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山西省第三批铸造产能公示名单

序

号

所属地

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

产能规模

（吨）

1 大同市 广灵县 广灵县鑫验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 大同市 广灵县 广灵县鑫瑞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2000
3 大同市 广灵县 广灵县合晶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0000
4 大同市 广灵县 广灵县保兴矿山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8000
5 大同市 云冈区 山西中兵铸造有限公司 4000
6 大同市 阳高县 大同市恒耀芯线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7 大同市 阳高县 山西巴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8000

8 大同市
大同市经

开区
大同仁和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9 大同市 云州区 大同市唐城特钢有限责任公司 98000
10 吕梁市 汾阳市 汾阳市宁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4000
11 吕梁市 汾阳市 山西通征特钢有限公司 4000
12 吕梁市 汾阳市 汾阳市杏花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3 吕梁市 岚县 岚县宏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14 吕梁市 岚县 岚县诚易达铸业有限公司 10000
15 吕梁市 岚县 岚县鑫天马铸业有限公司 10000
16 吕梁市 岚县 岚县三鑫实业继亨铸造有限公司 400000
17 吕梁市 岚县 山西佳昌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100000
18 吕梁市 岚县 山西晨远铸业有限公司 100000
19 吕梁市 岚县 山西博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0000
20 吕梁市 离石区 吕梁市离石区精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50000
21 吕梁市 离石区 吕梁市金胜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000
22 阳泉市 盂县 哈德托普华亨（山西）耐磨铸业有限公司 10900
23 阳泉市 盂县 山西兴制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24 阳泉市 盂县 盂县丽昌有色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13600
25 阳泉市 盂县 盂县永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00
26 阳泉市 郊区 阳泉市鑫天通铸造有限公司 8000
27 阳泉市 郊区 阳泉市郊区燕兴农机厂 1500
28 阳泉市 郊区 阳泉市华远精铸有限公司 16200
29 阳泉市 郊区 阳泉精工铸造有限公司 30000
30 阳泉市 矿区 阳泉明达工贸有限公司 3400
31 阳泉市 高新区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4500
32 阳泉市 城区 阳泉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8500



33 阳泉市 矿区 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 2500
34 运城市 临猗县 山西德福科技有限公司 500
35 运城市 临猗县 临猗县铁路机车配件厂 1000
36 运城市 临猗县 山西博鹰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37 运城市 稷山县 稷峰盛鑫机械厂 640
38 运城市 稷山县 稷山县华鑫镁合金制品有限公司 2280
39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东镇海燕玛钢厂 8000
40 运城市 闻喜县 山西凰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800
41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晋荣玛钢厂 8000
42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昌震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43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金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5000
44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金辉镁厂玛钢制造一厂 8000
45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凯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000
46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正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47 运城市 闻喜县 山西银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00
48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鹏泰机械厂 8000
49 运城市 闻喜县 山西银鑫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50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腾锐铸造有限公司 8000
51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焱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600
52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永盛合金制品有限公司 7300
53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顺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54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五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000
55 运城市 闻喜县 闻喜县鸿鹄特种钢制品有限公司 12000
56 运城市 闻喜县 山西金恒丰润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11500
57 长治市 上党区 长治市诺卡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2000
58 长治市 襄垣县 襄垣县宏鹄浩铸业有限公司 10000
59 长治市 襄垣县 襄垣县万嘉耐热钢铸造有限公司 12000
60 长治市 沁源县 山西沁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2000
61 长治市 壶关县 山西汇升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62 长治市 潞州区 长治市安领设备配件厂 15000
63 长治市 襄垣县 山西潞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5600
64 临汾市 曲沃县 曲沃县三星铸造有限公司 110000
65 临汾市 曲沃县 曲沃县恒通铸造有限公司 100000
66 临汾市 曲沃县 曲沃县民政福利企业有限公司 200000
67 临汾市 尧都区 山西盛泰源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68 临汾市 尧都区 临汾市尧都区鑫江铸钢机械有限公司 5000
69 临汾市 尧都区 山西鑫旺工贸有限公司 30000
70 临汾市 尧都区 山西临汾华盛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71 临汾市 侯马市 山西东鑫衡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85000



72 临汾市 侯马市 侯马市威创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0000
73 临汾市 蒲县 蒲县冠鑫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74 临汾市 蒲县 蒲县锦英钢铁铸造有限公司 30000
75 临汾市 蒲县 蒲县赢晟园铸造有限公司 130000
76 太原市 万柏林区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45300
77 太原市 杏花岭区 山西春光锻造有限公司 10000
78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鑫万兴铸业有限公司 15000
79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太顺特种泵业有限公司 8000
80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三星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8000
81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永宝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82 晋中市 太谷区 晋中市太谷区鑫天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8000
83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昌达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84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爱达利球墨铸件有限公司 12000
85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光亮铸造有限公司 8000
86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鑫远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12000
87 晋中市 太谷区 晋中市太谷区英祥玛钢铸造厂 10000
88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恒强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89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鑫发机械精铸有限公司 8000
90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朝阳远宏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15000
91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荣生精铸有限公司 6000
92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朝阳村代三东铸造厂 8000
93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团场昌达铸造厂 5000
94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鑫万达铸造有限公司 15000
95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华电新海电气有限公司 10000
96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吉隆铸造有限公司 25000
97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智晟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98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博奥铸造有限公司 8000
99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金欣钰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12000
100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宏亮玛钢有限公司 10000
101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恒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200000
102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明生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03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兴宇鹏程科创有限公司 8000
104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卫锋铸造厂 8000
105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汇鑫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06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县昌顺丰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107 晋中市 太谷区 太谷祥德通铸造厂 10000
108 晋中市 太谷区 山西省太谷县神宝玛钢有限公司 10000
109 晋中市 寿阳县 寿阳县晋铭通用机械厂 6000
110 晋中市 寿阳县 寿阳县昌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111 晋中市 寿阳县 寿阳县西洛镇长胜机械厂 10000

112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20000

113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晋中颐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120

114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晋中开发区新永久铸造厂 10000

115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16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山西安捷尔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6000

117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晋中开发区奥德液压有限公司 5500

118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榆次正亮铸造机械厂 2000

119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元工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200

120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晋中长锦铸业有限公司 10000

121 晋中市
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
山西经纬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00

122 晋中市 灵石县 山西灵石亨泰荣和金属压铸件有限公司 164000
123 晋中市 灵石县 山西隆达御威流体控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24 晋中市 祁县 祁县友帮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25 晋中市 祁县 祁县晋海铸造厂 2000
126 晋中市 祁县 祁县弘富源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127 晋中市 祁县 祁县鼎盛管业有限公司 20000
128 晋中市 祁县 祁县勇强水泵配件加工厂 10000
129 晋中市 祁县 祁县鼎盛工贸有限公司 15000
130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县金日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000
131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汇钰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350000
132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县泓泰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000
133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平遥永华铸造有限公司 50000
134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省平遥县恒鼎铸造有限公司 30000
135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县北三狼腾胜铸造有限公司 30000
136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县隆庆达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37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县建明铸钢制造有限公司 10000
138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省平遥县升鑫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39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县三鼎铸造有限公司 40000



140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省平遥县永坚重型铸造有限公司 20000
141 晋中市 平遥县 平遥同妙机车有限公司 12000
142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省平遥县震宇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10000
143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平遥华兴电机铸造有限公司 80000
144 晋中市 平遥县 山西省平遥县曙光工业有限公司 2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