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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麗華創立於 1966年，以資本額三千萬台

幣、生產鋁導體電纜起步。半世紀以來，華新

麗華掌握產業趨勢，蓄積成長動能，至今已是

大中華區電線電纜及不銹鋼產業領導廠商，同

時成功跨足商貿地產、資源與科技產業投資的

國際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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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
華新麗華立基於誠信經營的企

業文化，具體落實在生產製

造、內控管理與員工行為，持

續精進公司治理，同時攜手供

應鏈，建立良好健全的商業運

作，實踐產業共榮，展現企業

核心價值。



華新麗華秉持精益求精的信

念，在穩健中力求創新，積極

致力於基礎材料研發與科技應

用，逐步構建智慧製造系統，

進行製程優化，跨入製造服務

業，促進產品升級與擴大產業

應用市場。

創新



運用工業 4.0之優勢，追求持

續成長，堅持節能環保及研

發創新以製造服務創造客戶價

值，成為值得客戶及合作伙伴

信賴的企業。

願景

張淑芬，枝繁葉茂，2019，油彩



華新麗華秉持企業公民的精

神，將永續作為公司的核心價

值，在追求營運績效的同時，

不忘致力環境與社會各個面向

的實踐，期望利人利己，創造

社會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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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企業里程

華新麗華由焦廷標先生所創

辦，從新莊「一畝三分地」的

電線工廠開始做起，奠定電線

電纜產業的雄厚根基，並成功

跨進鋼鐵、商貿、科技投資等

多元領域，期間經歷了三個重

要里程，發展成為今天大中華

舉足輕重的企業集團。

民國六〇年代，正逢臺灣工業發展的開端，華新麗華由攸關

國防與民生的電線電纜產業起步，藉由引進先進設備、致力

改善技術並擴充產品線，提供高品質的電力、通信線纜與銅

線、鋁鋼線材，參與國內電廠、通訊、道路、港口、橋樑重

要公共建設。1972年華新麗華掛牌上市，隨著臺灣經濟快

速起飛，成長而茁壯，奠定扎實的營運基礎。

華新麗華堅守「聚焦深耕」的策略，專注於核心事業

的經營和發展，隨著中國大陸投資有成，2006年營

收一舉突破新臺幣千億元。2010年啟動南京華新城

開發，打造百萬平方米的城市綜合體，商貿地產項目

也成為華新麗華在既有基礎材料業務外，另一個積極

拓展、佈局大陸的核心事業，2012年陸續完工，啟

動華新麗華另一階段成長的動力引擎。

華新麗華在商貿地產投資項目逐步開花結果，

南京華新城建置包括辦公大樓、高級住宅，

2019年南京「華采天地」正式開幕，華新麗華

首度跨足商場。未來華新麗華將秉持「誠信經

營、追求卓越」企業信念，在強健的營運基礎

下，持續深耕核心事業，投入智能化相關科技

運用，架構永續發展藍圖。

1966 - 1986 成長奠基 1987 - 2000 多元發展 2001 - 2014 聚焦深耕 2015 迄今  再創新局

1966 公司成立 開始生產鋁電纜
 華新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69 合併麗華
 華新與麗華兩公司合併，更名為華新麗華電線電纜股

份有限公司。

1972 股票上市
 公司股票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1977 低氧銅條生產
 完成新莊 SCR 連續銅條建廠，年產五萬噸低氧銅條。

1987 投資設立華邦電子 展開高科技投資
 投資華邦電子公司及華友材料公司，轉投資

半導體 IC 產業。

1992 江陰設據點 佈局中國大陸
 於上海與江陰設立電力電纜廠與鋼纜廠，展

開中國投資佈局。

1993 鹽水設廠 跨入鋼鐵產業
 與美國卡本特科技公司合資成立華新卡本

特特殊鋼股份有限公司，進入不銹鋼產業。

2008 跨足太陽能系統整合領域
 於美國設立 Borrego Solar Systems，提供太

陽能電力系統組裝服務。

2009 華新信義大樓完工 跨足商貿地產領域
 華新信義大樓位於臺北信義區，同年華新麗華

總部搬遷於此 。

2010 南京華新城動工
 南京華新城於南京河西新區正式動工，並於

2012年開始陸續交屋。

2015 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持續精進公司治理、善盡社會公民的角

色，促成社會與環境的進步。

2016 公司成立 50週年

2019 南京「華采天地」開幕營運
 為華新麗華進軍商場代表作，成為南京

城市新地標。

2020 成立印尼華新鎳業公司

華新麗華里程碑 

華新麗華 1993年於臺南鹽水設立一貫化作業煉鋼廠，

正式跨入不銹鋼產業。同時，洞察大陸經濟成長的脈動，

開始沿著長江中下游進行投資佈局，範圍涵蓋銅線材、

電力電纜、不銹鋼等，設立眾多生產基地，並拓展大陸

的銷售通路。另一方面，投資成立華邦電子、瀚宇博德，

華新科技、瀚宇彩晶等科技公司，逐步成為今日跨足半

導體、電子零組件、印刷電路板與光電產業的企業集團。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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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核心事業

華新麗華專注本業經營

不斷藉由技術工藝的精進與勤作

紮根基礎建設領域

聚焦深耕核心事業

求穩求精

奠定永續經營的基石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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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麗華從 2009年開

始投入產業電線電纜

的開發，計劃透過特

殊電纜的研發轉型升

級，提高核心技術與競爭力，目前已跨足船舶、港灣吊車、

鐵路機車、風力發電、太陽能、電動車及大型機具動態電纜

等產業電纜領域。

華新麗華位於江

陰的鋼線廠，生

產鍍鋅（鋁）鋼

絲與 PC鋼絞線、

PC鋼線、被覆預力鋼絞線等，高強度、防腐、預應力

優選材料，適用於斜拉橋、懸索橋、鐵公路、隧道、機

場、碼頭及能源等工程領域。

產業電纜 鋼線纜

電線電纜事業
華新麗華深耕線纜產業五十餘

年，洞悉各種產業應用，精確掌

控材料配方及最適結構設計，以

全流程管理體系，產銷購一體化

快速服務，提供高品質線纜最佳

解決方案。在兩岸電線電纜業界

樹立優質、信用、技術領先的品

牌形象。

華新麗華的電力電纜

應用於電力輸配電系

統、公共工程、建物、

工廠、電力系統及儀

器控制系統，優異的品質與領先之材料研發，素為臺灣電纜

產業之標竿。上海廠提供完整之中低壓產品，為大陸地區建

廠機電工程安裝重要供應商。

應用於電線導體原

材料的裸銅線，是

電線電纜之上游產

業。華新麗華於楊

梅及東莞設有銅線材廠，生產應用於漆包線、通信電纜、

電力電纜及電子線纜的銅導體，產品主要銷售兩岸及東

南亞地區。

電力電纜 銅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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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麗華鹽水廠及煙台廠

生產不銹鋼小鋼胚、扁鋼

胚及鋼錠，小鋼胚與鋼錠

經軋延製成線材盤元與直

棒供下游加工，也是熱鍛各式鍛件及無縫鋼管之原料；扁鋼胚

則經軋延生產不銹鋼板、不銹鋼捲，主要供應不銹鋼熱、冷軋

廠使用。

不銹鋼直棒由小鋼胚熱

軋而成，經由退火、削

皮製成削皮棒。或以盤

元或熱軋酸洗棒，經冷

抽加工製成冷精棒圓棒及各式異形棒，產品可以提供下游加

工應用於電腦及周邊設備之零件、工業用途之軸件、船舶用

件、醫療、化學工業設備等零組件。

小鋼胚 /扁鋼胚 /鋼錠 不銹鋼直棒

華新麗華年產不銹鋼線材

盤元 30萬噸，具備完整

供貨能力，且已行銷世界

各地，涵蓋臺灣、大陸、

東南亞、日、韓、歐美、以及東歐等新興市場。主要供應下游

加工製成螺栓、螺絲、螺帽等扣件及伸線加工成各式鋼線和冷

抽直棒等。

華新麗華於馬來西亞成立

的「華新精密科技公司」，

主要產品為高精密超薄不

銹鋼、超薄合金鋼壓延薄

板，可生產薄度至 0.01毫米、寬 400毫米以下各種寬、厚度之

不銹鋼帶，應用於電腦硬碟零件、磁碟驅動器零件、手機用彈片；

汽車與家電五金零件等。

不銹鋼盤元 精密壓延薄板

不銹鋼鋼捲由扁

鋼胚軋延而成，

經退火、酸洗、

冷軋、調質等製

程，製成熱軋鋼捲、冷軋鋼捲，主要供應給不銹鋼單

軋廠、裁剪中心及製管廠。

華新麗華於常熟所生產的

無縫鋼管，主要產品為石

化工業、汽車、造船、鍋

爐及各種特殊環境與用途

使用之不銹鋼管，除供應大陸內需市場外，並外銷歐美、中東、

臺灣及東南亞等國際市場。

熱 /冷軋鋼捲 不銹鋼無縫鋼管

不銹鋼事業
華新麗華自 1993年進入不銹鋼

產業，以一貫化製程作業及自有

技術，提供高品質、高精度且穩

定的產品基礎成為台灣行業標

竿。近年持續深化下游應用端技

術服務，提供豐富的產品組合，

多產地生產彈性供貨，滿足客戶

快速交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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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集中採購之數量優勢與管理綜效，資源事業統合管

理電線電纜與不銹鋼事業之兩岸生產基地金屬原材料採購

需求，擬定相應之採購策略，以低成本、高性價為目標，

提供適質、適量、適時之重要金屬原材料。採購項目包括

非鐵金屬之銅、鎳；各類鐵合金；不銹鋼廢料與不銹鋼鋼

胚及黑皮鋼捲等，供應來源含括五大洲 10餘國。

金屬原材料採購

價格風險控管

電線電纜與不銹鋼金屬原材料佔總生產成本過半以上，其價格

波動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甚鉅。鑒於重要原材料之價格常受產業

供需變化與國際政經情勢影響而波動，華新麗華設有專業的風

險管理制度、系統及團隊，負責原物料價格風險之管理以降低

風險，並利用各種風險管理工具，以創造雙贏，達到永續經營

之目的。

鎳生鐵為純鎳金屬的替代品，主要供鋼廠冶煉不銹鋼，與廢鋼同

為最具成本優勢的不銹鋼原料。華新麗華長久以來專注在不銹鋼

領域耕耘，體認到市場競爭加劇、國際鎳價與不銹鋼原料價格連

動性降低之現況，遂注資於印尼蘇拉威西島成立華新鎳業公司，

從事不銹鋼上游原料鎳生鐵之生產及銷售並自建電廠，以強化上

游原物料穩定供應與避險。

鎳生鐵生產與銷售

資源事業
資源事業負責電線電纜和不銹鋼

事業原料採購，專業風險管理制

度、系統和團隊，精準判斷銅、

鎳原料商品價格趨勢，控管原料

價格風險。並於 2020年投資印

尼華新鎳業公司，延伸至上游原

料鎳生鐵之生產製造，提升公司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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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城，地處南京市河西新城中央商務區的正中心，集商業街道、辦公大樓、高級住宅區、精品

酒店與旗艦購物中心為一體的大型高端都市綜合體項目。透過「天地生態、以人為本、國際標準、

科技藝術」的設計開發理念，將華新城建設為「科技、節能、環保」的國際級綜合都市中心，提

升城市格局與內涵，成為南京市地標性商業、金融貿易、居住、消費與休閒娛樂的新都心。

2012年起陸續交付四棟辦公樓：國家開發銀行、廣發銀行江蘇省總部大樓、北京銀行及中國人壽

保險公司南京分行；2014年起珺庭、璟園精裝住宅陸續完成交屋，其設計品味與施工品質都獲得

了業內人士、客戶及媒體的好評。

2019年開業的華采天地總面積逾 17萬平方米，坐落於兩條地鐵線交會處。以健康生活、美學體

驗、親子同樂為招商主軸，以舒適、有質感、永續發展為運營管理核心並透過有溫度、有創意的

行銷活動，將志同道合的夥伴聚集在此。華采天地也秉持著致力於社會關懷及支持在地創作的理

念，成功在南京開創具有代表性的現代生活中心。

2020年交付完畢的住宅，從設計初期，即融入行業頂尖的先進設計理念，強調永續環保，智慧居

住，並建立國內高標準自主物業管理體系。從環境景觀到貼心及系統性的服務細節，每一項堅持

都為了保留居住最大的舒適感。華新麗華對住宅品質的把控，已使其成為南京市住宅項目標杆。

南京華新城

臺北信義大樓為華新麗華總部，位於臺北市信義區，於

2009年完工，為地上 27層、地下 5層的鋼骨大樓，基地

面積逾 2千坪，總建築面積約 2萬 4千坪。地理位置優越

便捷，鄰近著名的 101大樓、臺北市政府與信義商圈，已

成為信義計畫區指標性建築之一。

臺北信義大樓

商貿地產事業
華新麗華在地產商貿領域累積逾

四十年經驗，重要實績包括臺北

商業精華地段之總部大樓與精裝

住宅，並參與臺北 101大樓與

上海世貿商城的興建與營運。

2005年起開始推動大陸地產事

業，目前以南京市大型商業中心

開發為重點項目，成為華新麗華

跨足大陸商貿地產領域的代表

作，其中河西地區的華新城，為

一大型綜合商業中心開發案，佔

地約 16.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逾百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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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地產事業

華新（南京）置業開發有限公司

負責華新麗華在南京的房地產專案開發和運作，

打造南京河西新區「華新城」，總占地面積約為

16.3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超過 100萬平方米，

總投資超過人民幣 90億元，規劃 5A級辦公樓、

高級住宅、旗艦購物中心、精緻商業街道等。

資源事業

華新鎳業公司

PT. Walsin Nickel Industrial Indonesia 
華新鎳業公司於 2020年成立，於印尼青山工業園

區（PT. 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興建鎳生鐵廠，投入上游原料鎳生鐵生產及銷售。

其他

Borrego Solar Systems, Inc.
位於美國加州。為專業太陽能系統整合廠商，提

供高效能、低成本的太陽能系統規劃與建置服務、

涵蓋政府、學校等公立機構和民間企業，在全美

國已有上千個工程實績。

華新力寶工業公司

PT. Walsin Lippo Industries
設立於 1991年，為華新麗華（股）公司與印尼

力寶集團（Lippo Group）合資成立。主要生產

低碳／高碳鍍鋅鋼絲、鋁棒、鋁線及鋁纜，鋁導

體產品，應用於汽車、電信及電力傳輸。

美國加州

打造堅實基礎

華新麗華以大中華為中心，開拓全球市場。

華新麗華早自 1990年初即積極設立海外據點，

迄今在臺灣、大陸、印尼、馬來西亞、美國等

地已設立十多個生產銷售中心；深入經營電力、

通訊、交通、工業等相關基礎建設。在橫向拓

展營運範疇之際，同時朝上下游進行垂直佈局。

廣度、深度兼具的事業版圖與完整產業鏈，發

揮資源整合綜效，迅速滿足客戶需求，為企業

競爭力打下扎實基礎。

深耕
臺北總部
公司經營管理與策略規劃、財會、資訊、營銷、技術、人

力資源、行政等專業幕僚與管理單位。

電線電纜事業
新莊廠

設立於 1966年 12月。為華新麗華創立所在地。目前生

產各式銅 /光通信電纜，高壓交連 PE電纜，低 /中壓

PVC絕緣、交連 PE絕緣電纜，耐燃 /耐熱電纜，橡膠

電纜、低煙無鹵電纜等特種電纜、產業電纜及電纜絕緣

相關塑 /橡膠材料。

楊梅廠

1986年 9月設立於桃園市楊梅區，為華新麗華裸銅線產

品之生產據點。楊梅廠生產高品質 SCR 8毫米低氧銅條

與 2.6毫米裸銅硬線、軟線。

江陰華新鋼纜有限公司

成立於 1992年 12月，主要生產預應力混凝土用鋼絲、

鋼絞線；橋樑纜索用鍍鋅鋼絲、鋼絞線，廣泛採用於國

家一級橋樑與公路建設。

上海華新麗華電力電纜有限公司

1995年 3月成立，位於上海嘉定區南翔鎮工業發展區。

主要生產各式電力電纜及高阻燃電纜、耐火耐熱及無鹵

低煙等特種電纜。

東莞華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2000 年 1 月成立於廣東省東莞市，主要生產銷售裸銅

條、裸銅線。產品主要銷售珠江三角洲一帶，為大中華

地區重要銅線材供應商。

不銹鋼事業

鹽水廠

1993年設立於臺南市鹽水區，為具備煉鋼、軋鋼、精

整之一貫作業不銹鋼廠。迄今已生產小鋼胚、扁鋼胚、

熱軋鋼捲、冷軋鋼捲、盤元、削皮棒、冷精棒等產品。

臺中廠

2012年 11月設立於臺中市中港加工出口區，主要生

產不銹鋼熱軋鋼捲與冷軋鋼捲產品。具備冷軋、退火、

酸洗、調質整平之鋼捲製造廠。

常熟華新特殊鋼有限公司

1997年12月成立，位於江蘇省蘇州常熟市，生產核電、

汽車、化工、鍋爐、造船業等使用之不銹鋼無縫鋼管。

華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 3月於馬來西亞成立，生產不銹鋼精密壓延薄

板，主要應用於 3C、化學工業、醫療儀器、汽車工業

等領域，為世界頂尖精密壓延薄板製造廠。

江陰華新特殊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05年 3月，現有冷精廠為 2017年由上海白

鶴華新麗華特殊鋼製品有限公司搬遷。主要生產及銷售

不銹鋼熱軋棒、冷精棒及削皮棒。

煙台華新不銹鋼製品有限公司

2007年設立於山東省煙台市，冶煉生產不銹鋼小鋼胚

及鋼錠，經加工可製成不銹鋼盤元、熱軋棒、削皮棒、

冷精棒等不銹鋼長條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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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社會共好

華新麗華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社會

共好、企業共行理念。在追求營運績效

的同時，不忘致力於環境與社會各個面

向的實踐，將企業永續目標與核心事業

發展策略相互結合，透過內部各功能組

織落實於日常營運之中，打造永續經營

的成長實力。

永續 華新麗華堅持誠信經營，並積極推動公司

治理與健全董事會議事。董事會建立並維

護公司願景及價值理念、協助推動公司治

理及強化經營管理、監督與評估經營階層

之政策與營運計畫之執行，並負責公司於

經濟面、社會面及環境面等整體之營運狀

況，以利害關係人之觀點出發，提升公司

治理水準與企業價值。

治理與營運

華新麗華不斷在技術、製程、設備及

產品上創新，以服務導向優化服務流

程，精進生產與服務模式。應用創新

技術控管，持續以客戶為中心創新研

發，致力提升客戶信賴，為客戶創造

價值，以雙贏為目標。

供應鏈管理

一直以來，華新麗華對環境保護不遺餘

力，透過制定環境能源管理政策、建立

能源管理機制，推動節能減碳、污染排

放防制等相關工作。遵循環境法規，有

效強化能資源管理，降低營運對環境的

衝擊，提升資源利用效率、資源化與再

利用的循環經濟。

環境保護

華新深耕社會公益多年，將企業永續

發展作為公司的核心價值。堅持與

在地社區共進共融，持續透過弱勢關

懷、環境保育、鄰里促進及企業公民

四個面向，為社會的正向均衡發展盡

一己之力，深化社會影響力。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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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材料

● 電線電纜   

● 不銹鋼       華新麗華
● 資源事業  商貿地產

● 營建   金澄建設

● 地產開發   華新（南京）置業 

表面黏著技術

● EMS 電子專業代工服務 

 精成科技、台灣精星

半導體

● IC積體電路   華邦電子、新唐科技

● 記憶體封裝   華東科技 

金融投資

● 創投   漢友創投

● 財務投資   金鑫投資 

光電

● 觸控面板   和鑫光電

● 薄膜液晶顯示面板   瀚宇彩晶 

被動元件及電子零組件

● 印刷電路板 

 瀚宇博德、精成科技、嘉聯益科技

● 基層陶瓷電容器、陶瓷介電粉末 

 華新科技、信昌電子

● RF天線、電感及保護元件

 佳邦科技

擘劃多元佈局

穩健中力求創新、固守核心同時佈

局新機，華新麗華在每個關鍵階

段，都保持源源不絕的成長動能。

從 1980年代展開多元投資佈局，

範圍涵蓋半導體、被動元件、印刷

電路板、光電、金融投資等領域，

發展至今，集團企業員工總數已超

過四萬人，總資產逾百億美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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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臺北總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號 25樓
郵遞區號：11047
電話：886-2-8726-2211
傳真：886-2-2720-2234

華新（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市延安西路 2299號
上海世貿大廈 28樓 2802-2806室
郵政編碼：200336
電話：86-21-6236-0868
傳真：86-21-6236-0954

北京代表處

北京市西城區廣外大街 305號二區
西堤紅山 3-1-505室
郵政編碼：100028
電話：86-10-8835-5961
傳真：86-10-8835-5961

電線電纜事業

新莊廠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397號
郵遞區號：24262
電話：886-2-2202-9121
傳真：886-2-2202-8777

楊梅廠

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 5鄰高獅路 566號
郵遞區號：32668
電話：886-3-478-6171
傳真：886-3-475-9764

江陰華新鋼纜有限公司

江蘇省江陰市濱江西路 679號
郵政編碼：214443
電話：86-510-8640-2144
傳真：86-510-8640-2664

上海華新麗華電力電纜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區南翔鎮瀏翔路 1128號
郵政編碼：201802
電話：86-21-6917-7599
傳真：86-21-6917-7599-209

東莞華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西牛陂管理區

美景西路 680號
郵政編碼：523799
電話：86-769-8319-5252
傳真：86-769-8319-5253

不銹鋼事業

鹽水廠

臺南市鹽水區汫水里溪州寮 3之 10號
郵遞區號：73743
電話：886-6-652-0911
傳真：886-6-652-0931

臺中廠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經三路 57號
郵遞區號：43541
電話：886-4-2659-5552
傳真：886-4-2659-5550

常熟華新特殊鋼有限公司

江蘇省常熟市海虞鎮海陽路 2號
郵政編碼：215519
電話：86-512-5210-2501
傳真：86-512-5256-8027

華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15-1, Kawasan Perindustrain 
Air Keroh Fasa IV, Air Keroh,
75450, Melaka, Malaysia
電話：606-233-1818
傳真：606-232-7520

江陰華新特殊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江蘇省江陰市濱江西路 677號
郵政編號：214443
電話：86-510-8640-2144
傳真：86-510-8668-6036

煙台華新不銹鋼有限公司

山東省煙台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五指山路 2號
郵政編碼：264006
電話：86-535-216-6688
傳真：86-535-216-5008

商貿地產事業

華新（南京）置業開發有限公司

江蘇省南京市建鄴區燕山路 179號 15樓
郵政編碼：210019
電話：86-25-8776-7700
傳真：86-25-8776-7711

資源事業

華新鎳業公司

PT. Walsin Nickel Industrial Indonesia

Wisma Mulia Lt.41 Jalan.Jend.Gatot 
Subroto No.42, Jakarta 12710-Indonesia
電話：62-21-2941-9688
傳真：62-21-2941-9696
 

其他

Borrego Solar Systems, Inc.
6210 Lake Shore Drive
San Diego, CA92119, U.S.A.
電話：1-888-898-6273
傳真：1-888-843-6778

華新力寶工業公司

PT. Walsin Lippo Industries
JI. MH Thamrin Blok A1-1
Delta Silicon Industrial Park
Lippo Cikarang,
Bekasi 17550-Indonesia
電話：62-21-897-2391
傳真：62-21-897-2395
  62-21-897-2743

華新麗華一覽

創立時間      1966

股票上市      1972（臺灣證券交易所 代號 1605）

資本額       新臺幣 322.6億元

員工人數  約 4,000人

營運總部  臺灣臺北

營運據點 臺北、新莊、楊梅、臺中、鹽水、上海、南京、江陰、

常熟、東莞、煙台、馬來西亞、印尼、美國加州

2020年9月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