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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come from diligence, 

and knowledge is gained by accumulation.



公司简介

专业创造价值
Creating value Professionally

苏州胜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市高新区青花路89号（浒关工业园内）。目前公司总面积33300平方米，加工仓储面积12000平方米，为超过100
家客户提供着钢板、铝板供应链管理的全面解决方案。 Suzhou Vico Materrial Technology Co., Ltd located in Qinghua Road Suzhou New District No.89 (Xuguan 
Industrial park). At present, Vico covers an area of 33300㎡ , including processing and warehousing area of 12000 ㎡. Vico provides total supply chain solutions of steel and 
aluminum for more than 100 clients.

科创机器人（KC.AUTOMATION)，为苏州胜禹股份全资子公司，是一家活跃在自动化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国内外地均有我们的优质合作伙伴。公司共有员工
约240多人，主要致力于非标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机交互系统等智能制造全方位解决方案的开发与应用。我们生产的设备从手动
工位到多级全自动生产线一应俱全。凭借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专有制造工艺，我们已经成为行业同类产品的领先制造商。 KC.Automation,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Suzhou Vico , is an innovative enterprise active in AUTOMATION. Our quality partners are all over the country. Company has about 240 employees, is mainly 
engaged in non-standard automation equipment, automation equipment,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Our equipment ranges from manual station to multistage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With our 
expertise and know-how, we have become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similar product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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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禹公司成立

发展历程

厦门胜禹公司成立

重庆胜禹公司成立

公司挂牌

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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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禹

重庆胜禹

厦门胜禹

广东胜禹

江苏科创

产业结构

SECC   电镀锌钢板

SGCC   热镀锌钢板

SGLC    镀铝锌钢板

SPCC    冷轧钢板

SPHC-PO  热轧酸洗钢板

ALUMINUM   铝板/铝挤

旗下产品介绍



公司治理

胜利精密与我司策略合作，其作为战略

投资者，不参与我司任何经营，胜禹股份在
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具备独立性，
详见公开转让说明书.



客户领域

01

02

03

家电制造业、电子制造业、交通制造业、钣金制造业

及特殊制造业。

家电与电子制造业辐射客户：京东方、海信、创维、TCL、三星、友达、华硕、格力

交通制造业辐射客户：吉利、福特、大众、奇瑞路虎、悦达起亚、长城、

钣金制造及特殊制造辐射客户：震旦、图腾、佳能、爱普生、等特殊制造体系客户



【汽车部件产品系列】

发动机支架 油泵壳体 铰链支架

轴承套 铝阀体 总泵缸体

产品应用



【3C 产品系列】

手机外壳 手机外壳手机外壳

平板外壳 电脑外壳电脑外壳

相机外壳 相机外壳 电脑支架

产品应用



华硕：日腾大泰 巨腾 通达 杰尔

戴尔：希恩碧日腾大昶

联想：通达胜利研精舍瑞宏

三星：胜利春秋

宏基：元镫

产品相关冲压厂



与韩铝阳极铝厂的战略合作



我司一直与中铝瑞闽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
关系，从NB阳极铝的研发到标准的制定以及日

常品质的互动在很多产品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并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与国内阳极铝厂的战略合作



加工产值



材料案列

任意产品合金的热处理状态依客户需求决定，每批出货附品质检验报告。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的产品品种、规
格、用量提前准备1-2个月的库存，
防范原材料的市场波动给客户带来
的不必要损失。

1-2 months inventory will be 
prepared in advance according to 
customers' forecast, which will help 
coustomers to minimize risks caused 
by the price fluctuation of metals.

1.按需备库存

行业优势

INVENTORY SERVICE ON CUSTOMERS' 
DEMAND



高标准仓储管理、严格分拣材料可
以在配送前将不良率降至最低，精
密加工设备减小误差，专业的配送
队伍（全程GPS跟踪）。
With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Full GPS 
Tracking), high standard warehousing 
management, strict material sorting 
and precision equipment, Vico can 
minimize the rejects for customers.

2.优秀的品质

行业优势

EXCELLENT QUALITY



定单快速反应（3-5日送货），质量
问题即时处理。

Quick response to orders 
(delivery within 3-5 days) and quality 
complaints.

3.高效的服务

行业优势

EFFECTIVE SERVICE



整合客户所提供的供应链的信用资
源，为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合作伙
伴（我们的客户）提供应收账款融
资。

Vico provides accounts 
receivable financing to our key clients.

4.供应链金融

行业优势

FINANCIAL SERVICE FOR SUPPLY CHAIN



公司投入使用的室内存储11万吨金
属材料仓库，采用ERP电子信息化仓
储管理。
Vico has ERP managed indoor 
warehouses for 110,000t metal 
material.

5.仓储物流

行业优势

WAREHOUSING FOR LOGISTICS



公司技术中心拥有专门的金属材料实验室，
配备了各种设备，对金属材料进行硬度、烟
雾、抗拉、屈服、铁损等专业检测。技术管
理人员不仅对金属的性能有深刻理解，更在
冲压、钣金、喷涂等金属处理工艺方面有着
丰富的经验，为客户提供了包括金属材料的
选择方案、使用方案及质量风险控制方案等
全方位的支持。
The Technology Center runs a metal laboratory 
equipped with many kinds of equipment to test 
hardness, salt spray,tensile strength,yield and 
iron Loss of metal.
With deep understanding of metal performance, 
our technicians also have rich experience in 
metal processing, such as punching,stamping, 
and spraying, etc. Vico provides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support in metal application.

6.技术支持

行业优势

TECHNOLOGY SUPPORT



胜禹从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

紧密高速纵剪分条机、数位式自动定尺整平
切片机，可加工各类表面要求苛刻的金属材
料。

随着公司的日益发展，同时也顺应客户的要
求，扩展原材表面处理工艺，2017年上半年
新增全自动卷料拉丝机1台，半自动拉丝机2
台，年可加工铝材5000吨以上，4条数位式自
动定尺整平切片生产线，年加工各类钢板10
万吨，铝板3万吨。

Vico has inported advanced precise high-speed 
slitting machines,
digital automatic leveling machine from Japan an 
Taiwan to process various metals with strict 
cosmetic riquirements. With 2 precise high-
speed slitting lines and 4 digital automatic 
leveling lines, Vico can process 100,000t variout 
steel and 30,000t aluminum sheets in Suzhou 
annually.

7.机器先进

行业优势

The machine advantages



通过多年的合作，公司于宝钢、鞍钢、马钢、
武钢、太钢、西南铝及部分台湾、日本及韩
国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目前
已成长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能提供多品种、多
规格、多产品金属材料供给增值服务的大型
金属材料配送中心。
Vico has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many mills such as Bao Steel, Anshan Steel, 
Maanshan Steel, Wuhan Steel, Taiyuan Steel, 
Southwest Aluminum, and some steel and 
aluminum suppliers in Taiwan, Japan and Korea. 
Vico has become the leading service center in 
China to provide value-added services in many 
varieties and specifications of metal materials.

8.产品供应链

行业优势

PRODUCT SUPPLY CHAIN



胜禹材料拥有一支强大的技术支持专业队伍，
通过自行开发ERP系统，利用库存预测与控制
技术、套裁优化加工技术、运输组培技术、
客户信贷评估技术，实现了专业物流加工、
配送管理上的飞跃。公司通过专用计算机程
序进行优化套裁，可以将基材的使用率提高
到到97%

With a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team, 
through independently-developed ERP system, 
with the inventory forecas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the nesting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the transportation assembly technology as well 
as client credit evaluation technology, Vico has 
realized the leap in professional logistics 
processing,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Through optimization and nesting by special 
computer program, Vico has raised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base material up to 97%.

9.产品损耗管控

行业优势

PRODUCT LOSS CONTROL



营销网络

厦门

苏州

重庆

10%

业务覆盖范围

胜禹用4年时间覆

盖了国内所有制造

基地，由北向南从

辽宁一直到广东，

一路上我们做出了

胜禹的品质与服务。

赢得了客户的口碑。

广东 20%

40%

30%



经营理念

01
诚信

02
高效

03

品质

04

创新
05

人性化我们致力于：

构建以金属原材料及产品的最佳服务产业链

成为金属行业流通的领先者

做全国生产流通的加速引擎

愿景



结束语

客户要求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我们专注于工业金属材料供应及实施服务，通过与全球知名企业的长期合作。服务

于全球知名品牌。具备了“快速响应，多层次需求服务”的综合管理与技术能力。

我们将为此不懈奋奋斗，善始善成。

我们 是未来 的开创者





关于我们
About  us      회사소개

科创机器人（KC.AUTOMATION)，为苏州胜禹股份
（股票代码：831626）全资子公司，是一家活跃在

自动化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国内外地均有我们的优质
合作伙伴。公司共有员工约240多人，主要致力于非

标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成套设备、工业机器人应用、
人机交互系统等智能制造全方位解决方案的开发与应
用。我们生产的设备从手动工位到多级全自动生产线
一应俱全。凭借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专有制造工艺，我
们已经成为行业同类产品的领先制造商。

KC.Automation,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Suzhou Vico (stock code: 831626), is an innovative enterprise active in AUTOMATION. Our quality partners are all 
over the country. Company has about 240 employees, is mainly engaged in non-standard automation equipment, automation equipment,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Our equipment 
ranges from manual station to multistage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With our expertise and know-how, we have become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similar 
product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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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HERE



YOUR COMPANY NAME HERE

ABOUT US



关于我们
About us       회사소개

01
TEXT HERE

解决方案涵盖：

消费电子制造产业、汽车产业、家电产业、OLED产业、医疗产业、智能物流产业等等相关范畴。

在与客户的合作过程中，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

面向客户、国际化思维、创新意识、可靠性、品质意识、成本优化



关于我们
About  us      회사소개

企业文化： 正直、专注、创新、高效、融合

服务理念：

满 意------------增加客户满意度

满 足------------满足员工、快乐工作

优 质------------提高生产力、创造高品质产品

01
TEXT HERE



ABOUT US01
TEXT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Maecenas porttitor congue 

massa. Fusce posuere, magna sed pulvinar ultricies, purus lectus malesuada libero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Project nam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Project name



OUR TEAM
YOUR COMPANY NAME HERE



我们的团队
OUR  TEAM 회사소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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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50人 销售团队：15人 服务团队：20人制造团队：150人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年轻又富有创造力的团队，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科创机器人现拥
有研发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师等各类中高级人才50多名，已建立起一支从销售、研发

设计到生产、管理、售后服务的高素质团队。可以自主设计出符合客户需求的各种非标
自动化设备及强大的软件开发能力，能够提供不同行业应用的自动化软、硬件的整体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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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HERE

OUR  TEAM 회사소개



OUR GOAL
YOUR COMPANY NAME HERE



我们的产品03
TEXT HERE

全自动金属板材生加工生产线

全自动高速纵剪生产线 PCM/VCM生产线

全自动汽车落料线 全自动校平横剪生产线 彩涂IN   LINE切线

OUR PRODUCTS     우리제품



我们的产品优势03
TEXT HERE

OUR  ADVANTAGES       우리의우세

全自动金属板材生加工生产线 ----------------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定向设计

我们的优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定向设计 -------------------- 个性化定制
高效自动低停机率的质量目标 ----------------------- 以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高品质的质量管控
成熟完善的系统控制 ----------------------- 采用进口成熟的控制系统，结合现场的实际需求
优质高效的售后服务 --------------------------- 全年无休快速响应













我们的产品03
TEXT HERE

OUR  TEAM 회사소개

全自动3D玻璃设备 -------------------- 来自韩国的核心技术

大尺寸3D玻璃
热弯机

手机玻璃平板
清洗机

全自动3D手机玻璃
热弯机

手机盖板玻璃
抛光机

手机3D曲面玻璃
贴合机



我们的产品优势03
TEXT HERE

全自动3D手机玻璃设备 -------------------- 来自韩国的核心技术，来自科创韩国研发中心的领先设计

我们的优势： 全自动玻璃上下料系统 -------------------- 机器人
全自动模具清洁系统 ----------------------- 毛刷自动清洁、粉尘清理和收集
稳定的温度控制系统 ----------------------- 固态继电器及PID精准温度控制（±2 ℃）
故障自动报警系统 --------------------------- 故障位置实时检测和显示
高效往复循环生产----------------------------- 30~35s / PCS,良率90%以上

OUR  ADVANTAGES       우리의우세



我们的产品优势03
TEXT HERE

OUR PRODUCTS     우리제품

全自动3D手机玻璃设备 -------------------- 来自韩国的核心技术，来自科创韩国研发中心的领先设计



我们的愿景

OUR  VISION            우리의희망

03
TEXT HERE

基于长年积累的技术经验，不断追求一流的技术，勇于开拓全
新的生产工艺，因而员工的想象力得以充分发挥。凭借着公司
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工艺技能以及全面的制造技术，我们完

全有能力开发出全新的、可靠的解决方案。同客户共同探讨，
在决定做产品方案之前会提出很多深入的问题，是我们的一贯
风格，从而为客户提供出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我们更强调的
是解决客户的特殊需求，而不是一味只关注某些技术方面的限
制。为了达到最高的精确度——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发展历程
OUR  TIME  LINE

04
TEXT HERE

2017.05

全自动3D手机热弯
机研制成功

2016.08

3D玻璃加工设备研
制成功并投产

2016.01

2015.09

收购重组创建板材
深加工自动化设备

增加 IT自动化及消
费电子装备项目



Talents come from diligence, 

and knowledge is gained by accu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