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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有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东华核地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中部矿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农业联合开发总公司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探公司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承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勘察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江西省世纪矿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西华昌基建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煤田地质勘察研究院
江西赣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中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海外有限公司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华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泓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城开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腾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润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久盛国际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惠昌电力有限公司
江西中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邦盛科技有限公司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南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南昌市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迈立信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
南昌亚欧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市政公用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黑五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永信行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广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华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江西凌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
江西省丝绸之路投资有限公司
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
瑞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南昌东劲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联合矿业有限公司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华宏服装有限公司
南昌宏众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畜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江西康威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中巨钜业劳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赢泰农产品有限公司
江西绿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京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益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德实业集团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政公用海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中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和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建博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西人之初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中康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盛通网络有限公司
南昌市新琪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艺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特康科技有限公司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
江西林恩茶业有限公司
中建城开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地基基础公司
江西荣和特种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牛龙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华亨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瑞昌市金三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九江花旗旅业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仙客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和汇进出口有限公司
九江欧文斯建材有限公司
九江市江城建筑水电公司
江西江洲联合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信泰塑业有限公司
九江卓鑫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虹润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中格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共青城腾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江金帝服饰有限公司
彭泽县为民实业有限公司
中岩武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修水县茂源化工有限公司
九江富达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华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九江市对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九江鸿立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思未央实业有限公司
景德镇逸品人间瓷画有限公司
江西锦龙集团
景德镇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伍木林业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景德镇百特威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鹏飞建陶有限公司
景德镇宏柏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森发林业有限公司
江西远洋威利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鼎立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江西安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西省依浩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西宝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市华瓷绝缘子有限公司
萍乡市雅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宝海锌业有限公司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浙华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市仙女湖波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余市仙女湖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新余市恒辉矿业有限公司
新余沙力夫贸易有限公司
华腾地毯（新余）产业园有限公司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一二大队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贵溪桥梁厂有限公司
江西哈特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鹰潭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旷鼎海外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赣州市上犹县油画产业园
信丰县田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鑫晟金融再保理有限公司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发电设备成套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强丰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晨光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恒诚选矿设备有限公司
赣州亿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大余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龙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永记果业有限公司
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杨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宏辉果蔬有限公司
寻乌县圣维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元邦摩擦材料责任有限公司
赣州市超越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江西赣悦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江西瑞晶家饰有限公司
石城永盛选矿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铭鑫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省种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城县万通有色金属选矿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恒昌矿山机械设备机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威尔国际矿业装备有限公司
南方有色选矿设备有限公司
宁都县飞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丰县宝利果业有限公司
江西罗边玻纤有限公司
安远合隆制衣有限公司
赣州市伟图服装有限公司
江西英格尔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石城县绿洲选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金石宝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省石城县矿山机械厂
赣州盛邦服饰有限公司
石城高旋轴瓦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格林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江西鱼珠木材市场有限公司
江西通利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鑫源稀土（泰国）有限公司
宜春金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宜丰万国矿业有限公司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万载县金峰花炮有限公司
江西雅星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中一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饶市吉阳新能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饶市宏鑫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市新琪安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核工业金品生物科枝有限公司
江西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广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煤田地质局普查综合大队
江西赣东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临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嘉盛精密纺织有限公司
抚州市银圣王洁具有限公司
江西炫尼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洪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赣电电气有限公司
江西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变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亚珀变电设备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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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宗旨 互联互通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抱团出海抱团出海
指导单位 江西省商务厅

轮值副主席单位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江联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开心人健康产业集团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常任副主席单位 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西分公司

轮值主席单位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理事会单位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西分公司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江联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开心人健康产业集团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

江西省咨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地质矿产开发总公司
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
江西汪氏直方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青龙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
中格集团
江西赣粮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走出去企业战略合作联盟成员单位

专业合作委员会主任单位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矿业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中鼎国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业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江西江联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海外合作伙伴

新西兰江西总商会
日本江西总商会
泰国江西总商会
澳大利亚赣商联合会
欧洲赣商联合会
美国加州江西商会
柬埔寨江西总商会
北美赣商联合总会
美中赣洪文化促进会
法国江西商会
赞比亚江西商会

捷克中国江西商会
瑞典江西华侨华商联合会
澳大利亚江西总商会
泰中江西总商会
越南江西企业联合会
北美江西科贸协会
意大利江西总商会
英国江西总商会
美中经济贸易促进会
巴西江西赣商总会
阿根廷江西商会

江西走出去企业战略合作联盟江西走出去企业战略合作联盟
第二届会员大会第二届会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