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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列表

企业名称 主要项目 网站 位置

现代摩比斯
  底盘模块、驾驶席模块、

电装、制动系统
www.mobis.co.kr

  蔚山、牙山、光州、
瑞山、忠州、天安

万都
  ABS、ECPS、制动装置、

转向装置
www.mando.com

  板桥、平泽、原州、
益山

Hanon System 压风机、中冷器、风管模块 www.hanonsystems.com 大田、平泽、蔚山

星宇Hitech 车身零部件 www.swhitech.com 釜山、梁山

现代威亚 变速箱、等速万向节 www.hyundai-wia.com
  昌原、安山、平泽、

瑞山、蔚山

INZI Controls 发动机冷却系统、传感器 www.inzi.co.kr 始兴、庆州、沃川

SL
  灯、底盘、转向、

动力总成、杠杆、门模块
www.slworld.com 庆山

Hwashin
  底盘模块、 车身零部件、

发动机零部件
www.hwashin.co.kr 永川

DY 马达、雨刷器 www.dy.co.kr 仁川、牙山、昌原

S&T Motive 变速箱、底盘、ECU www.sntmotiv.com
  釜山、仁川、昌原、

梁山、保宁

瑞延理化 门饰、内部零部件、座椅 www.seoyoneh.com 蔚山、牙山、安阳

平和精工
  门模块、闩锁系统、

系统模块
www.phakr.com 大邱、牙山、水原

世宗工业 消音器、净化装置 www.sjku.co.kr 龙仁、牙山、蔚山

Motonic
  发动机零部件、传感器、

摇臂
www.motonic.co.kr 大邱、星州

Yura公司 线束 www.yuracorp.co.kr 清州、平泽、庆州

现代坦迪斯 变速箱、车轴、座椅 www.hyundai-transys.com 
  牙山、蔚山、

瑞山、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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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主要项目 网站 位置

韩国FLANGE 车轴、法兰、半轴 www.kofco.com 蔚山

现代凯菲克 动力总成控制系统 www.hyundai-kefico.com 军浦

Kyungshin 线束接线盒、连接器 www.kyungshin.co.kr 仁川,华城、群山

Donghee
  油箱、车顶系统、车桥壳

体、电装零部件
www.donghee.co.kr

  华城、牙山、蔚山、
光州

Duckyang产业
  驾驶席模块、防震垫、
门饰板、控制台、防撞垫

www.dyauto.kr 蔚山、庆州、礼山

Austem
  钢轮、车身零部件、

底盘零部件、座椅
www.austem.co.kr 天安、仁川

Sangsin Brake 制动零部件 www.sangsin.com 大邱

Hwa SeungR&A 制动软管、传送带 www.hsrna.com 梁山

DOOWON风管
  HVAC、冷却马达、

电容器、压缩机
www.dwdcc.com 牙山

韩国曼·胡默尔
  机油滤清器、

汽车空调过滤器及吸入系统
www.mann-hummel.com 原州

Erae汽车配件
  HVAC模块、转向、变频器、

制动零部件
www.erae-automotive.com 大邱、群山、镇川

大圆钢业
  盘簧、钢板弹簧、稳定杆、

汽车座椅
www.dwku.com 天安、昌原

Autoliv 安全气囊、安全带 www.autoliv.com 华城

三起汽车配件
  缸盖、油底壳、阀体、

油泵盖
www.samkee.com 平泽、瑞山

Hands公司 铝合金车轮 www.handscorp.co.kr 仁川、华城

Yoosung企业 活塞环、缸衬 www.ypr.co.kr 牙山、大邱、蔚山

韩国端子工业株
式会社

汽车连接器、引线框架 www.ket.com 仁川、平泽、光州

Daehan Solution 振动与噪声系统工程零部件 www.dhsol.com 仁川、光州、庆山

企业名称 主要项目 网站 位置

瑞进汽车配件
  离合器盖、离合器盘、

飞轮、离合器衬片
www.secoautomotive.com 始兴

Myunghwa工业
  发动机水泵、发动机油泵、

输入轴、行星架
www.myunghwa.com 安山、蔚山、牙山

KWANGJIN 门模块、玻璃升降器 www.kwanjin-kr.com 光州、华城、庆州

韩国GMB
  轴承、冷却装置、
变速器、泵、轧辊

www.gmb.co.kr 昌原、瑞山、安阳

友进工业
  氧气传感器、空气加热器、

火花塞
www.ngkntk.co.kr 安山

Central
  球头、控制臂、稳定杆、

连接棒、变速器
www.ctr.co.kr 昌原、蔚山、大邱

A jin产业
  OBC、PTC加热器、

空调零部件、电压控制器
www.wamc.co.kr 庆山

Woory产业
  加热器控制器、

  燃油传感器组装、LPM、
MPM

www.woory.com 龙仁、大邱、平泽

万都海拉电子株
式会社

传感器、ECU www.mandohella.com 仁川

韩国Castec 涡轮机外壳、中央壳体 www.castec.co.kr 釜山、昌原

Kodaco
  阀体、转换器壳、
节气门阀体、水泵壳

www.kodaco.co.kr 天安、安城

KOREA FT 接管嘴、金属盒 www.kftec.com 安城、庆州

SJM 风箱 www.sjmflex.co.kr 安山

DIC 变速器齿轮 www.dicorp.co.kr 蔚山

大宇零部件 自动调节器、冷凝器 www.dwecc.com 井邑、大田

启洋电机
  DC/BLDC 发动机、

电动座椅马达
www.keyang.co.kr 安山、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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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协会

企业名称 网站 主要业务

汽车产业协会 www.kama.or.kr

• 代表整装车制造商的团体，执行汽车产业振兴项目和
改善汽车产业相关政策制度等，负责政府对接工作。

• 在与主要国家建立国际合作和海外贸易网络方面发挥
作用。

韩国汽车产业合作社 www.kaica.or.kr
• 代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团体，向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提

供帮助，执行政府对接工作及扶持出口，帮助零部件
制造商开拓世界市场。 

汽车零部件
产业振兴财团

www.kapkorea.org

• 为提高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而设立的民间公益
法人。

• 帮助中小型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解决基础技术难
题、建立质量体系及经营管理，提供汽车产业相
关信息等。

汽车零部件研究院 www.katech.re.kr 

• 提供研发、测试认证、教育和信息提供等多种帮助，
以确保韩国国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培养。

• 执行绿色汽车动力系统、智能汽车技术、材料技术、
融合系统及可靠性研究等。

• 按地区树立研究项目计划，通过对该地区汽车制造商
提供技术支持和共同研究，加强地区的研发实力。

氢能融合联盟推进团 www.h2korea.or.kr

• 帮助制定氢经济政策路线图及法案修订，扶持民间主
导的氢气生产和供应基础设施的建设。

• 执行有关氢能电动汽车的扩展普及、氢能电动汽车、
实施加氢站统计及提供信息，并就韩国国内外氢能电
动汽车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及调查活动。

釜山汽车零部件
工业合作社

www.baica.or.kr

• 帮助釜山地区汽车零部件行业成员间的新技术开发
和质量提高。

• 执行振兴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相关调查活动，负责支
持技术培训、出口及参加国内外展会等业务。

电动车协会 www.keva.or.kr
• 为促进电动汽车的普及，帮助与海外团体进行信息交

流，执行相关产业调查研究，制定相关基础设施的优
化方案以及扩展普及改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