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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久旺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一直专注于线束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工厂面积近6000平方米，拥有员工300名，建立了有效的生产管理体系

和健全的质量控制体系，长期致力于开发和生产领先的线束和电缆，我们还

提供更多优质的定制服务，其中包括专业的技术支持和贴身的销售服务。

主要产品：各类端子线束、压接式（刺破式）线束，家用电器线束等各类线

材及线束组件。

我们的设备：全自动端子压着机、防呆型打点线束测试仪（专利产品）、自

动扎带机、品管检测仪器和信赖性实验设施等设备。

公司概况

Part 1 1-1 关于企业-企业简介

东莞



2007年

东莞市久旺电子有限公司

在东莞成立。

2008年

为TCL提供配套线束，并获得

ISO90001-2008认证。

2009年

为美的（Midea）提供

配套线束。

2010年

为柳工提供挖掘机线束，

并获得 UL/CSA 认证。

2011年

搬迁新址，扩大生产。

2012年

为株洲麦格纳提供汽车线

束，研发防呆型测试设备，

并获得创新型专利。

2014年

获得ISO14001-2008认证。

2013年

郴州工厂竣工投产。

2015年

为北汽提供配套线束。

2016年

为American Sportworks

提供整车线束。

Part 1 1-2 关于企业-历史进程



Part 1 1-3 关于企业-企业一角

办公室一览

专业、严谨、细致、求知，一直
是久旺人的品质。



汽车线束 医疗线束 家电线束

主要产品：整车线束、汽车改装线束、

新能源汽车线束、汽车影音线束等；优

势：取得TS16949体系认证，专业的研

发、制造团队；合作客户：北汽、麦格

纳、东箭等。

主要产品：医疗电源线束、医疗设备线

束等；优势：优秀的研发、制造团队，

专业的定制服务，完善的管理体系；合

作客户：迈瑞、理邦等。

主要产品：空调线束、微波炉线束、强

弱电线束等；优势：全自动生产设备，

认证齐全，产品覆盖全系列家电产品；

合作客户：美的集团、新宝电器等。

Part2 2-1 企业产品-产品介绍



Part2 2-1 企业产品-产品介绍

电梯线束 新能源线束 安防线束

主要产品：电梯线束；优势：取得

TS16949体系认证，专业的研发、制造

团队；

主要产品：新能源汽车线束，充电桩线

束；优势：优秀的研发、制造团队，专

业的定制服务，完善的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安防线束，防盗线束；优势

：全自动生产设备，认证齐全，产品覆

盖全系列家电产品；



Part2 2-1 企业产品-产品介绍

工业线束 显示器线束 排线系列

主要产品：机器人线束，挖掘机线束；

优势：取得TS16949体系认证，专业的

研发、制造团队；

主要产品：显示器线束；优势：优秀的

研发、制造团队，专业的定制服务，完

善的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FPC，FFC；优势：全自动生

产设备，认证齐全，产品覆盖全系列家

电产品；



Part2 2-2 企业产品-产品展示墙

家电线束系列 小家电线束系列 水壶家电系列 微波线束系列

汽车线束系列1 汽车线束系列2 汽车线束系列3                     车载线束系列



Part2 2-2 企业产品-产品展示墙

爬山车线束系列 （背光源）纺织机械线束 电脑线束系列                      端子线束系列

数据网络线系列 工业线束系列 WIFI模块系列                      家电线束系列



Part2 2-3 企业产品-线材产品

UL10308耐高温排线             UL10804单芯屏蔽线                UL4478交联排线                  UL11027

                                          

UL21118双层屏蔽线              UL21143多芯屏蔽线             UL10801单芯屏蔽线              UL20233多芯屏蔽线

UL21100多芯屏蔽线             UL20851多芯屏蔽线             UL21517多芯屏蔽排线              UL21452双层屏蔽线



Part3 3-1 企业实力-品质保障

公司坚持品质就是生命的管理理念，以质量管理为

核心方针，建立健全ISO/TS16949：2016质量管理

体系、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以及ISO 

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坚持绿色制造，加强企业对环境的责任，遵守国家职

业健康安全政策、法律、法规标准，推行精益生产，

优化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开展QCC小组的活

动，不断地推行技术革新及技术改造工作，使企业充满

活力，为企业赢得口碑。因此，公司先后多年荣获客户

颁发的"优秀供应商"、"品质合格供应商"等奖项。

质量第一、持续改善、客户满意



ISO14001:2004认证 新型专利认证 ISO9001:2008认证 UL-E475927-PCBA认证

UL Wire Harness认证 SGS环保认证

Part3 3-2 企业实力-荣誉墙

TS16949认证



2009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2010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2011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2012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2013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2015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2016美的优秀合作供应商

Part3 3-2 企业实力-荣誉墙



Part3 3-3 企业实力-设备一览

厂区设备一览



Part3 3-3 企业实力-设备一览

设备及生产环境



Part3 3-3 企业实力-设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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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赢得尊重，品质创造价值企业文化

企业目标

核心价值观

企业作风 专业、严谨、细致、求知

诚信、协作、拼搏、创新

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连接器生产厂家

Part 4 4-1 企业展望-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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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五年内上市

五年内销售额达到3亿

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
连接器生产厂家

Part4 4-2 企业展望-战略规划



Part5 5-1 案例展示-战略合作伙伴



挑战
解决
方案

评价

整车线束的制造能力；

整车线束的研发能力；

较高的产品使用寿命要求。

增提升汽车整车线束的制造能力

及研发能力；引进专业的线束及

汽车整车线束专业人才；加强线

束的研发制造能力。

“虽远隔重洋，仍能及时满足客

户的任何严苛的设计要求，保质

保量的完成了整个项目的涉及生

产任务。”

SPORT WORKS是北美最大的UTVS爬山

车制造商，其生产的UTVS自行车遍布整个

美洲。其产品能力包括电动爬上山车、高

尔夫球车、景观车、农场代步车等，常使

用在通行条件恶劣的环境。

Part5 5-2 案例展示-SPORT WORKS供应商



挑战
专业的强弱电线束供应商；

T+3需求计划，对供应商交货反应速度高；

淡旺季明显，要求供应商在需求旺季时有强大的生产爆发力。

解决方案
增加全自动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规划生产线，强弱电线束分区生产；

柔性排产，保障客户旺季时生产对人力以及设备需求。

评价
“专业、积极、高效”，能充分满足我们强

弱电线束的需求，尤其是我们需求旺季时，

能随时调整产能，满足我司需求！

美的集团是一家以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

团，2013年9月18日在深交所上市，旗下拥有小天鹅、

威灵控股两家子上市公司。美的品牌价值达到653.36亿

元，名列全国最有价值品牌第五位。2016年7月20日，

美的集团以22173.5的营业收入首次进入《财富》世界

500强名单，位列481位。

Part5 5-3 案例展示-美的合作供应商



感谢聆听

地址：东莞市石碣镇水南东祠第一工业区2栋
电话：0769-81390899
网址：www.0769jw.com
邮箱：sales@0769jw.com

东莞市久旺电子有限公司
DONG GUAN JIU WANG ELECTRONICS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