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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宁夏金润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9 月，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 iBi 育成中心二期 10#楼，属能源信息科

技行业，是集智能技术开发应用与能源管理服务为一体的新型科技公

司，主营业务为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自动控制-智能控制系统

建设、智慧城市-智能停车场建设。金润昌团队朝气蓬勃、认真专业，

公司以科研引领创新，技术实力雄厚、施工经验丰富，近年来服务于

企业、学校、医院、商场、大型公用建筑等方面百余家单位。 

公司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建立了良好、稳固的合作伙伴关

系，逐步形成强大的人才、技术和品牌优势，先后与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哈纳斯集团）及宁夏西夏

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等知名企业合作，建设了电能监测系

统，开展了能源审计工作，取得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我公司现有员工 20人，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占公

司员工一半以上，其中高级工程师 3人，中级工程师 2人，目前已取

得了“能源管理系统”等 1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智能监测电表”

等 3 项实用新型专利，搭建了“能耗监测系统”服务器平台，并先后

获得“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自治区创

业创新梯队创业之星”等荣誉。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01 等质量管理三体系认证。 

公司业务范围为电力销售；电力工程施工；电力节能改造；电力

设计；电气设备生产销售；自动控制系统开发应用；自动控制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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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研发、生产与销售；能源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智慧城市系统建设；

能源审计服务；节能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安全监测；环境监测、评价

与治理；系统集成；新能源设备技术开发与应用；办公用品销售；软

件系统开发与应用。 

近年来，原材料上涨，人工成本提高，市场利润变薄。能源管理

和自动化控制成为每个单位和机构必须面对的难题。金润昌是您身边

的能源管理高手，自动控制专家。“严格、务实、服务”是金润昌的

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金润昌人奉行的金科玉律，也是金润昌给每一

位合作伙伴的承诺。自成立以来，金润昌就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每一次

机遇和挑战，追求合作伙伴间的共生与共赢，竭诚服务，砥砺奋进，

赢得尊重和认可。金润昌本着客户三个满意的基本原则：“产品质量

满意，先进技术满意，售后服务满意”，不断提升综合实力。 

未来，金润昌将发展成为能源管理行业的领军企业，持续为客户

提供最优质的能源管理服务，为员工创造最优越的发展平台，为社会

建设美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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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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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质荣誉 

1.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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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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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SO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宁夏金润昌科技有限公司 www.nxjrc.com                 0951-876 4576  

 第 9 页 共 47 页 

4.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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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宁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梯队“创业之星” 

 

7.宁夏新四版挂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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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治区工信厅优秀工业 APP 证书 

 

9.校企联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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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团队 

（一）研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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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岗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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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成果 

（一）实用新型专利 

1.智能监测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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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种节能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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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空压机循环水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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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能耗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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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管理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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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停车收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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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能监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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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建建筑能耗检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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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热计量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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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度集中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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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综合信息集中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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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组网协议检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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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购售电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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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客户名录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地址 备注 

1 吴忠市 宁夏恒枫乳业有限公司（娃哈哈集团） 吴忠金积工业园 
 

2 吴忠市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吴忠卷烟厂 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 469 号 
 

3 吴忠市 宁夏恒丰瑞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吴忠市利通区 
 

4 惠农区 宁夏煜林化工有限公司 惠农区红果子工业园 
 

5 青铜峡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分公司 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新材料基地 
 

6 青铜峡 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 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新材料基地 
 

7 西夏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某空军部队 银川市西夏区 
 

8 金凤区 康地饲料（银川）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工业园康地路 109号 
 

9 金凤区 宁夏华巍砼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 
 

10 金凤区 德泓国际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凤区工业园 
 

11 贺兰县 宁夏德圣亚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暖泉工业园 
 

12 贺兰县 银川汤姆森电气有限公司 贺兰县富兴北街兴盛巷 16 号 
 

13 贺兰县 银川爱里食品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沁园路 
 

14 贺兰县 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 
 

15 贺兰县 宁夏西夏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 
 

16 贺兰县 宁夏华泰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 
 

17 贺兰县 银川艾尼工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 
 

18 贺兰县 银川市艾尼散热器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虹桥北路 
 

19 贺兰县 宁夏硕邦电缆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德胜东路 10

号  

20 贺兰县 银川融神威仪表自动化仪表厂 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德翔路 21号 
 

21 贺兰县 宁夏俊材木业制造有限公司 贺兰县全民创业园水源街 19 号 
 

22 贺兰县 宁夏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德胜工业园区新胜西路 1 号 
 

23 贺兰县 宁夏青山试验机有限公司 德胜工业园区虹桥北街 13 号 
 

24 贺兰县 宁夏共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广源南街与洪福

路交叉口东南 150 米  

25 贺兰县 宁夏海森建材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常洪路 
 

26 贺兰县 宁夏光华活性炭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暖泉工业园区 
 

27 贺兰县 宁夏饮和发展有限公司（曼苏尔） 德胜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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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贺兰县 宁夏塞尚乳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伊园

路 5 号  

29 贺兰县 宁夏乐口福有限公司 德胜工业园 
 

30 贺兰县 银川丽秋玻璃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虹桥北街 
 

31 贺兰县 宁夏东晟食品有限公司 德胜工业园区兴旺路东侧 
 

32 贺兰县 银川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3 贺兰县 宁夏恒康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洪胜东路银川生物

科技园  

34 贺兰县 宁夏洁宁科技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 
 

35 贺兰县 长庆（宁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贺兰德胜工业园区新胜东路 26号 
 

36 贺兰县 贺兰县宁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广源南街与洪福

路交叉口东南 150 米  

37 贺兰县 银川兄弟彩兴化工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 
 

38 贺兰县 宁夏凯添天然气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 
 

39 永宁县 银川巴格斯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银川兴庆区中山北街 536 号 
 

40 永宁县 北方精工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红旗

路立成路口  

41 永宁县 宁夏正德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红旗路

和力成路向西 500 米  

42 永宁县 宁夏北方乳业有限公司 银川永宁望远经济区 
 

43 永宁县 宁夏北方巨源液压工贸有限公司 
银川市望远经济开发区 109 国道

西侧  

44 永宁县 宁夏类人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宁夏永宁玉泉营永黄路西北 100

米  

45 永宁县 宁夏立兰酒庄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 
 

46 
滨河新

区 
宁夏美邦寰宇化学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滨河新区 

 

47 保税区 宁夏如意生态纺织有限公司 银川市综合保税区 
 

48 
滨河新

区 
宁夏如意服装有限公司 银川滨河新区 

 

49 大武口 宁夏西北煤机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九泉路 
 

50 惠农区 宁夏金润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淄山工业园（惠农高速出口边上） 
 

51 惠农区 宁夏沃达化工有限公司 淄山工业园（惠农高速出口边上） 
 

52 惠农区 宁夏凯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淄山工业园（惠农高速出口边上） 
 

53 惠农区 宁夏普瑞化工有限公司 淄山工业园（惠农高速出口边上） 
 

54 惠农区 宁夏万香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淄山工业园（惠农高速出口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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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平罗市 宁夏万顺冶金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太沙工业园区 
 

56 平罗市 宁夏广华奇思活性炭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太沙工业园区 
 

57 永宁县 宁夏衡兴达彩钢有限公司 望远工业园 
 

58 平罗县 宁夏金百瑞包装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太沙工业园区 
 

59 惠农区 宁夏胜蓝化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 
 

60 惠农区 宁夏嘉峰化工有限公司 惠农区红果子工业园 
 

61 大武口 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 大武口区 
 

62 惠农区 宁夏煜林化工有限公司 惠农区红果子工业园 
 

63 永宁县 宁夏紫荆花纸业有限公司 永宁县城红星桥南侧 
 

64 平罗县 宁夏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太沙工业园区 
 

65 大武口 宁夏恒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隆湖六站 
 

66 平罗县 宁夏宝马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太沙工业园区 
 

67 青铜峡 宁夏东吴农化有限公司 新材料基地 
 

68 惠农区 石嘴山市东明化工有限公司 河滨工业园 
 

69 太阳山 宁夏瑞科化工有限公司 太阳山工业园 
 

70 惠农区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树脂分公司 河滨工业园 
 

71 宁东 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东新材料基地 
 

72 银川市 宁夏新中意门业有限公司 滨河新区 
 

73 贺兰县 宁夏易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德胜工业园 
 

74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军翔绒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县南环路 
 

75 同心县 同心县宏脉绒毛有限公司（原哈力德） 同心县羊绒工业园 
 

76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双维绒毛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南环路豫海北街

344  

77 同心县 同心县鑫源绒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县城北村羊绒工业园区 
 

78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文婷绒制品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羊绒工业园区 
 

79 同心县 宁夏同心恒通绒业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工业园 
 

80 同心县 宁夏杨哈吉农牧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工业园 
 

81 同心县 宁夏天予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同心县豫海镇永安东路 
 

82 同心县 宁夏新福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83 同心县 宁夏同心宏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同心县慈善工业园 
 

http://manage.nxdsm.com/?auth_cid=1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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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同心县 宁夏益德馨服饰有限公司 同心县同德慈善产业孵化园 
 

85 同心县 宁夏大斌家纺科技有限公司（大兵） 同心县同德慈善孵化园区 
 

86 同心县 宁夏润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豫海镇城北村

342 号同德慈善产业园  

87 同心县 宁夏阿伊河肉食品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清水河桥畔 
 

88 同心县 宁夏同心羊春绒业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89 同心县 同心县祥福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90 同心县 宁夏同心祥福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91 同心县 同心县金昌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92 同心县 宁夏同心八宝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心县慈善孵化园 
 

93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嘉源绒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94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天恒工贸有限公司 吴忠市同心县新区庆王路 
 

95 同心县 同心县雄伟绒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96 同心县 宁夏羊博士皮草科技有限公司（羊把式 同心县王团镇前红村 
 

97 同心县 同心县前红皮草加工专业合作社 同心县王团镇前红村 
 

98 同心县 宁夏伊兰峰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同心县同德慈善孵化园 
 

99 同心县 同心县振林工贸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100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德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101 同心县 同心县春虎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102 同心县 宁夏金福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同心县慈善孵化园 
 

103 同心县 宁夏回达滩羊肉食品有限公司 同心县王团镇 
 

104 同心县 宁夏鸿鑫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同心县丁塘镇湾段头村 349 号 
 

105 同心县 宁夏世纪绒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同心县羊绒产业园 
 

106 同心县 宁夏丰都绒毛有限公司 同心县长征西街 
 

107 同心县 宁夏同心县生海绒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镇城北村予海北街 21 
 

108 贺兰县 宁夏天雄碳材料有限公司 贺兰县暖泉工业园 
 

109 贺兰县 宁夏大正化工有限公司 贺兰县暖泉工业园立暖公路 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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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贺兰县 宁夏全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贺兰县暖泉工业园洪运东路 20号 
 

111 贺兰县 宁夏欣奥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贺兰县暖泉工业园洪泉西路 
 

112 贺兰县 宁夏锦泰鸿业商砼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园区新胜东路 
 

113 贺兰县 宁夏宁博通模板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宁博通模板有限责任公司 
 

114 贺兰县 宁夏德鑫汉克集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园区永胜东路 10 号 
 

115 贺兰县 宁夏保利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贺兰县暖泉工业园洪胜东路 5号 
 

116 贺兰县 宁夏科特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 109 国道东

11 号  

117 贺兰县 宁夏裕凌丰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德胜工业园区伊园路 9 号 
 

118 贺兰县 宁夏胜威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银川德胜工业园工贸城北 2-1号 
 

119 贺兰县 宁夏洁美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区鸿运东路 18# 
 

120 贺兰县 银川市立恒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丰庆西路 8号 
 

121 贺兰县 银川市鑫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新胜西路 18

号  

122 贺兰县 宁夏格拉普尔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永胜东路 16

号  

123 贺兰县 宁夏宗利冶金有限公司 
贺兰县暖泉工业园区鸿运东路北

50 米  

124 贺兰县 宁夏双玉防水防腐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广源南街与洪福

路交叉口西南 150 米  

125 贺兰县 银川科安特起重制造有限公司 德胜工业园德胜东路 12 号 
 

126 贺兰县 宁夏广银米业有限公司 贺兰县城北中小企业创业园 
 

127 贺兰县 银川庆丰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贺兰洪广镇洪福东街 2# 
 

128 贺兰县 宁夏双合隆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洪广镇暖泉工业园区 
 

129 贺兰县 银川市亿金钢结构有限公司 银川德胜工业园区 
 

130 贺兰县 宁夏欣利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区暖荣街 
 

131 贺兰县 宁夏建兴防水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贺兰暖泉工业园暖绒南街 
 

132 永宁县 宁夏才运达机电泵业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金源路向西

2000 米  

133 永宁县 银川东方希望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望远工业园 5 号路 
 

134 永宁县 宁夏凤凰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镇永清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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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永宁县 宁夏富利莱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长湖村 8 组 
 

136 永宁县 宁夏国宁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永宁望远工业园区 5 号路 
 

137 永宁县 宁夏昊路塑料管业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望丰

路  

138 永宁县 宁夏恒泰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永宁县杨和工业园区 
 

139 永宁县 宁夏恒梓源装饰板材有限公司 永宁区望远经济开发区 
 

140 永宁县 银川红日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 5号

路南侧  

141 永宁县 宁夏永宁吉祥建材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滨河新区 
 

142 永宁县 宁夏吉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永宁 109 国道 
 

143 永宁县 银川建邦伟业钢构彩板有限公司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清真

食品园宁盛街 8 号  

144 永宁县 宁夏金鑫四通钢结构有限公司 永宁望远工业园区金源路 
 

145 永宁县 宁夏民江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南路西

侧  

146 永宁县 宁夏宁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工业区金源路北规划

路以东  

147 永宁县 宁夏人和管业有限公司 
银川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红旗路

与永清路交口处  

148 永宁县 银川森淼工程有限公司 银川永宁望远工业园区望银西路 
 

149 永宁县 宁夏神马汽保设备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工业区金源路北规划

路以东  

150 永宁县 宁夏胜佳化工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 
 

151 永宁县 宁夏蜀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永宁望远工业园望银路 
 

152 永宁县 银川天恩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永宁县清河路北 100 米 
 

153 永宁县 银川天一海腾工贸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

路  

154 永宁县 银川铁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金源

路与红旗路  

155 永宁县 宁夏万家香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工业区 3号

路  

156 永宁县 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永宁县黄羊滩火车站 
 

157 永宁县 兴乐集团宁夏电缆有限公司 
永宁县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三

号路向北 200 米处  

158 永宁县 宁夏阳光华澳家具有限公司 永宁县望远长湖村 8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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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永宁县 银川继华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望远经济开发

区  

160 永宁县 宁夏海洋线缆有限公司 银川永宁望远大道东 50 米 
 

161 永宁县 宁夏和瑞包装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创业园区 
 

162 永宁县 宁夏紫荆花腾飞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 
 

163 永宁县 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 
 

164 永宁县 宁夏昌发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65 永宁县 宁夏晶润生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66 永宁县 宁夏德创力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67 永宁县 银川广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68 永宁县 宁夏银浙印刷包装产业物流园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69 永宁县 宁夏杰士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70 永宁县 宁夏鑫亚管业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71 永宁县 宁夏莱福饲料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72 永宁县 宁夏翔龙塑业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望远工业园区 
 

173 青铜峡 宁夏勤昌滚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嘉宝工业园 
 

174 青铜峡 宁夏金环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嘉宝工业园 
 

175 青铜峡 宁夏蓝伯碳素有限公司 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 
 

176 青铜峡 青铜峡市凯旋商贸有限公司 吴忠市青铜峡市 
 

177 青铜峡 宁夏源冶盛工贸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艾山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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