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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聯絡處”）於 2014 年 12 月 29 日開始運作，
以協助港人港企更好地把握東北地區發展帶來的機遇。聯絡處隸屬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致力於加強香港與東北地區各級政府的聯繫，做好政府對政

府工作；促進香港與東北地區（包括遼寧省）的經貿關係及支援當地港人和港企。

 

聯絡方式： 

電話：(86 24) 3125 5575 

傳真：(86 24) 3125 5545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286 號華潤大廈 3107-1 單元 

郵編：110004 

電郵：lnlu@bjo.gov.hk 

01
關於我們 

mailto:lnlu@bj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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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序言 

遼寧省是中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新中國工業崛起的搖籃，是全國工業門類最

為齊全的省份之一，是中國其中一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沿海省份，也是

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被譽為「共和國長子」。香港與遼寧經貿

關係一向非常密切。截至 2018 年底，香港在遼累計投資項目 12,454 個，合同外

資額 1,520.7 億美元，實際投資 1,080.9 億美元，繼續居全省實際投資來源地第

一位。2018 年，香港在遼投資項目佔全省實際直接投資 46.7%，繼續居全省實

際投資來源地第一位。 

為更好地促進遼港的經貿交流與合作，聯絡處編制《在瀋陽、大連的香港企業

電子名冊》，以協助相關的香港企業推廣其業務，便利內地企業和民眾聯絡在

瀋陽和大連的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也方便港人港企尋找當地的香港企業進行

商業合作。聯絡處委託普華永道編纂本電子名冊，並已上載至駐京辦網站（網

址：http://www.bjo.gov.hk/tc/doing_business/directory.html）供公眾查閱。電子名冊

每半年更新一次。 

歡迎各界人士向聯絡處提出意見和建議，使我們編制更新版時能精益求精，更

好地滿足使用者的需要。 

最後，我們衷心感謝所有加入本電子名冊的企業、提供信息的人員以及編制名

冊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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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北京高力國際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青年大街 1 號市府恒隆廣

場 3602 室 

郵編：110063 

聯絡人：李延軍 

聯絡人郵箱：Tony.Y.Li@colliers.com 

電話：13940227824 

傳真：024-83895098 

微信：ColliersChina 

網站：www.colliers.com/zh-cn/china/about 

 

業務範圍：為各類物業提供管理和諮詢服務；房

地產經紀；機動車公共停車場服務；會議服務 

  

 

 

    

    安永（中國）企業諮詢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51-1 號 A17 樓 

郵編：110014 

聯絡人：張佶 

聯絡人郵箱：Jimmy-J.zhang@cn.ey.com 

電話：024-31580758 

傳真：024-31958798 

網站：www.ey.com 

 

業務範圍：提供投資諮詢、商務諮詢、財務信息

諮詢、企業管理諮詢、國際經濟信息諮詢、市場

營銷策劃及相關的業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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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北京凱諦思工程諮詢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長青街 45 號 702

室 

郵編：110000 

聯絡人：楊興剛 

聯絡人郵箱：xinggang.yang@cbre.com.cn 

電話：0411-39036246 

傳真：0411-39036227 

微博：北京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微信：CBRE_China 

網站：www.cbre.com.cn 

 

業務範圍：投資諮詢；房地產諮詢；房地產經

紀；物業管理；酒店管理；項目管理諮詢；機動

車公共停車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

部門批准後方可展開經營活動）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1-1 號市

府恒隆廣場辦公樓 1 座 3013、3015 室 

郵編：110013 

聯絡人：王楠 

聯絡人郵箱：wangnan@arcadis.com 

電話：024-31958880 

網站：www.arcadis.com 

 

 

業務範圍：受總公司委託、承攬總公司經營範圍

內的業務（建築工程造價諮詢服務、建築工程管

理諮詢服務等、建設工程招標代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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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戴德梁行房地產諮詢（大連）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286 號華潤 

            大廈 1803 

郵編：110004 

聯絡人：史琳琳 

聯絡人郵箱：amber.ll.shi@cushwake.com 

電話：15840070948 

傳真：024-23181996 

微博：戴德梁行中國 

微信：戴德梁行 

 

   
     北京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惠工街 10 號卓越大廈

1808 

郵編：110013 

聯絡人：項韻 Vivian Xiang 

聯絡人郵箱：Vivian.X@ap.jll.com 

電話：024-31091300-102 

傳真：024-31091330 

微博：仲量聯行 JLL 

微信：JLL_China 

網站：joneslanglasalle.com.cn 

 

 

業務範圍：物業評估、諮詢、物業發展顧問，物

業管理，房地產業務諮詢，代理房地產出租、轉

讓業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準

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業務範圍：房地產信息諮詢，房地產經紀，承接

和接受委托管理經營物業，並提供相關的諮詢、

策劃、培訓方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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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德勤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1-1號市府恒隆廣

場辦公樓1座3605室  

郵編：110063  

聯絡人：徐繼厚  

聯絡人郵箱：jihxu@deloitte.com.cn  

電話：024-67854068  

傳真：024-67854067  

網站：www.deloitte.com/cn 

業務範圍：企業管理諮詢，投資諮詢，市場策劃

諮詢，信息技術諮詢，財務管理諮詢（除代理記

賬），貿易信息諮詢，計算機軟件的開發、設

計、制作、測試、銷售自產產品，計算機軟硬件

的批發、進出口、佣金代理（拍賣除外），並提

供相關的技術諮詢、技術服務；以服務外包的形

式從事共享數據中心的網絡和軟硬件的簡歷及數

據處理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北站路 59 號財富中心 E 座

一至四層 

郵編：110013 

聯絡人：伍鈿瑋 

聯絡人郵箱：ngtw@hkbea.com 

電話：024-31280313 

公司郵箱：shenyang@hkbea.com 

傳真：024-31280301 

微信：BEA_China 

網站：www.hkbea.com.cn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瀋陽分行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北站路 59 號財富中

心 E 座一至四層 

郵編：110013 

聯絡人：伍鈿瑋 

聯絡人郵箱：ngtw@hkbea.com 

電話：024-31280313 

公司郵箱：shenyang@hkbea.com 

傳真：024-31280301 

微信：BEA_China 

網站：www.hkbea.com.cn 

 

業務範圍：在下列範圍內經營全部外匯業務和人

民幣業務；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

期貸款；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買賣政府債劵、

金融債券，買賣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證劵；

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辦理國內外結算；買

賣、代理買賣外匯；代理保險；從事同業拆借；

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資信調查和諮詢服務；經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mailto:shenyang@hkbea.com
mailto:shenyang@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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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合龍（瀋陽）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227 號罕王大廈

20 樓 

郵編：110016 

聯絡人：張小偉 

聯絡人郵箱：zhangxiaowei@hanking.com 

電話：024-31298858 

傳真：024-31298857 

 

業務範圍：機械設備及配件、五金交電、電子產

品、金、銀、銅、鐵、鉛、錫、鎳礦石和礦粉、

化工產品（除易燃、易爆及危險化學品外）、生

鐵、鎳鐵、金屬鎳、鑄鍛件、鑄鐵件、軸承、水

利水電設備及配件、儀器儀錶、建築材料、辦公

用品、日用品、批發、進出口和佣金代理業務、

以及與以上機械設備和水利水電設備相關技術的

進出口和服務業務 

 

  

      

     豐盛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渾南新區新隆街 10-2 號

動漫世界 803 

聯絡人：朱志強 

電話：024-23180286 

網站：http://www.nwse.com.cn 

 

業務範圍：總公司承擔建築機電工程的設備、線

路及管道之安裝、調試維修及操作、包括空調採

暖通風系統、照明動力強弱電系統、消防煙感系

統、給排水系統及樓宇自控系統；建築諮詢服務

等。本分公司就總公司上述業務配合瀋陽地區的

業務諮詢、聯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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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華潤停車場（瀋陽）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勝利南街 61 號 

郵編：110000 

聯絡人：周芳雨 

電話：13889316036 

 

業務範圍：停車場及配套設施開發、建設；場

地出租；普通房地產開發，自有產權房屋出

租；物業管理 

      

    遼寧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1 號 

郵編：110063 

聯絡人：陳慧玢 

電話：024-31280111 

公司郵箱：forum66@hanglung.com 

傳真：024-31280161 

微博：http://weibo.com/forum66 

微信：Forum66 

網站：www.forum66.com 

 

業務範圍：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地塊四至範圍：東至斗

姆宮東巷，西至青年大街，南至中山路，北至小西路；國

有土地使用證編號：瀋陽國用（2008）第 0101 號；宗地編

號：2003-060 號市府廣場南地塊；項目名稱：市府恒隆廣

場）；酒店建設經營；場地出租；物業管理；房地產中介

服務；商場零售、百貨經營；日用百貨、皮革製品、鞋

帽、洗滌用品、化妝品、護膚用品、攝影器材、玩具、音

響設備及器材、服裝服飾、鐘錶眼鏡、珠寶、金銀飾品、

五金交電、電子產品、通訊器材、家用電器、健身器材、

辦公設備、文體用品、工藝品、傢俱零售；鐘錶、珠寶維

修及加工；室內裝飾裝修設計、施工；機電設備安裝；消

防設備安裝；水電暖設備安裝；空調安裝；電器安裝；企

業營銷策劃；保潔服務；禮儀慶典（涉及配額許可證管

理、專項規定管理的商品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商場內

的餐飲業、遊戲廳、室內遊樂、休閒健身；配套停車場的

管理與經營。(國家有專項專營規定的按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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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遼寧錦海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新民市同坨子鎮趙屯子村 

郵編：110308 

聯絡人：徐靜珊 

聯絡人郵箱：623193724@qq.com 

電話：024-27609779 

傳真：024-27609779 

 

業務範圍：蔬菜初加工、包裝、銷售；蔬菜種

植 

 

          

 

     遼寧華申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瀋陽片區

全運路 109-1 號 2 層 247-7556 室 

聯絡人：李霏 

聯絡人郵箱：33011210@qq.com 

電話：13840439137 

傳真：024-25932808 

業務範圍：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向國內外

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維修，租

賃交易諮詢和擔保，商務信息諮詢，投資信息諮

詢，對本企業所投資產進行管理，企業管理，股

權投資，從事與主管業務有關的商業保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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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遼寧米亞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渾南新區金卡路 16 號 C 座 808-

811 

郵編：110000 

聯絡人：肖丹 

聯絡人郵箱：370009272@qq.com 

電話：15842384777 / 18698874688 

傳真：024-83810834 

公司微信：18698874688 

業務範圍：大型會議承辦，商業演出，企業年

會，大型慶典，活動策劃，婚禮策劃，企業營銷

策劃，企業推廣，企業形象設計 

 

 

             

      遼寧盛華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東陵區上深溝村 860-1 號 F8 號樓

C323 房間 

郵編：110167 

聯絡人：老慧雲 

聯絡人郵箱：1501630976@qq.com 

電話：13644025966 

公司郵箱：1501630976@qq.com 

傳真：83779628 

 

 

業務範圍：信息系統集成服務；智能卡系統、通

信系統、計算機網路系統技術服務；軟件開發；

電子、通信與自動化控制技術研發；電子產品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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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遼寧希望教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南京北街 165 甲 1 

郵編：110000 

聯絡人：王新 

聯絡人郵箱：solomon_wangxin@163.com 

電話：13309884886 

傳真：024-23268333 

 

業務範圍：投資諮詢；教育諮詢 

 

             

      遼寧鑫利律師事務所 

 

 

 

 

 

地址：瀋陽市皇姑區黃河南大街 58 號峰匯廣場

A 座 1005 

郵編：110000 

聯絡人：蔣明岩 

聯絡人郵箱：lawyer_jmy@qq.com 

電話：15804092925 

公司郵箱：xinlilawyer@qq.com 

傳真：024-31918385 

微博：xinlilawyer@qq.com 

微信：xinlilawyer 

網站：www.xinlilvshi.com 

 

 

業務範圍：民商事訴訟法律業務、非訴法律顧問

業務、外資企業專項法律服務、股權搭建、合同

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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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遼寧中環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瀋陽片區

全運路 109-1 號 2 層 246-1005 室 

聯絡人：金會茹 

聯絡人郵箱：jxyspdb@qq.com 

電話：15004049873 

公司郵箱：676550474@qq.com 

 

業務範圍：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向國內外

購買租賃資產 

 

 

     遼寧支生美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琿春路 12 甲

號 

郵編：110000 

聯絡人：張艦 

電話：15002467326 

聯絡人郵箱：372296947@qq.com 

 

業務範圍：貨物或技術進出口（國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審批的貨物和技術進出口除外），醫療器

械、食品、保健食品、汽車及零配件、廚房設

備、洗滌用品、建築材料、裝飾材料、五金產

品、辦公用品、服裝鞋帽、化妝品、日用品、針

紡織品、工藝美術作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

體育用品、家用電器、紙制品、計算機、計算機

軟件及輔助設備、交通設備、機械設備、儀器儀

表銷售，物業管理服務，停車場服務，企業管理

諮詢服務，會議及展覽服務，食品加工技術開

發、技術轉讓、技術諮詢，企業營銷策劃，市場

調查，設計、制作、代理、發布國內外各類廣

告，計算機網絡技術開發，計算機軟件開發，教

育信息諮詢，道路普通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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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派克埃迪亞流體連接件（瀋陽）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于洪區瀋胡路 85 號 

郵編：110141 

聯絡人：王曉英 

電話：024-25804807 

傳真：024-25804807 

網站：www.parker-isr.com 

 

業務範圍：開發、生產、裝配和銷售液壓膠管

（編織和纏繞)、膠管總成、接頭以及各種橡

膠塑膠軟管及相關附屬零配件 

 

 

 

      遼寧中環商業保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瀋陽片

區全運路 109-1 號 2 層 246-1005 室 

聯絡人：金會茹 

聯絡人郵箱：jxyspdb@qq.com 

電話：15004049873 

公司郵箱：676550474@qq.com 

業務範圍：商業保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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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普華永道商務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1-1 號市

府恒隆廣場辦公樓 1 座 27 層 2716-2717

室 

郵編：110063 

聯絡人：陳曉琳 

聯絡人郵箱：lucy.x.chen@cn.pwc.com 

電話：024-86156588 

傳真：024-86156500 

微博：普華永道中國 

微信：PWCCHINA 

網站：www.pwccn.com 

 

業務範圍：業務主要面向中國東北地區，為不同

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全方

位的重組上市、企業融資及稅務諮詢等專業服

務。客戶涉及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科技、通

訊、運輸物流、汽車、建築、金融、酒店旅遊、

服務外包、房地產及其他工業領域 

 

 

 

    瑞陽機械自動化（瀋陽）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渾南新區出口加工區 1-03 號地塊 

郵編：110179 

聯絡人：譚咪 

聯絡人郵箱：miamytan@163.com 

電話：024-24699299 

傳真：024-24699222 

 

業務範圍：自動化設備製造、機械加工、精密模

具研發、加工及其他高級塑膠製品生產 

 

http://www.baidu.com/link?url=rv_ZQCOnh4qk5wipkTZfGq3YQcmciOgzROI-V8wQy1p0cgj-eJR4bzramH1HvN4SUb0T-5-zaZQDN4DWIzqEDa&wd=&eqid=8c9aea4700002678000000025742ca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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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奧特萊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北新區蒲河路 98-2 號 

郵編：110122 

聯絡人：戴瑾瑜 

聯絡人郵箱：audrey.dai@symdevcorp.com 

電話：024-86817777-6002 

網站：www.symdevcorp.com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自有房屋出租、出售 

 

 

 

       
      

     瀋陽埃奧爾工業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瀋陽片區

全運路 109-1 號 2 層 247-32 

郵編：110179 

聯絡人：金貞媛 

電話：18698875907 

傳真：024-88045532 

公司郵箱：zhenyuan.jin@ioersolutions.com 

網站：www.ioersolutions.com 

 

業務範圍：機電設備及自動化信息系統的開發、

集成、設計、維修、銷售、商務代理服務，商務

信息諮詢，市場營銷策劃，企業管理服務，工業

技術信息諮詢，網絡科技，軟件技術開發、技術

諮詢，數據處理，存儲服務，自營和代理各類商

品和技術的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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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寶樹置業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北新區輝山大街 125 號 

郵編：110164 

聯絡人：安順 

電話：18640187638 

聯絡人郵箱：baoshuzhiye@126.com 

公司郵箱：baoshuzhiye@126.com 

 

業務範圍：自有房屋銷售及出租 

 

 

 

 

     瀋陽帝姿美容健美形象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大東區大北關街 52 號 3 門 

郵編：110041 

聯絡人：王媛媛 

聯絡人郵箱：21692013@qq.com 

電話：18640088689 

公司郵箱：21692013@qq.com 

微信：dizimeirong1995 

網站：www.dizibeauty.com 

 

 

業務範圍：美容、美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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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恒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北新區輝山經濟開發區瀋北路 

           208 號 

聯絡人：蔡冰流 

聯絡人郵箱：philip.choi@cn.hld.com 

電話：13729809359 

業務範圍：別墅出租 

         

     

     瀋陽宏成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業務範圍：微生物肥研究及生產，有機肥生產，

微生物技術研發、轉讓及諮詢服務 

 

  

地址：遼寧省新民市鎮郊鄉新建村 

郵編：110300 

聯絡人：焦娜娜 

聯絡人郵箱：wsmiljnn@163.com 

電話：13840498863 

公司郵箱：wsmiljnn@163.com 

傳真：024-2751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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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鴻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夏宮虹藝會）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209 號 502 室 

郵編：110004 

聯絡人：曹凱致 

聯絡人郵箱：oska_golf4@163.com 

電話：13901779459 

公司郵箱：info@syambassyclub.com 

微信：ambassyclubsy 

網站：www.amsassyclubsy.com 

 

 

業務範圍：酒店管理，餐飲管理，餐飲服務，會

議服務，健身服務，棋牌服務，食品批發，零售

和游泳服務 

 

         

     瀋陽華匯房地產有限公司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銷售，自有產權房屋

租賃，物業管理；以下項目僅限分支機搆經

營，其中包括；服裝、鞋帽、服飾配件、皮具

箱包、嬰童用品（不含食品）、金銀飾品（裸

鑽除外）、日用百貨、化妝品、傢俱、家居用

品、床上用品、廚衛用品、禮品（法律法規禁

止的及應經審批而未獲批准的項目除外）、文

化用品、日化用品的零售，停車場服務，營銷

策劃，商務信息諮詢服務(金融信息諮詢服務除

外) 

 

地址：瀋陽市皇姑區北陵大街 21 號平安財富中

心 18 樓 

郵編：110032 

聯絡人：吳寅和 

聯絡人郵箱：Ronald.ng@shuion.com.hk 

電話：024-86848666 

傳真：024-86828068 

網站：www.sytiandi.com 

 

mailto:info@syambassyclub.com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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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精大稀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八號街 3 甲一號 

郵編：110027 

聯絡人：劉恒良 

聯絡人郵箱：545672965@qq.com 

電話：024-25818015 

傳真：024-25818015 

網站：www.jingdaxi.cn 

 

業務範圍：精密稀有機電設備安裝、修理；起重設

備安裝、非標準鋼結構件製作、安裝（持資質證經

營）；技術諮詢服務；通用零部件加工；精密稀有

機電設備安裝改造、調試，電控櫃、電子產品及配

件的設計、製造、技術諮詢 

 

 

 

       瀋陽建偉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西濱河路 62 號，濱湖儷  

園，10A2 室 

郵編：110064 

聯絡人：張心毅 

聯絡人郵箱：syjwgs@163.com 

電話：024-22950772 

公司郵箱：syjwgs@163.com  

傳真：024-22950772 

網站：www.kenworld.com.cn 

業務範圍：鋼結構產品及相關零配件設計、安裝及

房屋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和建築裝修裝飾工程專業

承包（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準後方

可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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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麗都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386 號 

郵編：110004 

聯絡人：華雯 

電話：18204054359 

網站：www.sofitel-sy.cn 

 

業務範圍：經營飯店內的餐飲、健身、娛樂、客

房、寫字間、會議室、商務中心、附設商場、綜

合樓場地出租、收費停車場及物業管理 

 

       

       

     瀋陽美東豐樹工業建設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渾河二十街 40 號 

郵編：110141 

聯絡人：黃霖 

聯絡人郵箱：huanglin@eabuildings.com 

電話：13478336520 

公司郵箱：sjs@eabuildings.com 

傳真：024-25326033 

網站：www.eabuildings.com 

 

業務範圍：廠房建設、出租、出售及園區內相關

的物業管理；倉儲（不包括易燃易爆易制毒）；

室內裝飾，水電安裝服務；鋼結構產品製造 

 

mailto:huanglin@eabui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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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美景新天地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渾南區世紀路 2-1 號 

郵編：110079 

聯絡人：李姍姍 

聯絡人郵箱：lishanshan7422@126.com 

電話：024-89251111 

公司郵箱：symjxtd2015@163.com 

傳真：024-83607505 

微信：xmjsbh 

網站：www.symjxtd.com 

 

業務範圍：自有產權房屋租賃，物業管理，企業

孵化服務 

 

 

    瀋陽南華鴻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小東路 11 號南華

中環廣場 

郵編：110041 

電話：024-24862222 

傳真：024-24862220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和投資，自有物業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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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泉輝國際老年康復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渾南區大夫路 218-1 號 

聯絡人：姚曉丹 

聯絡人郵箱：13279879@qq.com  

電話：13324047017 

微信：qhxfzzh 

網站：zhangzhehui.com 

業務範圍：老年康復綜合性服務 

 

 

 

    瀋陽謙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渾南區文溯街 19-1 號 242

室 

郵編：110000 

聯絡人：齊穎 

聯絡人郵箱：405909639@qq.com 

電話：024-31369436 

公司郵箱：uwineyang@qq.com 

微博：謙謙美食 

微信：15040058289 

網站：www.qianqian9.com 

 

業務範圍：預包裝食品批發兼零售，農產品銷

售，設計，製作，代理，發布國內外各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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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三達房產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大東區遼瀋二街 6 號甲 

郵編：110041 

聯絡人：晉丹 

聯絡人郵箱：sd1126@sina.com 

公司郵箱：sd1126@sina.com 

電話：024-88539219-800 / 13840202997 

傳真：024-88533739 

業務範圍：房產開發、房屋租賃 

 

      

     瀋陽尚柏百貨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北新區蒲河路 98 號 

郵編：110121 

聯絡人：劉立均 

聯絡人郵箱：lise.liu@parkoutlets.com 

電話：024-86817777 

傳真：024-88782288 

微博：瀋陽尚柏奧萊 

微信：尚柏奧萊 

網站：www.parkoutlets.com 

 

業務範圍：商場 

http://www.parkoutl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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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新世界新匯置業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南京南街 16 號 

郵編：110000 

聯絡人：徐健 

聯絡人郵箱：xujian@nwclsy.com 

電話：024-23605678 

傳真：024-23605878 

微博：http://weibo.com/nwclsy 

微信：訂閱號：新世界瀋陽  

            公眾號：新世界悅享新生活 

網站：www.nwclsy.com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出租、出售、物業管

理、地下停車場收費管理、健身服務、棋牌室服

務和房產中介服務 

 

 

                                

       

     瀋陽御豪會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澳門路 29 號 

郵編：110004 

聯絡人：張猛 

聯絡人郵箱：zhangm@nwclsy.com 

電話：15840509563 

傳真：024-23600022 

微博：御豪會 RoyaleClub 

微信：royale_club(御豪會) 

網站：www.royaleclub.cn 

 

業務範圍：餐飲、康樂、商務服務、場地出租 

 

 

                                                         

                                                        



  

 在瀋陽、大連的香港企業電子名冊  
 

29 
 

瀋陽企業  

  

                      

    瀋陽御豪會餐飲服務有限公司三好分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南三好街 7-19 號 1 門 

郵編：110004 

聯絡人：韓丹 

聯絡人郵箱：hand@nwclsy.com 

電話：13889892235 

傳真：024-23603535 

微博：御豪會 RoyaleClub 

微信：royale_club(御豪會) 

網站：www.royaleclub.cn 

 

業務範圍：餐飲、康樂、商務服務、場地出租 

 

 

                                                          

                                                 

   

      

 

      瀋陽遠大鋁業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 13 號街

20 號 

郵編：110027 

聯絡人：田萍實 

聯絡人郵箱：tps1980@126.com 

電話：15940151357 

公司郵箱：bds@yuandacn.com 

網站：http://www.yuandacn.com 

 

業務範圍：幕牆系統的設計、採購材料、製造及

裝配幕牆產品、性能檢測、在施工工地安裝產

品，以及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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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越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286 號華潤大廈

1903 

郵編：110004 

聯絡人：張宗強 

聯絡人郵箱：zhangzongqiang@yuexiuproperty.com 

電話：024-23533588 

傳真：024-23533799 

網站：www.yuexiuproperty.com 

 

業務範圍：普通房地產開發，自有產權房屋出租與

經營，停車場管理 

 

     

    瀋陽越秀地產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 286 號華潤大廈

1903 

郵編：110004 

聯絡人：張宗強 

聯絡人郵箱：zhangzongqiang@yuexiuproperty.com 

電話：024-23533588 

傳真：024-23533799 

網站：www.yuexiuproperty.com 

 

業務範圍：普通房地產開發，自有房屋租售 

 

http://www.yuexiuproper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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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瀋陽中恒天地置業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南十中路 1 號中恒

廣場 29 門 

郵編：110023 

聯絡人：趙金紅 

聯絡人郵箱：zhaojinhong@palmy-group.com 

電話：024-25631222 

公司郵箱：public@palmy-group.com 

網站：http://palmy-group.com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 

      瀋陽中升駿馳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北二中路 20 號 

郵編：110000 

聯絡人：王慧冉 

電話：024-31087509 

傳真：024-31087505 

微博：http://weibo.com/u/2757498820 

微信：瀋陽中升商務奔馳 

網站：http://www.zsbenz.com 

業務範圍：福建奔馳銷售與售後服務，商務奔馳

銷售與售後服務 

http://weibo.com/u/27574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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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所羅門投資管理（遼寧）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南京北街 165 甲 1 

郵編：110000 

聯絡人：王新 

聯絡人郵箱：solomon_wangxin@163.com 

電話：13309884886 

傳真：024-23268333 

 

業務範圍：投資管理及投資諮詢；財務諮詢、稅

務諮詢、商務諮詢、企業管理諮詢及國際經濟諮

詢 

 

        

     希爾斯國際貿易（遼寧）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三好街 100-4 號華強廣場

A 座 1108 

郵編：110011 

聯絡人：孫聖奧 

聯絡人郵箱：edison.sun@hills-trade.com.hk 

電話：024-83863551 

傳真：024-83863551 

公司郵箱：office@hills-trade.com 

微信：hills-trade 

網站：www.hills-trade.com.hk 

 

業務範圍：自營及代辦貨物進出口；公共廣播工

程；舞台機械設備及專業燈光音響工程；廣播電

視器材、影視器材、視頻監控器材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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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香格里拉大酒店（瀋陽）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瀋河區青年大街 115 號 

郵編：110016 

聯絡人：姚明霞 

聯絡人郵箱：sally.yao@shangri-la.com 

電話：024-24366666 

傳真：024-24366555 

微博：瀋陽香格里拉大酒店 

微信：瀋陽香格里拉大酒店 

網站：www.shangri-la.com 

 

業務範圍：客房；餐飲；預包裝食品兼散裝食品

（含冷藏、冷凍食品）乳製品（含嬰幼兒配方乳

粉）零售；酒類零售；等等 

 

 

    

     新世界 （瀋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南三好街 1 號新世界商

務大廈 21 層 

郵編：110004 

聯絡人：徐健 

聯絡人郵箱：xujian@nwclsy.com 

電話：024-23605678 

傳真：024-23605878 

微博：http://weibo.com/nwclsy 

微信：訂閱號：新世界瀋陽 

            公眾號：新世界悅享新生活 

網站：www.nwcsly.com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建設；房屋的出售、出租；

物業管理；商場管理；地下停車場收費管理；國內外

建築材料、裝飾材料、設備等購銷及房地產業相關聯

的經營業務；酒店管理；主辦、承辦或組織國內外各

種展覽或會議；租賃和管理展覽館會議中心及其所屬

場地，提供會議及展覽相關的配套服務（包括會展攤

位設計和承辦服務，會展物品的清關）。（以下項目

限分支機構經營）珠寶及金銀飾品、鐘錶、化妝及護

膚用品、音響產品、日用百貨、針紡織品、服裝鞋

帽、皮革製品、工藝品、兒童用品、保健產品、文化

用品、通訊產品、五金家電、預包裝食品、乳製品、

散裝食品批發及零售；鞋包修理、服裝剪裁；水族館

經營管理；餐飲服務 

 

http://weibo.com/nwc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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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新世界 （瀋陽）房地產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和平區澳門路 29 號 

郵編：110003 

聯絡人：趙世權 

聯絡人郵箱：zhaosq@nwclsy.com 

電話：024-23604572 

公司郵箱：hr_wy@nwclsy.com 

傳真：024-23600506 

網站：www.nwclsy.com 

 

業務範圍：物業管理、地上/地下停車場服

務、物業管理諮詢服務；設計、製作代理發

布各類廣告、洗車服務、家政服務、配送服

務 

      

     星摩爾（瀋陽）商業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北二中路 6 號 

郵編：110022 

聯絡人：Kimmy Zhao 

電話：024-25683128-8029 

傳真：024-25156981 

微信：StarMall 

網站：www.starmallgroup.com 

公司郵箱：info@starmall-cn.com 

業務範圍：百貨、家電、服裝零售、購物中

心經營管理、停車場經營管理、物業管理服

務、廣告位出租出售、自有房屋出租出售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undefined&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6%98%9F%E6%91%A9%E5%B0%94(%E6%B2%88%E9%98%B3)%E5%95%86%E4%B8%9A%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tep_word=&i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3788685508,1117305472&os=3241383024,1310201015&simid=0,0&pn=36&rn=1&di=319431620211&ln=1994&fr=&fmq=1464158264342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istype=0&ist=&jit=&bdtype=15&gsm=1e&objurl=http://img00.zhaopin.cn/img_button/201603/10/ximoer4-1.gif&rpstart=0&rpnu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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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瀋陽分行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北站路 61 號瀋陽

財富中心三期 A 座第 31 層 01-（01）、

07 號 

郵編：110013 

電話：024-31977998 

傳真：024-31977922 

網站：www.sc.com/cn/ 

 

業務範圍：在下列範圍內經營對各類客戶的外

匯業務和對除中國境內公民以外客戶的人民幣

業務：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

貸款；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買賣政府債券、

金融債券，買賣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證

券；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辦理國內外結

算；買賣、代理買賣外匯；代理保險；從事同

業拆借；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保管箱服務；

提供資信調查和諮詢服務；經國務院銀行業監

督管理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贏華泰（中國）儀器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團結路 7-1 號（1-20-

12） 

郵編：110013 

聯絡人：龔同軍 

聯絡人郵箱：george@infratest.net.cn 

電話：18512409938 

公司郵箱：info@infratest.net.cn 

傳真：(024) 2259-8131 

網站：www.infratest.net.cn 

業務範圍：儀器儀表批發、零售，儀器儀表安

裝及維修、技術諮詢、技術服務，佣金代理，

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和技術的進出口，但國家

限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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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中國輝山乳業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瀋陽市皇姑區黃河北大街，111 號甲輝山

乳業大廈 

郵編：110000 

聯絡人：張洛 

電話：18640201818 

公司郵箱：ir@huishangroup.com 

傳真：852 25271779 

微信：huishanruye 

網站：www.huishandairy.com 

 

業務範圍：飼料種植，奶牛養殖，乳品加工與銷

售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瀋陽 

 

 

 

 

 

 

地址：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中華路 61 號新世

界商業中心 6 樓 

聯絡人：段女士 

聯絡人郵箱：hkcccsy@163.com 

微信：hkcccsy 

網站：www.hkccc.com 

公司郵箱：hkcccsy@163.com 

業務範圍：建立和密切與內地各級政府官員及機

構的良好關系，幫助會員了解最好的經貿政策和

市場信息，促進同行業間的商務關系，協助港商

拓展內地市場，提高商會知名度，擴大商會影響

力，為會員謀求福利 

http://www.hkc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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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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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聯船務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大連代表處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68 號宏譽大廈

1306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牟劍雲 

聯絡人郵箱：jessica.mu@uasc.net 

電話：0411-66667880 

傳真：0411-66667889 

網站：www.uasc.net 

業務範圍：為隸屬公司船運業務提供聯絡和諮詢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連分所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長江路 280 號裕景

國際中心 28 層 

郵編：116001 

聯絡人：周華 

電話：0411-82528888 

傳真：0411-82108968 

網站：www.ey.com 

業務範圍：審查企業會計報表，出具審計報告；

驗證企業資本，出具驗資報告；辦理企業合併、

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審計業務，出具有關報告；

基本建設年度財務決算審計；代理記賬；會計諮

詢、稅務諮詢、管理諮詢、會計培訓；法律、法

規規定的其他業務（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

關部門批準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mailto:jessica.mu@uas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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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中山路 136 號希望

大廈 903-908A、926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楊興鋼 

聯絡人郵箱：xinggang.yang@cbre.com.cn 

電話：0411-39036246 

傳真：0411-39036227 

微博：北京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微信：CBRE_China 

網站：www.cbre.com.cn 

 

業務範圍：投資諮詢；房地產諮詢；項目管理諮

詢；從事房地產經濟業務；酒店經營管理；受總

公司委託，為總公司承接的物業管理項目提供相

關服務；機動車公共停車場服務（限物業範圍

內）（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

可展開經營活動） 

 

      

    

    北京凱諦思工程諮詢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中山路 136 號希望

大廈 32 層 06B、07 單元 

郵編：116001 

聯絡人：伍顯勤 

聯絡人郵箱：kenn.ng@arcadis.com 

電話：0411-88008018 

公司郵箱：Isdalian@cn.langdonseah.com 

傳真：0411-88008823 

網站：www.arcadis.com 

 

業務範圍：受總公司委託、承攬總公司經營範圍

內的業務（建築工程造價諮詢服務、建築工程管

理諮詢服務等、建設工程招標代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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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北京中遠大昌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大連市高新園區軟件園路軟景中心寫字

樓 801 室 

郵編：116002 

聯絡人：唐彥豔 

聯絡人郵箱：tangyy@cosco-dch.com 

電話：0411-81890759；13804965999 

公司郵箱：tangyy@cosco-dch.com 

傳真：0411-81890359 

網站：www.cosco-dch.com 

 業務範圍：汽車租賃 

    大連愛麗健康復醫院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金州新區金石灘中心大街

39 號 

聯絡人：張峻 

聯絡人郵箱：lukecheung@hotmail.com 

電話：852-66113465 

微信：732389200 

網站：eaulier.cn 

業務範圍：預防保健科，內科，外科，康復醫學

科，醫學檢驗科，醫學影像科，中醫科，中西醫

結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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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大連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西崗區五四路 66 號 

郵編：116011 

聯絡人：陳家俊 

聯絡人郵箱：DennisChan@hanglung.com 

電話：0411-39717111 

傳真：0411-62625766 

微博：大連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微信：dlolympia66 

網站：http://www.olympia66.com 

業務範圍：恒隆廣場精選世界名品，滙聚

全球潮流品味，致力打造一個多功能、高

品質的生活空間。商場共引進超過四百餘

家店鋪，薈萃了國際知名女士、男士服裝

服飾、珠寶鐘錶、目不暇接的世界美食、

國際頂級的娛樂休閒設施、動感活潑的時

尚童裝、令人愛不釋手的潮流美妝、新潮

數碼產品、激情四射的室內溜冰場以及超

凡試聽的立體影院等 

     大連海龍王物產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高新區園龍王塘街道 

聯絡人：吳芳全 

電話：0411-86297218 

傳真：0411-86297218 

業務範圍：養殖、收購、生產、加工水產

品、農產品和食品 

http://www.hanglung.co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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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大連華信天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金馬路 247 號 

郵編：116600 

聯絡人：姜廣勝 

聯絡人郵箱：565094039@qq.com 

電話：13898434007 

微信：ufchina 

公司郵箱：xghx_2008@163.com 

xghx_2008@163.com

業務範圍：有機化學原料的研發 

     大連華迅國際運輸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宏大路 18 號，萬達

大廈 1002 

郵編：116001 

聯絡人：董敏 

聯絡人郵箱：dongmin@ufreight.com 

電話：0411-82843297/87 

公司郵箱：dlcstaff@ufreight.com 

傳真：0411-39649099 

微信：uflgroupcn 

網站：www.ufreight.com 

業務範圍：承辦進出口貨物的運輸代理業務，

包括攬貨、訂貨、包機、倉儲、中轉、集裝箱

拼箱拆箱、結算、國際空運快件、報關、報

驗、保險及相關的短途運輸、諮詢服務、航空

運輸銷售代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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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濟豐包裝紙業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開發區得勝鎮張屯 

郵編：116635 

聯絡人：苗升 

電話：0411-87211616-818/0411-87211717 

傳真：0411-87212008   

業務範圍：開發、生產高檔紙板、紙墊板、

紙箱、包裝紙製品及相關包裝裝潢的設計與

印刷、銷售（自產產品） 

     大連嘉友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軟件園路 35 號 

郵編：116023 

聯絡人：宋雪子 

電話：0411-84736922 

公司郵箱：DJSHR@dldjs.com.cn 

微信：jiayouruanjian 

業務範圍：計算機軟硬件開發、技術諮

詢，技術服務，計算機網絡系統設計、綜

合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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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九龍倉綠城置業有限公司 

      地址： 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白雲街 35-4-5 號 108 室      
郵編：116000 

聯絡人：楊秀晶 

電話：0411-88008780 

傳真：0411-88008784 

業務範圍：位於大連市中山區不朽巷，建設用地

編號為：大城（2012）-21 號地塊內的房地產開

發、建設、銷售、租賃及相關配套業務 

    大連金百味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辛寨子工業園區 

郵編：116039 

聯絡人：梁晶 

聯絡人郵箱：jinbaiweibgs@163.com 

電話：0411-86305555 

傳真：0411-86303899 

公司郵箱：jinbaiweibgs@163.com 

微信：大連金百味集團有限公司 

網站：http://jinbaiweigroup.com 

業務範圍：經營範圍涉及肉類食品、海產食

品、罐頭食品、休閒食品、保鮮濕面、包裝

物料製造及軟包裝彩色印刷等，產品不僅行

銷全國，而且遠銷至美國、歐洲、俄羅斯、

澳大利亞、日本、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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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綠屋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西崗區新開路 99 號珠江國際大

廈 2003 室 

聯絡人：李文彬 

聯絡人郵箱：dl-yuying1@ghg-china.com 

電話：18641180485 

傳真：0411-39676755 

業務範圍：餐飲管理；經濟信息諮詢 

   大連美國國際學校 

地址：大連市金州新區金石灘滇池路 2 號 

聯絡人：王淑華 

聯絡人郵箱：audrey.wong@daischina.net 

電話：0411-87572000 

公司郵箱：admissions@daischina.org 

網站：www.daischina.org 

業務範圍：國際學校（開展學前教育、小

學、初中和高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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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時代廣場商業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50 號 

郵編：116001 

聯絡人：董紅梅 

聯絡人郵箱：connydong@dltimessquare.com 

電話：18804280515 

傳真：0411-39857908 

微博：大連時代廣場 

微信：大連時代廣場 

網站：www.daliantimessquare.com 

業務範圍：商鋪經營、出租 

    大連諾美液壓件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開發區 49 號矢島機械-B 

郵編：116600 

聯絡人：李春勝 

聯絡人郵箱：jeff.li@nurmi.cn 

電話：0411-39224252 

公司郵箱：jeff.li@nurmi.cn 

業務範圍：液壓油缸套、液壓元件的開發研

究、生產製造、維修服務；貨物、技術的進

出口業務（進口商品分銷業務除外，法律法

規禁止的項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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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嵩源木業有限公司 

    大連時代豪庭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甘井子區南關嶺街道姚北路 25 號 

郵編：116037 

聯絡人：陳志國 

聯絡人郵箱：czg198@163.com 

電話：0411-86870209 

傳真：0411-86870209 

公司郵箱：czg198@163.com 

業務範圍：生產加工木質拼接板、地板條及

各種木器精加工產品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50 號 

郵編：116001 

聯絡人：董紅梅 

聯絡人郵箱：connydong@dltimessquare.com 

電話：18804280515 

傳真：0411-39857908 

業務範圍：物業管理、房屋租賃諮詢、服務；

供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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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瓦房店金宇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地址：瓦房店市鑽石街 37 號萬眾地產 6 樓港

華燃氣 

郵編：116300 

聯絡人：王志方 

聯絡人郵箱：zhj94422@163.com 

電話：0411-62571962 

業務範圍：城市燃氣管道建設與管道燃氣銷售 

    大連香格里拉酒店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66 號 

郵編：116001 

聯絡人：王丹霞 

聯絡人郵箱：lara.wang@shangri-la.com 

電話：15898176688 

公司郵箱：slda@shagri-la.com 

微博：大連香格里拉大酒店 

微信：大連香格里拉大酒店（服務號） 

網站：www.shangri-la.com 

傳真：0411-82525050 

業務範圍：在人民路 66 號及大城（2011）-7

號地塊建設。經營和管理酒店及公寓；公寓出

租及公寓出售；從事酒店及公寓內的客房、商

店、寫字間、娛樂、餐飲、購物、停車場等配

套服務的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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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新世界大廈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友好路 101 號 

郵編：116001 

聯絡人：戴克遠 

電話：0411-82820111 

業務範圍：房地產開發建設、出租；出售

高級公寓、寫字間；經營酒店、餐廳、咖

啡廳、酒吧、健身中心等；經營購物中

心、出租店鋪 

    大連新世界酒店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41 號 

郵編：116001 

聯絡人：王藝群 

聯絡人郵箱：alice.wang@newworldhotels.com 

電話：13478730210 

公司郵箱：cynthia.wang@newworldhotels.com 

傳真：0411-88078696 

微博：大連新世界酒店微博 

微信：NewWorldDalianHotel 

網站：www.newworldhotels.com 

業務範圍：出租、出售高級公寓及會議展覽廳；

經營客房、餐廳、健身中心、娛樂設施、商務中

心等配套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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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大連億達名氣通數據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甘井子區翠峪路 5 號 

郵編：116039 

聯絡人：張天喆 

聯絡人郵箱：zhang.tianzhe@towngayida.com 

電話：0411-84769311 

公司郵箱：yida-helpdesk@towngasyida.com 

傳真：0411-84766961 

網站：www.tgtdl.com 

微信：TGTYIDA 

 

 

 

業務範圍：以承接服務外包方式從事系統應用

管理和維護、信息技術支持管理、銀行後台服

務、財務結算、人力資源服務（中介服務除

外）、軟件開發；城市弱電管網設計、建設、

安裝、維修、出租並提供各種技術服務（需憑

資質經營的項目在取得資質後方可經營）；從

事以上事項相關的技術諮詢服務；並提供系統

集成、網路工程、雲平台及軟硬件設施、網路

接入等技術諮詢及相關服務；計算機軟、硬件

及輔助設備的批發（不涉及國營貿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額、許可證管理商品的，按國家有

關規定辦理申請）；服務器機架租賃（依法須

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展開經

營活動） 

  

     大連興輪軸承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瓦房店市西郊工業園區學府街 6 

號 

郵編：116300 

聯絡人：邢文廣 

聯絡人郵箱：info@xlb.cc 

電話：13905743099 

傳真：0411-85667029 

公司郵箱：info@xlb.cc 

微信：xlbtrb、XLBearings、大連興輪 

網站：www.dl-xlbearings.com 

 

 

業務範圍：內徑 ø70mm - 外徑 ø1500mm 滾動軸

承的設計、生產及服務 

 
                                  

 

http://www.tgt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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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銀帆賓館 

 

 

 

 

 

 

地址：大連市開發區金馬路 135 號 

郵編：116600 

聯絡人：王政平 

聯絡人郵箱：george.wang@infinehotel.cn 

電話：15304110007 

公司郵箱：infinehotel@infinehotel.cn 

傳真：0411-87611322 

微信：大連銀帆賓館 

網站：www.infinehotel.cn 

微博: 大連銀帆賓館 

業務範圍：客房、寫字間、餐飲、遊樂、商

場、交通服務、洗浴、美容美髮、商務服

務、會議服務、大連銀帆賓館區域內的車輛

停放看護 

 

 

 

                         

     

 

     
    大連意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七賢嶺匯賢街 1

號#03-02A 室 

郵編：116025 

聯絡人：Cindy 

電話：0411-39776910 

網站：www.egplusww.com 

 

 

業務範圍：平面設計、數字媒介解決方案的

設計開發及相關技術諮詢和技術服務；貨

物、技術進出口（進口商品分銷和法律、法

規禁止的項目除外；法律法規限制的項目取

得許可證後方可經營）（依法須經批准的項

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在瀋陽、大連的香港企業電子名冊  
 

52 
 

大連企業   

     

 

    大陽精工貿易（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保稅區豪軒國際大廈 1001 室 

郵編：116600 

聯絡人：唐秋靜 

聯絡人郵箱：tgj88@126.com 

電話：17090084333 

網站：www.taiyo-seiko.cn 

公司郵箱：davideo204@126.com 

 

業務範圍：國際貿易、轉口貿易；電子儀

器及元器件、家用視聽設備、機械製造、

汽車配件、五金製品批發及佣金代理（拍

賣除外）；經濟信息諮詢等 

         
     戴德梁行房地產諮詢（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中山路 136 號希望大廈

1601-1602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韓明璇 

聯絡人郵箱：joyce.mx.han@cushwake.com 

電話：0411-83721990 

傳真：0411 88865299 

微博：戴德梁行 

微信：DTZ-China 

網站：cushmanwakefield.com 

 

業務範圍：物業管理、諮詢，物業發展顧問，

房地產業務諮詢，代理房地產出租，轉讓業

務，資料錄入及財會方面的遠程技術管理諮詢

服務，以承接外包方式從事系統應用管理和維

護，信息技術支持管理，數據處理等信息技術

和業務流程外包服務項目 

                                               

 



 

 在瀋陽、大連的香港企業電子名冊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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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連分所 

 

 

 

   

地址：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147號森茂大廈15F  

郵編：116011  

聯絡人：張青  

聯絡人郵箱：azhang@deloitte.com.cn  

電話：0411-83712859  

傳真：0411-83603297  

網站：www.deloitte.com/cn 

 

業務範圍：審查企業會計報表，出具審計報

告；驗證企業資本，出具驗資報告；辦理企業

合併、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審計業務，出具有

關報告；基本建設年度財務決算審計；代理記

賬；會計諮詢、稅務諮詢、管理諮詢、會計培

訓；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業務（依法須經批

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準後方可開展經營活

動）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行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7 號東亞銀行大廈

首層 

郵編：116001 

聯絡人：范會鑫 

聯絡人郵箱：fanhx@hkbea.com 

電話：0411-82809627 

傳真：0411-82641910 

 

業務範圍：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

期和長期貸款，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買

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買賣股票以外的

其他外幣有價證券；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

保，辦理國內外結算；買賣、代理買賣外

匯；代理保險；從事同業拆借；從事銀行

卡業務 

 

http://www.baidu.com/link?url=oEYsgQAnBT2gPrl8VirUJk4jwopYYlx8WJhqKBSrSDi&wd=&eqid=bae42184000074b6000000025742c5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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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電氣道 169 號 41 樓 A 室 

聯絡人：譚啟華 

電話：852 23262177 

公司郵箱：info@airsea.com.hk 

傳真：852 23524556 

微信：aswlogistics 

網站：www.airseaworldwide.com 

業務範圍：國際海運、空運、海空聯

運、倉儲、分發、供應及管理第三方物

流、綜合物流信息與設計、商檢報關、

國際展品及移居搬遷服務等 

    港捷（中國）國際貨運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上海中山南路 268 號新源廣場 16 層 

郵編：200010 

聯絡人：陳琪國 

電話：021-63326700 

公司郵箱：info@asw-shanghai.com.cn 

傳真：021-63326002 

微信：aswlogistics 

網站：www.airseaworldwide.com 

業務範圍：承辦海運、陸運、空運進出口貨

物、國際展品、私人物品及過境貨物的國際

運輸和代理業務，包括：攬貨、托運、訂

艙、倉儲、中轉、集裝箱拼裝拆箱、結算運

雜費、報關、報驗、相關的短途運輸服務及

運輸諮詢業務；無船承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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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味徠茶餐廳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43 號名店坊 4 樓 

聯絡人：劉玉泉/魏鴛妮 

聯絡人郵箱：65326011@qq.com 

電話：15942606789 / 13728860307 

微信：港味徠茶餐廳 

業務範圍：從事餐飲業 

    國泰精密機件（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金州新區灣達北路 5 號 

郵編：116600 

聯絡人：代豔杰 

電話：0411-39213888-830 

公司郵箱：dlmarket@cathaytatming.com 

傳真：0411-39215222 

網站：www.cathaytatming.com 

業務範圍：專業生產精密金屬零配件，產

品廣泛應用於汽車、電子消費、醫療器

械、工業器具等設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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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駐大連辦事處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友好路 105 曼哈頓 1 座

2012 

郵編：116001 

聯絡人：林承恩 

聯絡人郵箱：sylam@chinesebeans.com 

電話：13998668747 

公司郵箱：chinesebeans@china.com 

傳真：0411-82782033 

網站：www.chinesebeans.com 

業務範圍：芸豆出口 

    滙豐銀行大連分行 

地址：大連市人民路 68 號宏譽大廈 2 層 

郵編：116001 

聯絡人：顏顏 

聯絡人郵箱：coco.y.yan@hsbc.com.cn 

電話：0411- 88876661 

傳真：0411- 82807156 

業務範圍：在下列範圍內經營全部外匯

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吸收公眾存款；發

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票據承

兌與貼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

買賣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證券；提

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辦理國內外結

算；買賣、代理買賣外匯；代理保險；

從事同業拆借；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

保管箱服務；提供資信調查和諮詢服

務；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

的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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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丹置地（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長江東路 96 號 1 單

元 2 層 8 號 

郵編：116001 

聯絡人：Tammy Zhang 

聯絡人郵箱：tammy.zhang@dl.kardanland.com 

電話：0411-82597211 

傳真：0411-82597211-8500 

網站：www.kardanland.com 

業務範圍：大連市中山區東港區 C12 地塊現代

購物中心及服務式公寓的開發建設、經營、銷

售；自有房屋租賃以及相關的物業管理；停車場

的經營管理（憑許可證經營）；房地產諮詢（依

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

經營活動） 

    科技世界網貿易（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保稅區市場大廈 301A-

51-64 

聯絡人：梁傑 

聯絡人郵箱：liangjie@twwtn.com 

電話：0411-39731515 

傳真：0411-39731545 

網站：www.twwtn.com 

公司郵箱：ir@twwtn.com 

業務範圍：國際貿易、轉口貿易（不含進口

分銷、商品展示）網絡技術開發、計算機軟

硬件開發、科技企業信息諮詢和技術的諮詢

及營銷策劃、企業形象策劃服務、電腦圖文

設計 

http://www.kardanland.com/html/cn/index.html
http://www.twwtn.com/
mailto:liangjie@twwt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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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利比投資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中山路 136 號 1103A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段世文 

聯絡人郵箱：sm.twen@cn.rlb.com 

電話：0411-39737778 

公司郵箱：dalian.admin@cn.rlb.com 

傳真：0411-39737779 

網站：http://rlb.com 

 

業務範圍：國際經濟諮詢、投資諮詢及中

介、貿易信息諮詢、房產信息諮詢、企業

管理諮詢、市場調研（涉及行政許可的須

憑許可證經營） 

 

       

    
     
   遼寧港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68 號宏譽大廈 2203-

4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劉軍 

電話：0411-82755558、15541195566 

公司郵箱：info@asw-dalian.com.cn 

微信：aswlogistics 

網站：www.airseaworldwide.com 

傳真：0411-82719911 

業務範圍：承辦海運、空運進出口貨物的

國際運輸代理業務；無船承運業務，包

括：訂艙（含租船、包機、包艙）、托

運、倉儲、包裝；貨物的監裝、監卸、集

裝箱拼裝拆箱、分撥、中轉及相關的短途

運輸服務；代理報關、報檢；繕製簽發有

關單證；國際展品、私人物品及過境貨物

運輸代理；國際多式聯運、集運（含集裝

箱拼箱）；國際快遞業務（不含私人信函

和縣級以上黨政軍機關公文的寄遞業

務）；諮詢及其他國際貨運代理業務 

 

http://rl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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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普華永道個人稅務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 147 號森茂

大廈 8 樓 

郵編：116011 

聯絡人：王楠 

聯絡人郵箱：nicole.n.wang@cn.pwc.com 

電話：0411-83791888 

傳真：0411-83791800 

微博：普華永道中國 

微信：PWCCHINA 

網站：www.pwccn.com 

業務範圍：國際經濟信息諮詢、境內外個人稅

務諮詢、企業員工管理和薪酬管理策劃諮詢

（涉及行政許可的須憑許可證經營） 

    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連分所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 147 號森茂

大廈 8 樓 

郵編：116011 

聯絡人：王曉輝 

聯絡人郵箱：owen.wang@cn.pwc.com 

電話：0411-83791888 

傳真：0411-83791800 

微博：普華永道中國 

微信：PWCCHINA 

網站：www.pwccn.com 

業務範圍：業務主要面向中國東北地區，為不

同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提供

全方位的審計、重組上市、企業融資及稅務諮

詢等專業服務。客戶涉及裝備製造、電子、信

息科技、通訊、運輸物流、汽車、建築、金

融、酒店旅遊、服務外包、房地產及其他工業

領域 

http://www.pwccn.com/home/eng/index.html
http://www.pwccn.com/home/e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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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普華永道諮詢（深圳）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 147 號森茂

大廈 8 樓 

郵編：116011 

聯絡人：王慧玲 

聯絡人郵箱：nina.h.wang@cn.pwc.com 

電話：0411-83791888 

傳真：0411-83791800 

微博：普華永道中國 

微信：PWCCHINA 

網站：www.pwccn.com 

業務範圍：從事各類經濟信息諮詢，包括稅務

諮詢（中介除外）（涉及許可經營的憑“許可

證”經營） 

    瑞豐德永管理諮詢（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同興街世貿大廈 2206 

郵編：116001 

聯絡人：辛婷婷 

聯絡人郵箱：dlmgr@rf.hk 

電話：13889683605、0411-82506093 

公司郵箱：dl@rf.hk 

傳真：0411-82506094 

微信：瑞豐德永 

網站：www.rf.hk 

業務範圍：企業管理諮詢；經濟信息諮

詢；圖文設計製件（廣告除外）；市場

營銷策劃（廣告除外）；企業形象策

劃；會議服務（主辦、承辦除外） 

http://www.pwccn.com/home/e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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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松榮金屬製造（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遼寧街 27

號-1 

郵編：116600 

聯絡人：胡俊峰 

聯絡人郵箱：hjf@srjsdl.com 

電話：13898681211 

公司郵箱：hjf@srjsdl.com 

傳真：0411-87638816 

業務範圍：散熱器、金屬製品、模具製品以

及樹脂製品 

    上海德勤稅務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連分所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 147 號 15 層 

郵編：116021 

聯絡人：于彬    

聯絡人郵箱：eryu@deloitte.com.cn       

電話：0411-83712888    

公司郵箱：eryu@deloitte.com.cn   

傳真：0411-83603297   

網站：www.deloitte.com/cn 

業務範圍：代辦稅務登記、納稅和退稅、減免

稅申報、建賬記賬，增值稅壹般納稅人資格認

定申請，利用主機共享服務系統為增值稅和壹

般納稅人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代為制作涉稅

文書，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納稅申報的鑒證，

企業稅前彌補虧損和財產損失的鑒證，開展稅

務諮詢（顧問）、稅收籌劃、涉稅培訓等涉稅

服務業務和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涉稅鑒證

業務；信息技術諮詢、企業管理諮詢，商務信

息諮詢；信息技術服務、數據服務、雲計算服

務，計算機軟件的開發、設計、制作、測試、

銷售，計算機系統集成；貨物、技術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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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偉士德誠運輸（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港灣街 20A 

郵編：116001 

聯絡人：王秋芳 

聯絡人郵箱：jennifer.wang@weiss-rohlig.net 

電話：13940959143 

公司郵箱：jennifer.wang@weiss-rohlig.net 

傳真：0411-82766687 

微信：WR_china 

網站：http://intranet/en/default.aspk 

業務範圍：承辦海運、空運進出口貨物的國

際運輸代理業務，包括：攬貨、訂艙、倉

儲、中轉、集裝箱拼接拆箱、結算運雜費、

報關、報驗、運輸諮詢業務；無船承運業務

等 

    天暢醫療衛生用品（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雙 D 港生命

3 路 46 號 

郵編：116600 

聯絡人：謝桂娜 

聯絡人郵箱：marketing@tangcare.com 

電話：0411-39216111-303 

公司郵箱：marketing@tangcare.com 

傳真：0411-39216112 

網站：www.tangcare.com 

業務範圍：生產醫用敷料（紗布、棉簽、棉

球）、化妝棉；研究開發各種化妝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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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香港駿匯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大連代表處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15 號國際金融大

廈 

郵編：116001 

聯絡人：史月 

聯絡人郵箱：cindy@smartteam.hk 

電話：15711950051 / 0755-82300842 

公司郵箱：hk@smartteam.hk 

微信：lianzuiqianxian 

網站：www.smartteam.hk 

業務範圍：從事與隸屬外國（地區）企業有關

的非盈利業務活動 

     香港貿易發展局大連辦事處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港興路 6 號萬達中心

3109-3110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王藝霏 

聯絡人郵箱：Kelly.yf.wang@hktdc.org 

電話：0411-82714991 

公司郵箱：dalian.office@hktdc.org 

傳真：0411-82714234 

微博：香港貿發局 

微信：HKTDCofficial 

網站：www.hktdc.com 

業務範圍：香港貿易發展局是專責推廣香港對

外貿易的法定機構，服務物件包括以香港為基

地的貿易商、製造商及服務業者，致力推廣香

港作為全球企業與中國內地及亞洲經商的平台 

http://www.baidu.com/link?url=E-VL5Z4ftBtn9hmxrDDZOZEV7KOdwv90d86m7sylsYi5_9aGSLZO_djAN0R2CV81_Xk3L1mI12hJJaxTOvvNya&wd=&eqid=dfb2d5820000355a000000025743f7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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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協力管理諮詢（深圳）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高新園區軟件園東路 21

號 12 號樓 501D 

郵編：116023 

聯絡人：Sophie Wang 

聯絡人郵箱：sophie.wang@dezshira.com 

電話：0411-39573311-8063 

傳真：0411-39573311-8088 

微信：DSA_China 

網站：www.dezshira.com 

業務範圍：企業管理諮詢，商業策劃及經濟信息

諮詢；以承接服務外包方式從事員工工資、稅

收、福利以及相關信息的數據處理，並代客戶支

付工資、福利和稅收；投資策劃；代理記帳 

   永晟（大連）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黃浦路

512 號 4 層 041111 號（辦公地址：遼寧

省大連市中山區港灣街 20 號） 

郵編：116000 

聯絡人：薛邦斗 

聯絡人郵箱：306462066@qq.com 

電話：13352239226 

公司郵箱：yuhaiyue@tianenlu.net 

傳真：0411-82767310 

業務範圍：融資租賃業務；各類租賃業務；向

國內外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

維修；租賃交易諮詢（涉及行政許可的，憑許

可證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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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澤坤國際貨運代理（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亞太國際金融

中心 1105 室 

郵編：116001 

聯絡人：劉彥鑫 

聯絡人郵箱：leona_liu@harmony.com.cn 

電話：0411-82535886 

公司郵箱：leona_liu@harmony.com.cn 

傳真：0411-82535800 

 

 

 

業務範圍：承辦海運、空運進出口貨物等國際

運輸代理業務 

 

              

    優趴趴（大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解放路 19 號百年城 516 號 

聯絡人：何文俊 

聯絡人郵箱：ianho99@yopapa.com 

電話：18642663382 

網站：www.yopapa.com 

 

業務範圍：餐飲服務；餐飲企業的管理服

務；餐飲設備的批發業務（不涉及國營貿易

管理的商品，涉及配額、許可證、專項規定

管理商品的，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申請）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

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http://www.yopa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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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行 

 

 

 

 

 

 

地址：大連市中山區港興路 6 號萬達中心寫字

樓 40 層 03-05 單元 

郵編：116001 

聯絡人：曹文博 

聯絡人郵箱：Wenbo.Cao@sc.com 

電話：0411-82355857 

傳真：0411-82355999 / 0411-82355998 

網站：www.sc.com 

 

業務範圍：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

長期貸款；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買賣政府債

券，金融債券，買賣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幣有價

證券 

   

     正大能源材料（大連）有限公司 

 

 

    

 

 

 

 

 

地址：大連市沙河口區會展路 115 號百年匯

A 座 24F 

郵編：116021 

聯絡人：陳小巍 

聯絡人郵箱：chenxiaowei@ctdmto.com 

電話：0411-86796666 

公司郵箱：zdny@ctdmto.com 

傳真：0411-86796666 

網站：www.ctdmto.com 

 

業務範圍：允許外商投資和經營的化學化工

產品尤其是催化材料、催化劑和環保技術及

產品等進行研發、生產和銷售及銷售渠道的

建立、使用催化材料的軟件包以及專利技術

轉讓；在國外銷售獨資公司生產的產品軟件

包，並提供售後服務；設立科研開發中心或

部門，從事新產品和高新技術的開發，轉讓

開發成果，並提供相應的技術服務（憑許可

證生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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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企業  

  

  

    FIL（大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高新區軟體園東路 21 號 12

樓 601 室 

聯絡人：Betty Wang 

聯絡人郵箱：betty.wang@fil.com 

電話：0411-39716099 

網站：www.fidelity.com.cn 

 

 

業務範圍：計算機軟硬件的研究、開發、安

裝、維護及技術諮詢，相關設備的銷售（不

含零售）；軟件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系統

集成的研究、開發、技術轉讓、技術支持和

諮詢服務（不含進口分銷）；經濟信息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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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有興趣加入《在瀋陽、大連的香港企業電子名冊》的香港企業，

請登錄 http://www.bjo.gov.hk/tc/doing_business/directory.html 下載資料

表格，填妥後按照表格上列示方式交回，以便在編制更新版時加入。 

06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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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中國）企業諮詢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7 

北京高力國際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7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8 

北京凱諦思工程諮詢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8 

北京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9 

戴德梁行房地產諮詢（大連）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9 

德勤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10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瀋陽分行 10 

豐盛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11 

合龍（瀋陽）貿易有限公司 11 

華潤停車場（瀋陽）有限公司 12 

遼寧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12 

遼寧華申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13 

遼寧錦海食品有限公司 13 

遼寧米亞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14 

遼寧盛華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14 

遼寧希望教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5 

遼寧鑫利律師事務所 15 

遼寧支生美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6 

遼寧中環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16 

遼寧中環商業保理有限公司 17 

派克埃迪亞流體連接件（瀋陽）有限公司 17 

普華永道商務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18 

瑞陽機械自動化（瀋陽）有限公司 18 

瀋陽寶樹置業有限公司 17 

瀋陽帝姿美容健美形象有限公司 17 

瀋陽恒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18 

瀋陽宏成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18 

沈阳美东丰树工业建设有限公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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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埃奧爾工業科技有限公司 19 

瀋陽奧特萊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19 

瀋陽寶樹置業有限公司 20 

瀋陽帝姿美容健美形象有限公司 20 

瀋陽恒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21 

瀋陽宏成微生物研究有限公司 21 

瀋陽鴻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夏宮虹藝會） 22 

瀋陽華匯房地產有限公司 22 

瀋陽建偉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 23 

瀋陽精大稀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23 

瀋陽麗都商務有限公司 24 

瀋陽美東豐樹工業建設有限公司 24 

瀋陽美景新天地商務有限公司 25 

瀋陽南華鴻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25 

瀋陽謙謙科技有限公司 26 

瀋陽泉輝國際老年康復有限公司 26 

瀋陽三達房產開發有限公司 27 

瀋陽尚柏百貨有限公司 27 

瀋陽新世界新匯置業有限公司 28 

瀋陽御豪會餐飲服務有限公司 28 

瀋陽御豪會餐飲服務有限公司三好分公司 29 

瀋陽遠大鋁業工程有限公司 29 

瀋陽越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30 

瀋陽越秀地產有限公司 30 

瀋陽中恒天地置業有限公司 31 

希爾斯國際貿易（遼寧）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大酒店（瀋陽）有限公司 29 

新創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瀋陽分公司 29 

新世界 （瀋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30 

新世界 （瀋陽）房地產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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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中升駿馳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 31 

所羅門投資管理（遼寧）有限公司 32 

希爾斯國際貿易（遼寧）有限公司 32 

香格里拉大酒店（瀋陽）有限公司 33 

新世界 （瀋陽）房地產開發管理有限公司 33 

新世界 （瀋陽）房地產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4 

星摩爾（瀋陽）商業有限公司 34 

贏華泰（中國）儀器有限公司 35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瀋陽分行 35 

中國輝山乳業控股有限公司 36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 - 瀋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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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船務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大連代表處 38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連分所 38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39 

北京凱諦思工程諮詢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39 

北京中遠大昌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40 

大連愛麗健康復醫院有限公司 40 

大連海龍王物產有限公司 41 

大連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41 

大連華信天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42 

大連華迅國際運輸有限公司 42 

大連濟豐包裝紙業有限公司 43 

大連嘉友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43 

大連金百味集團有限公司 44 

大連九龍倉綠城置業有限公司 44 

大連綠屋餐飲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45 

大連美國國際學校 45 

大連諾美液壓件有限公司 46 

大連時代廣場商業有限公司 46 

大連時代豪庭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47 

大連嵩源木業有限公司 47 

大連瓦房店金宇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48 

大連香格里拉酒店有限公司 48 

大連新世界大廈有限公司 49 

大連新世界酒店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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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興輪軸承有限公司 50 

大連億達名氣通數據服務有限公司 50 

大連意繪科技有限公司 51 

大連銀帆賓館 51 

大陽精工貿易（大連）有限公司 52 

戴德梁行房地產諮詢（大連）有限公司 52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連分所 53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行 53 

港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54 

港捷（中國）國際貨運有限公司 54 

港味徠茶餐廳 55 

國泰精密機件（大連）有限公司 55 

宏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駐大連辦事處 56 

滙豐銀行大連分行 56 

凱丹置地（大連）有限公司 57 

科技世界網貿易（大連）有限公司 57 

利比投資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58 

遼寧港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58 

普華永道個人稅務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59 

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大連分所 59 

普華永道諮詢（深圳）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60 

瑞豐德永管理諮詢（大連）有限公司 60 

上海德勤稅務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連分所 61 

松榮金屬製造（大連）有限公司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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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暢醫療衛生用品（大連）有限公司 62 

偉士德誠運輸（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62 

香港駿匯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大連代表處 63 

香港貿易發展局大連辦事處 63 

協力管理諮詢（深圳）有限公司大連分公司 64 

永晟（大連）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64 

優趴趴（大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65 

澤坤國際貨運代理（大連）有限公司 65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行 66 

正大能源材料（大連）有限公司 66 

FIL（大連）科技有限公司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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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告示及免責聲明 
 

 

1. 登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下稱“駐京辦”）網頁下載《在瀋陽、大連

的香港企業電子名冊》（下稱“《名冊》”），即表示閣下已無條件接受此版權告示

的條款，以及駐京辦或駐遼寧聯絡處（下稱“聯絡處”）在毋須事先通知閣下的情況

下可隨時做出修改及/或增補。請定期瀏覽該網頁，查看此版權告示的修改及/或增補。 

 

 

2. 除另有注明外，《名冊》所載的內容皆受駐京辦所擁有的版權約束。 

 

 

3. 若閣下想透過任何方法進行複製、分發或其他方式使用《名冊》內任何非文字內容

（包括但不限於照片、圖像、圖畫、圖片、音頻檔案和圖像文件檔案）作任何用途，

須 事 先 得 到 聯 絡 處 的 書 面 同 意 。 有 關 申 請 可 電 郵 至 聯 絡 處 （ 電 郵 地 址 ：

lnlu@bjo.gov.hk）。 

 

4. 若《名冊》內的非文字內容涉及由第三方擁有的版權，在複製、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任何此等非文字內容前，必須先取得版權擁有者的授權或同意。 

 

 

5. 《名冊》內受駐京辦版權保護的文字內容可以任何形式或媒體免費複製和分發，作個

人用途或供機構內部使用，惟須符合下列條件： 

a) 複製本不得出售或換取任何利益、得益、利潤或報酬，或用作任何其他商業用

途； 

b) 文字內容必須準確地被複製，並不得用以對駐京辦或聯絡處的任何精神權利有不

利影響； 

c) 必須注明駐京辦為該文字內容的版權擁有人，並注明該文字內容的來源為《在瀋

陽、大連的香港企業電子名冊》。 

 

6. 第 5 條所述的准許只適用於《名冊》內受駐京辦版權保護的文字內容。駐京辦或聯絡

處有權於任何時間及在毋須事先通知閣下的情況下撤回第 5 條所述的准許。 

 

7. 若閣下想透過第 5 條所述以外的方法複製、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名冊》內任何受

駐京辦版權保護的文字內容，或作第 5 條所述准許以外的任何用途，須事先得到駐京

辦或聯絡處的書面同意。有關申請可電郵至聯絡處（電郵地址：lnlu@bjo.gov.hk）。 

 

 

版權告示 

版權擁有的範圍 

《名冊》所載的非文字內容 

《名冊》所載的文字內容 

mailto:lnlu@bj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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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名冊》所載的文字內容涉及第三方版權，在複製、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該文字

的內容前，必須獲得版權擁有人的授權或准許。 

 

9. 為免生疑問，第 5 條所述准許並不引伸至其他與《名冊》上載明的網站/網址的任何內

容。若閣下想複製、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該等網站/網址的任何內容，必須獲得有關       

版權擁有人一切所需的授權或許可。 

 

 

10. 除非本免責聲明另有注明，《名冊》內的信息以「現況」形式提供，並無任何種類的

明示或暗示的保證，以及只作一般性質及說明用途。尤其是，對於該等內容的準確

性、可靠性、安全性及時間性，駐京辦及聯絡處概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證，駐京

辦及聯絡處亦不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保證該等內容適合使用，並無侵權。對該等資

料，駐京辦及聯絡處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失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擔任

何責任。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依據《名冊》所載的任何資料或不能使用《名

冊》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壞

或損害），駐京辦及聯絡處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 

 

11. 對於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依據個人/單位/局/部門透過《名冊》所提供的電子服務

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或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損或損

害），駐京辦及聯絡處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 

 

12. 《名冊》載有由第三方提供的材料。為方便查閱由第三方或通過第三方提供的信息，

閣下可透過其提供或協助提供載明之網址找尋至外界網站。駐京辦及聯絡處聲明其並

沒有核准或認可第三方在《名冊》提供的材料或《名冊》提供之任何外界網站。《名

冊》提供的任何該等材料或外界網站的網址均不構成任何第三方或外界網站與駐京辦

或聯絡處的任何形式的合作或聯繫。提供或協助提供該等由第三方所給予的材料或外

界網站網址，並不構成駐京辦或聯絡處贊同或沒有不贊同任何該等材料之內容或外界

網站之內容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聲明、陳述或保證；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不能

使用或依據由或通過《名冊》傳遞或提供的任何該等材料之內容或外界網站的材料之

內容而引致或所涉及的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壞或損

害），駐京辦及聯絡處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 

 

13. 《名冊》內的資料乃由企業自行提供，駐京辦及聯絡處對企業資料的真實性、準確

性、適用性均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因使用該些資料引致的任何損失和法律責

任，駐京辦及聯絡處一概無需承擔。如相關企業權利人認為《名冊》內信息有誤，可

與聯絡處聯繫（電郵地址：lnlu@bjo.gov.hk），駐京辦及聯絡處有權隨時修正或更

新。 

 

 

 

連結網站所載內容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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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任何由《名冊》所載資料所產生或與之相關的損失或損害，駐京辦及聯絡處概不承

擔任何責任。駐京辦及聯絡處保留權利按其獨有酌情權及在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或事先

通知的情況下隨時刪除、暫時停載或編輯《名冊》的一切資料。閣下有責任自行評估

《名冊》包含的所有資料，並須加以核實，例如參閱原本發布的版本，以及在根據該

等資料行事之前徵詢獨立意見。 

 

15. 當閣下一旦使用《名冊》，即表示閣下無條件接受上述的免責條款，以及駐京辦或聯

絡處在毋須事先通知閣下的情況下可隨時對上述條款作出的修改及/或增補。請定期瀏

覽駐京辦相關網頁，查看可有任何修改及/或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