科技创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
重点高新技术集团企业，国内A股上市公司，中国
民营企业500强、中国自主创新十强企业、中国民
营企业品牌最具竞争潜力100家、全国质量服务信
誉AAA级示范单位。集团在江苏、上海、广东、辽
宁、青海、宁夏等省市已发展拥有九个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重点子公司：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上市SZ：002309），苏州腾晖光伏
技术有限公司，辽宁中德电缆有限公司，长飞中
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利星科技（亚洲）有
限公司。主要产业：高低压电线电缆、特种电缆
系列，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系列，光伏产业链系
列，高分子新材料系列、钛金属3D打印、军工电
子等高科技领域的五大产业系列。

中利集团将继续秉承“诚信、敬业、团结、创
新”的企业精神，为全球市场持续提供安全、可
靠的产品以及高效优质的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
要和期望。

湖北康泰塑料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湖北康泰塑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主要
从事通信电缆、光缆护套材料、绝缘材料、聚氯
乙烯电力电缆绝缘材料护套材料、各种耐燃油等
工程塑料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占地面积40000平方
米，拥有14条先进的双螺杆挤出机生产线和先进
的检测设备，检测手段齐全，年生产能力35000
吨，员工28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8人，聘请两
位国家著名专家和研究人员作为公司的技术和信
息顾问，生产黑色中密度、低密度、高密度聚乙
烯护套材料和通信电缆高速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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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纤吉光电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湖北纤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坐
落武汉·中国光谷，简称“汇博纤吉”，注册商
标“纤吉”和“FIBERGEL”），是中国光谷“光
通信线缆配套关键材料生产及研发基地”，是国
内最早进行触变性常温填充光纤光缆油膏研究与
开发的机构和团队。其中“汇博纤吉”是专门从
事信息高速公路工程保护新材料研发、制造、销
售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以中国光谷为中心，分别
在武汉，湖北汉川，四川成都和洪湖，建立了4
个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专注于光通信线缆配套
材料中的光纤光缆填充油膏、干式光纤光缆防水
保护材料及其重要辅助器材、特种高分子复合材
料，总产能达2.5万吨。产品应用领域覆盖电力
输变、通信、轨道交通、海工装备、水利工程防
护。公司秉承“科技引领，健康发展”的经营理
念，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新材料企
业。

南京华信藤仓  会员单位

南京华信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

注册资本2950万美元，现有三个大型生产产区，

总面积近14万平米，主营产品为通信用光纤、光

纤带、光缆及室内缆等，公司拥有国内外先进水

平的生产和检测设备。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专注于光纤、光缆和

FTTH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始终

倡导高技术、高品质、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战

略方针。公司一直严格按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社会责任、两化融合、知识产权六标一体

化体系要求进行运作。

公司产品全部覆盖移动、电信、联通和铁塔四

大运营商，以及广电、高速公路、铁路等行业信

息传输、局域网数据传输和工业预连接等领域。

目前，公司产品已遍及全国，并行销至海外三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津富通鑫茂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成立于1997年9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1997年9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代码：000836）。公司
专注于光通信领域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棒材-
光棒-光纤-光缆”的光通信全产业链优势。公司
是国内主要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专业供应
商，产品服务于国家信息化网络建设，广泛应用
于骨干信息网、城域网、接入网、基站、室内分
布等领域。

公司是国内目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商用
光纤预制棒大套管生产的企业。采用该技术生产
光纤预制棒拉丝后的光纤产品性能指标，在超低
损耗光纤及特种光纤领域优于国外同类型产品，
具有独特的技术工艺优势。

公司掌握高端石英材料生产技术，具备了向
高端半导体用石英仪器及军工产业拓展的优势。
近年来，公司先后承担了国家高技术产业材料专
项、国家863计划项目等多个国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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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谢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铁塔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通信学会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电缆及光缆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新华网       东方网         文汇报       新民晚报   上海日报   新闻晨报
人民网       上海新闻网     经济观察报   上海商报   中国青年报
新浪财经     21世纪经济报   腾讯新闻     中国日报    凤凰网    

致谢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