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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洲明
ABOUT UNILUMIN



公司概况

广东洲明系洲明科技（股票代码300232）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是一家领先的

LED户外及公共照明产品与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拥有项目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市场营销团队、经营管理团队和

广泛的销售服务网络，秉承“利他正念，创新进取”的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核心产品LED路灯2019年中国品牌

出口排名第一，母公司洲明科技LED显示屏份额连续多年全球前三。2020年，专业照明产品Beluga系列LED路灯

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企业文化

价值观
利他正念、创新进取，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团队合作、狼性执行

 利他

工作的初心以利于他人
为出发点；

乐于配合他人，负责任
地完成工作；

帮助他人实现价值，自
身价值也会提高。

 正念

诚实守信，坚持原则；
心怀善念，公司内传播
正能量；
成就客户，为客户创造
价值。

 创新

善于接纳、创造新的技
术和知识；
不断尝试新技术，以超
值的产品、服务赢得市
场；

 进取

与时俱进，顺应时代，
满足客户需求；
不断学习并向内求，挖
掘自身潜质，修炼心智，
追求不断进步；
对标世界最优秀的实践，
提升专业能力。

愿景
成为全球户外照明产品与

解决方案领导者

使命
显示光彩世界

照明幸福生活



发展历程

2004

2007

2012

2011

2017

洲明科技成立

广东洲明前身成立

洲明科技上市

中标广深高速EMC

中标国内单体最大LED路灯

项目“温州路灯项目”

Beluga路灯荣获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LED路灯EMC模式创新、

奠定市场领导地位

2019

荣获国家进步科技一等奖

LED路灯出口中国企业第一

2020

2018

深圳人民南路智慧路

灯项目交付

2013



经营范围

户外照明
户外照明解决方案及户外照明灯具

智慧城市
智慧路灯、智慧灯杆、多功

能杆、云平台、智能控制器

A C

B D

市政道路解决方案及照
明灯具：路灯、投光灯、
太阳能户外照明

大空间-场馆照明解决方
案及灯具：体育场馆、
机场、工业厂房、物流
仓储、广场

大空间-交通照明解决方
案及灯具：高速隧道、

轨道交通、站房站厅

特种照明解决方案及灯
具：港口码头、高危爆
行业、海洋渔业照明、

农业与植物照明

E
民用流通产品：经济型
小路灯、经济型工矿灯、
经济型投光灯、经济型
太阳能产品、



经营方针

“聚焦价值区域、围绕价值渠道 ，用消费电子行业思维，提升产品竞

争力，整合行业资源，打造专业化场景解决方案，实现高速增长，行

业领先。

”
深耕战略国家和

战略省份
成本领先同行

10%~20%
收入增长

50%~100%



经营理念

原子经营

以客户为中心

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是建立在为

客户、为社会创造价值上，客

户需求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以奋斗者为本

在劳动的准备过程中为充实提

高自己而做的努力均叫奋斗，

奋斗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人人懂得经营之道

从我开始变化，主动经营个人、

团队、企业与家庭。保持持续

的竞争力，不唯利是图。



企业荣誉

1.获得10项国家级荣誉

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专利优秀奖、CNAS认可实验
室、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
工信部绿色工厂、创业板上市公司
价值50强等。

2.获得7项省级荣誉

广东省名牌产品（路灯）、广东省
著名商标、广东省质量奖、广东省
战略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广东省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LED光电
技术与应用工程中心、广东省两化
融合试点企业等。

3.获得4项市级荣誉

深圳市市长质量奖、宝安区区长质
量奖、深圳市工业百强、深圳市总
部企业。

4.获得10项国际荣誉及认证

德国红点至尊奖、 AEO海关高级
认证、全系列LED路灯产品全面通
过全球认证（ 7类）、国家CQC认
证、入围广东省标杆体系。

洲明科技是中国第一家LED路灯通过澳洲AS1158.6、美国UL、欧洲CB、CQC认证的企业。

路灯通过的全球认证有：UL/DLC、TUV/CB、TUV/CE、 ENEC、AS1198.6、SEC、NOM。



企业荣誉

·获奖证书·



企业责任

1

节能减排

洲明LED路灯相比传统高压钠灯节能70%以上，洲明科技生产的节能LED路灯已累计为社
会累计节省超过20万吨标准煤，减少超过5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

科学发展

以高速发展为中心，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为国家增加就业和税收，公司每年保持30%以上
的业绩增长，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3

创自主知识产权
在337专利战的警醒下，公司高度重视自主知识产品的，截止2019年09月30日共获得海
内外授权专利1294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91项，PCT44项。

4
社会公益

设立“U基金” “深圳市洲明公益基金会”，对内关爱员工，对外爱心助学、关怀老人、
援建贫困地区、资助公益项目。



社会公益

洲明公益捐赠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LED路灯

向广东省红十字会捐赠核酸试剂

向医疗机构捐赠防护物资及一体机

捐赠50万元援建广西爱心水柜

资助惠州、梅州多地学子圆梦大学

与姚基金共同开展篮球公益行

光明万里行捐赠台灯给贫困小学



公司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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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地位



行业地位



企业创新

创新



技术创新-创新平台

授牌部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授牌部门：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LED光电技术与应用工程中心

授牌部门：深圳市发改委

深圳高清LED超大屏显示技术工程实验室

授牌部门：深圳市工信局

深圳LED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授牌部门：CNAS认可委员会

国家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CNAS）

认可实验室

国家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重点实验室共建单位

中央研究院

深圳市企业研究中心
授牌部门：深圳市工信局



技术创新-专利技术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第十六、十八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1294 项

截止2020年02月24日

洲明共获得海内外授权专利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91项，PCT44项
另有申请发明专利266项



技术创新-标准引领

公司是CSA国家半导

体联盟标准化委员会、

LED照明标准光组件

认定委员会、LED产

业专利联盟等标准制

定组织的成员单位，

为推动行业标准化参

与制定的标准有：

参与制定的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级别

《体育场馆LED显示屏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29458-2012 国家标准

《LED城市道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2-2015 国家标准

《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2015 国家标准

《LED照明产品光通量衰减加速试验方法》 GB/T 33720-2017 国家标准

《绿色照明检测及评价标准》 GB/T 51268-2017 国家标准

《LED公共照明智能系统接口应用层通信协议》 GB/T 35255-2017 国家标准

《公共安全LED显示系统技术规范》 CTS-CSP-J001-2018 团体标准

《智慧杆系统建设与运维技术规范》 T/SPIA 001—2019 团体标准

《多功能智能杆系统设计与工程建设规范》 DB4403/T 30-2019 地方标准

……截至目前，洲明已参编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标准累计48余项的制定



技术创新-项目承担

十二五国家支撑计划项目-1项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3项

国家863计划项目-2项

广东省中科院全面战略合作项目-1项

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5项

深圳市技术攻关项目-5项

公司承担多项国家级及省市级研发类项目，见证公司科研实力，

也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迄今为止承担的项目有：



技术创新-国家认可实验室

洲明中心实验室已通过CNAS认可（代码L6507），并成为SGS、TUV-SUD、TUV Rheinland、UL-WTDP目击实验

室；是CSA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的共建单位，也是广东省LED标准

光组件联合实验室和深圳市高清LED超大屏显示技术工程实验室；主要为公司内部新产品前期的设计开发验证、后期的质

量控制、认证前预测试提供可靠检测数据，也对外部客户提供同等服务，成为行业共享测试平台。



技术创新-顶级工业设计

洲明始终秉承工匠精神做好每一款产品，洲明旗下产品广获国内国际设计大奖，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识。2020年洲明自主研发设计的

BELUGA系列路灯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此前，洲明ROE系列黑玛瑙LED显示屏成为全球行业唯一一款同时获得6项世界大奖的产品（IF金奖、

红点奖、G-Mark大奖等）。Unano和UHPⅡ系列显示屏分别获得设计界至尊荣誉“红点至尊奖”和“红点设计奖及德国iF奖”。海王星Shark

系列路灯荣获中国LED首创奖金奖。



管理创新-管理互联网+

使得管理更加有序、决策更快速，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
司运作效率，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快交付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公司持续发展的源泉

PLM 系统

解决研发部的产品开发协同，
接研发内部知识的传承

CRM 系统

解决客户与公司的衔接，
做好客户与公司间的管理

MES 系统

解决车间现场管理及产品质
量追溯，产品过程的可视化



管理创新-管理互联网+

集中
采购

集中
财务
管理

建立
共享
测试
中心

集团
化运
营

强化电子采购系统，进一步减少人为因素产生的采购成本，大幅提升采购效率



管理创新-管理互联网+

公司OA知识管理平台

移动知识库平台及云端学习平台

OA系统

集流程审批、知识分享、门户公告、会议日程等多个办公元素

于一体，支持与其他办公系统的集成，将各大办公系统数据集

中展现，简化办公操作，有效地提升办公效率。

网上在线学习平台：实现移动学习，促进员
工成长。

移动知识平台：将知识库在微信中通过企业
号展现，在管控访问权限同时让员工随时随
地查找相应的知识共享文件。



管理创新-管理互联网+

公司向世界各地优秀企业学习经营管理理念形成洲明特色的

原子经营管理模式：

旨在培养人人懂得经营之道，主动经营个人、团队、企业与家

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

精益生产：引进松下的制造管理体系

合伙人机制：引进安永的合伙人机制

集团化运营和战略管理：学习IBM先进的公司运营经验

洲明不断学习、运用及总结出适合洲明发展的自有经营管理模式。

2010~至今，松下精益生产（JIT）咨询

学习世界一流的管理实践



管理创新-自动化生产

作为业内领先的LED应用产品生产商，洲明不断的加码自动化生产投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投资超过300万

美金用于引进和建设先进的专业照明生产线和生产管理系统，年产能达150万套灯具。

自动生产线 自动防水测试线

自动包装线大规模自动老化线

自动生产线 AGV智能派送

自动传送线 大规模自动老化线



产业创新

核心产业 互联网 金融

深圳市前海洲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洲明伯乐产业基金

+ +



应用创新



2015-2019集团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 53.2%，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36.6%

其中广东洲明销售收入快速增长，2019年增长 57.6%

业绩表现

50亿

40亿

30亿

20亿

10亿
13.6

1.440.81

17.5

1.670.73

2015年 2016年

洲明集团收入

洲明集团利润

广东洲明收入

销售收入/净利润
（人民币：元）
2019年数据为业绩
快报中间值。

30.3

2.88
1.73

2017年

45.24

4.26
2.24

2018年

56.04

5.02
3.53

2019年



销售网络

海外子公司及办事处

1. Orlando, USA 奥兰多，美国

2. California, USA 加利佛尼亚，美国

3. New York, USA 纽约，美国

4. Amsterdam, Holland 阿姆斯特丹，荷兰

5. London, UK 伦敦，英国

6. Moscow, Russia 莫斯科，俄罗斯

国外渠道商700多家，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

国内网点300个，遍布各省

★ 经销体系——覆盖全国、健全的

经销网络，本地化营销与技术服务

★公司各地办事处配备售前售后人员、

展厅及齐全的售后配件仓库，

服务本地化。

7.  Melbourne, Australia 澳大利亚

8. Dubai 迪拜

9. Mexico 墨西哥

10. Korea 韩国

11. Japan 日本

12. Germany 德国



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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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智慧灯杆
平台安全可靠

项目方案专业

标准领先同行

售后完备及时

自主专利技术

LED路灯
安全稳定

配光齐全

易维护

预留控制接口

环境适应性强

LED隧道灯
安全稳定

安装维护简单

预留控制接口

环境适应性强

可搭载控制系统

渠道产品
结构强度高

极致性价比

批量化交货

标准化程度高

适应各种场景

高杆泛光灯
结构而轻巧

全专业配光

智能化接口

易安装维护

安全且可靠

庭院灯
外形美观

灯体强度高

维护自动断电

可智能化控制

应用范围广



产品介绍-智慧路灯系列

 平台安全可靠

 项目方案专业

 标准领先同行

 售后完备及时

洲明智慧路灯优势



产品介绍-智慧路灯系列

造型多样化 ● 按需设计 ● 模组化设计

满足基本功能呾附加功能等的总体功能性指标。

根据应用环境的不同与景观美化设计的要求，进行外观设计，
以达到功能与环境的协调。

应满足安全性、稳定性及可靠性要求。



产品展示-智慧路灯之景区景观系列

苍穹 金贝壳 天鹅 丝绸之光 宝塔



产品展示-智慧路灯之花系列

前海之光 十里香 四叶草 科技之光 流光



产品展示-智慧路灯之市政道路系列

飞跃 擎天 睿光 竖琴 天际 美人鱼



产品介绍-一体压铸路灯系列

 安全：一体压铸，结构强度高、导热、散热性能良好，整灯

防水等级达 IP66，有断电保护开关，安装和维护更安全；

 美观：外形采用全流线形外观设计，简约富有动感；

 高性能：多达18种专业配光解决方案，效率高达97%以上；

 安装维护方便：可垂直和水平方向调角，调整范围±15度，

灯具内部配有水平仪，免工具开盖，方便安装维护；

 扩展性强：内部可集成WIFI、智能控制、光控等各项智慧城

市功能于一体；

 适应各种环境：适应于沙漠，严寒、沿海、高海拔等环境。

水星路灯 小路灯火星 天王星

鸭嘴兽

洲明压铸路灯优势

木星



产品介绍-模组路灯系列

天王星路灯金星路灯

新五代路灯

五代路灯 拉铝模组钣金模组

 安全：壳体采用铝合金压铸，结构强度高，导热、散热性能好；

 美观：全流线形外观设计，简约、大气；

 标准模组：模组完全符合CSA016国家标准；

 安装维护方便：免工具开盖，方便维护更换；

 扩展性强：内部可集成WIFI、智能控制等各项智慧城市功能。

洲明模组路灯优势



产品介绍-太阳能路灯系列

 安全：采用锂电池、品质稳定、安全可靠

 高性能：采用高光效灯具，减少其他配件成本

 安装维护方便：电池挂载安装，安装接线方便

 智能控制：可适配智能IOT管理系统

 高效可靠：光效高达170LM/W

洲明太阳能路灯优势

分体式太阳能路灯

水星路灯 小路灯火星

灯头可选

庭院灯系列



产品介绍-隧道灯系列

明月隧道灯
探月皓月隧道灯朗月隧道灯小朗月隧道灯

奔月隧道灯

 安全：灯体采用高导热铝挤型材加工而成，具有良好的导

热和散热性能，灯具轻且质量好；

 高性能：多种配光，满足客户各种配光需求，光效高；

 标准模组：模组完全符合CSA016国家标准

 安装维护方便：安装方便，可调角度大，最大可调120度，

适应不同隧道的安装位置；

洲明隧道灯优势



产品介绍-庭院灯系列

 美观：灯具外观采用全流线形设计；

 安全：灯具采用高强度的铝合金压铸而成，

灯体结构强度高、导热、散热性能良好，

整灯防水等级达到 IP65&IK08；

 扩展性强：内部可集成WIFI、智能控制、

光控等各项智慧城市功能于一体；

 安装维护方便：灯具自带断电保护开关，

能为灯具安装和维护过程中起到保护作用。

明耀庭院灯

明辉庭院灯

明灿庭院灯

洲明庭院灯优势



产品介绍-投光灯系列

星光工矿灯

朝阳投光灯

骄阳泛光灯

 安全：结构轻巧且结构强度高、安全可靠；

 高性能：各种场景进行专业配光；

 扩展性强：预留智能控制接口；

 安装维护方便：角度调节120度，安装维护简单

 适应各种环境：适配各种环境和场景

洲明投光灯优势



产品介绍-渠道产品系列

渠道投光灯（透镜）

光辉小路灯 UFO工矿灯

 安全：灯具主体采用高强度的铝合金压铸而成， 灯

体结构强度高，导热、散热性能良好；

 性能：标准配置为3030光源，光效可达120lm/W，

灯罩采用透光率高、抗老化性能佳的PC或玻璃；

 美观：外观采用流线形设计，简约大方。

洲明渠道产品优势



解决方案-智慧城市

路灯
控制

垃圾桶
监测

车流量
传感器

空气质量
传感器

停车
传感器

交通监测 环境监测 治安管理 其他应用

统一的物联网&路灯管理平台

环卫监测

井盖监测

水位探测器

从路灯物联网以及设备智能联动应用为切入点，向城市综合智慧应用逐步发展。



解决方案-智慧灯杆

物联网智慧管理平台

智慧、智能的灯控策略，

城市公共照明能耗下降

50%+

可视化、实时化路灯管理，

亮灯率一目了然

数据挖据+大数据分析，

助力城市领导智慧决策

视频监控+人流量预警统

一接入，全方位提升城市

安全



解决方案-市政照明

市政照明
解决方案

市政照明解决方案-专业配光 智慧运维
自产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产品配光全场景覆盖

洲明软件管理平台

自动检测灯具状态

满足市场认证要求全覆盖

快速满足大客户个性化需求

快速、简单、可靠安装

简易、免工具维护

灯具智能化，实时多策略管理

灯具资产可管理，按需照明

可远程检测状态实时更新

全设备资产安全监控

爆款产品

专业配光

物联平台

智能维护

全面认证

安装

个性化设计

维护

管理

运营

监测

安全



洲明服务

专业的售前服务
7/24小时专业在线服务，商务、技术、产

品、方案等全方位支持。

快速的项目交付服务

EMC节能咨询服务

为客户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咨询，以优异

的产品和节能服务经验为客户创造价值。

及时的售后服务

专业高效的项目交付团队，确保项目按时

按量交付。

积极快速响应售后服务，让客户无后顾之忧。



中标国内第一个整条高速公路LED路灯改造项目

刷新LED路灯行业整灯光效新标杆：122LM/W

综合节能：＞70%

国内第一个使用10年EMC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道路改造项目

国内第一个全程使用智能控制系统的高速公路

2012年，《广东省推广实施LED照明产品实施方案》颁布后:

项目 改造前 改造后

灯具 250W高压钠灯 洲明96W LED路灯

数量 6280 6280

单灯功耗 300W 96W

10年节能 节能4584.4万度

节能率 综合节能70%以上（智能控制，考虑线损）

使用寿命 3年 10年

业主不用出一分钱投资，还可以分享节能效益。

成功案例-道路照明



温州市区路灯设施节能改造项目

采用EMC模式，改造前钠灯数量为46959盏，改造后LED后的数量为42540盏。改造前功率为4835.733万kwh/年，改造后功率为1681.705万kwh/年。年

节约电量为3154.028万kwh/年.节电率达65.22%。

该项目是国内近年来最大的城市道路照明节能改造项目，改造后，不仅提高了温州城市路灯照明的整体水平，使市民的出行更加安全，也为城市节能减排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改造内容有950余个道路、街巷小区路灯设施改造，路灯设施安全接地改造、灯杆灯挑盘改造、行道树树枝修剪，路灯增装单灯控制模块，监控中心智能

化设备升级改造，路灯电缆及架空线路更新以及远程视频实时监控。

成功案例-道路照明



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路灯改造项目

项目总计完成路灯改造安装11445盏，共覆盖中心城区186条街道。改造后项目综合节能率

高达60%，路面平均照度比国家标准提升了约50%。

成功案例-道路照明



深圳空港新城启动区综合管廊及道路一体化工程道路照明项目

洲明以出色的工程能力及精良的产品完成了该项目，采用洲明天王星路灯，骄阳投光灯，金贝壳智慧灯杆灯产品，为

将国际会展中心建设成国际一流场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成功案例-道路照明



梅观高速路灯项目

广州机场路灯项目

107国道路灯项目

湖南衡山路灯项目 横平快速路灯项目

市民中心路灯项目 川藏公路路灯项目

温州城区路灯项目 安徽黄山路灯项目

西乡街道办路灯项目

唐山北外环大庆道路路灯项目

宝安大道路灯项目

成功案例-道路照明



成功案例-道路照明

深圳市民中心路灯项目

福田区路灯项目

光明新区路灯项目

惠州博罗路灯项目 嘉兴南湖路灯项目

坪山新区路灯项目

广州琶洲路灯项目 江苏东台太阳能路灯项目

成都路灯项目山东泰安路灯项目

大鹏新区路灯项目

惠州博罗路灯项目



米拉山高速隧道项目
世界海拔最高（4750米）隧道项目，重大意义：拉林公路是贯穿藏东藏中的重要通道，

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对于推动西藏旅游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造福沿线群众，

具有重要意义。

成功案例-隧道照明



米仓山高速隧道项目
全长13.81公里 ，其中陕境3公里，川境10.8公里，是四川最长、国内第二长、世界第三

长的公路隧道。隧道出口端掘进达8公里，是国内独头掘进最长的公路隧道，采用隧道灯

电力载波单灯控制方式，国内第二长隧道项目；

成功案例-隧道照明



成功案例-隧道照明

广西乐百高速隧道灯项目

云南石泸高速隧道项目 昆明乌龙堡隧道灯项目

贵州海马冲隧道路灯项目 黄岛嵩山隧道灯项目广西六寨-河池-宜州高速隧道项目

广西六寨至河池、河池至宜州高速隧道 厦门市湖里区疏港路隧道灯项目



成功案例-智慧灯杆

135套12米前海之光智慧灯杆功能涵盖智能调光、安防监控、环境监测、WIFI热点、
RGB氛围灯视频播放、汽车充电、USB充电、语音广播、一键求助、5G基站。

深圳前海智慧路灯项目



成功案例-智慧灯杆

深圳坪山区智慧路灯项目



成功案例-智慧灯杆

郑州民主路智慧路灯 郑州中原区智慧路灯 深圳南山同乐村项目 深圳罗湖翠竹路项目 深圳罗湖大望村项目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深圳前海智慧路灯 人民南路智慧路灯 银川智慧路灯项目 华为园区智慧路灯



成功案例-国际

巴西道路照明项目

项目采用洲明最新的火星系列LED路灯进行大批量的改造，改

造后照明效果大幅提升，得到当地政府业主好评。



成功案例-国际

荷兰道路照明项目



成功案例-国际

意大利道路照明项目



成功案例-国际

捷克道路照明项目



成功案例-国际

意大利路灯项目

德国路灯项目

澳大利亚路灯项目

荷兰路灯项目 奥地利路灯项目

捷克路灯项目 德国路灯项目

德国路灯项目 荷兰路灯项目

奥地利路灯项目

哥斯达黎加路灯项目

越南路灯项目



成功案例-国际

意大利路灯项目

欧洲庭院灯公园项目

瑞典路灯项目

以色列路灯项目 迪拜路灯项目

比利时路灯项目 保加利亚路灯项目

欧洲壁灯项目 墨西哥太阳能路灯项目

巴基斯坦路灯项目

厄瓜多尔路灯项目

巴基斯坦路灯项目



成功案例-国际

保加利亚路灯项目

奥地利路灯项目

马来西亚路灯项目

厄瓜多尔路灯项目 荷兰路灯项目

以色列路灯项目 摩洛哥路灯项目

乌克兰路灯项目 捷克路灯项目

瑞士路灯项目

越南路灯项目

越南路灯项目



成功案例-景观照明

青岛城区亮化（上合峰会）

洲明承接了青岛市南区、市北区、城阳区、崂山区、黄岛区等多个地方的楼宇和绿地及山区亮化项目



成功案例-景观照明

上海中心景观亮化项目

杭州奥体中心亮化项目

柬埔寨Nagaworld二期工程



未来展望
LOOKING TO FUTURE



公司前景

 业务布局

明确定位显示板块为洲明集团的主航

道，照明板块为重要航道。

照明通过创新模式，建立产业互联网

平台；

发展种子业务，为企业未来升级转型

探索新方向。

 发展目标

把真正利益到客户作为洲明集团持续发展

的源动力，打造客户极致体验。

聚焦LED行业应用场景，借力产业资本、

信息化和组织能力，促进集团高质量的快

速增长，进而成就精英、助力伙伴，推动

行业进步和社会发展。

 愿景与定位

洲明集团：打造设计与科技平台，成为全球LED视显方案领导者。

广东洲明：聚焦专业户外与大空间照明解决方案，成为全球户外照明领导者。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