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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清单

通信器材产业相关主要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三星电子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电脑、

网络系统、半导体、显示面板、
家电、医疗器械等

www.samsung.com/sec 京畿道水原市

三星显示 平板液晶显示器(LCD，OLED)等 www.samsungdisplay.com 京畿道龙仁市

LG电子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交换器，传输
器械等通信设备、电视、电脑等

www.lge.com 首尔市永登浦区

LG显示 液晶显示器等 www.lgdisplay.com 京畿道安养市

LG化学 锂离子二次电池、起偏器、PVC等 www.lgchem.co.kr 首尔市永登浦区

三星电机

影像/音箱、通信设备、模组、
印刷电路板、叠层陶瓷电容器、

高频滤清器、晶体振荡器、
芯片接口、数码卫星广播接收器等

www.samsungsem.com 京畿道水原市

LG Innotek
LED、摄像头模组、PCB、

光掩膜、移动路由器等
www.lginnotek.com 首尔市中区

泛泰股份公司
通信器材、无线通信应用装置、

附加通信、监控摄像机等
www.pantech.co.kr 首尔市瑞草区

Ericsson-LG
股份公司

有线/无线交换设备、传输设备、
PBX、通信系统电子交换器等

www.ericssonlg.co.kr 首尔市江南区

SK Telesys股份公司
光中继器、有线无线传输装备、

FEMTO等
www.sktelesys.com 首尔市中区

ELENTECH股份公司
电池组、PCB Ass’y、充电器、

引擎等
www.elentec.co.kr 京畿道水原市

S-Mac股份公司 触摸屏幕、触摸模组、移动模组等 www.s-mac.co.kr 京畿道平泽市

MELFAS股份公司 触摸控制器IC等 www.melfas.com 京畿道城南市

Partron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天线、双镜头等 www.partron.co.kr 京畿道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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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Intops股份公司 盒子、天线等携带式终端配件等 www.intops.co.kr 京畿道安养市

韩国诺基亚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通信系统等 www.nokia.com 首尔市江南区

Dasan Networks
开关、路由器、开关、服务器、

通信设备等
www.dasannetworks.com 京畿道城南市

Jahwa股份公司 携带式振动电机、电子管、磁铁等 www.jahwa.co.kr 忠清北道清州市

ACETEQ股份公司 终端机制造用/基站用天线等 www.aceteq.co.kr 仁川市延寿区

KMW股份公司
有线/无线通信装置、移动通信配

件、通信中继器、通信基站模块等
www.kmw.co.kr 京畿道华城市

Optimech股份公司 手机制造用连接器、通信设备等 www.optimech.co.kr 京畿道华城市

Solid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用光中继器、

光通信设备、无线通信设备等
www.solid.com 京畿道城南市

Ubiquoss股份公司
开关、FTTH、

有线/无线互联网解决方案等
www.ubiquoss.com 京畿道城南市

Cammsys股份公司
手机摄像头模组、
半导体生产设备等

www.cammsys.net 仁川市延寿区

S-connect股份公司 手机内置与移动配件等 www.s-connect.co.kr 京畿道广州市

Sjtech股份公司 无线通信器材(手机配件)等 www.sjtech87.co.kr 大邱市达西区

U-ail股份公司 携带用/电话用数字键盘、开关等 www.e-uil.com 京畿道坡州市

Rftech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充电器、

电子配件等
www.rftech.co.kr 京畿道龙仁市

Frtek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用中继器等 www.frtek.co.kr 京畿道安养市

Jangwontech股份
公司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支架等 www.jangwontech.co.kr 庆尚北道龟尾市

Nanos股份公司
手机摄像头模组配件(光学滤光

器)、霍尔传感器等
www.nanosm.com 京畿道华城市

Namuga股份公司 智能手机摄像头模组、通信设备等 www.namuga.co.kr 京畿道城南市

Optrontec股份公司 双镜头、光学配件、半导体元件等 www.optrontec.com 庆尚南道昌原市

Inno-wave股份公司
有线/无线光通信配件
(光学薄膜过滤器)等

www.inno-wave.co.kr 京畿道乌山市

Crucialtec股份公司
光学轨迹球触摸板、

LED闪光模组等
www.crucialtec.com 京畿道城南市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Dreamtech股份公司 电子配件、蓝牙、手机用充电器等 www.idreamtech.co.kr 京畿道城南市

Gigalane股份公司 RF通信配件、半导体设备等 www.gigalane.com 京畿道华城市

Wisol股份公司
过滤器、RF芯片、振动马达、

过滤机组等
www.wisol.co.kr 京畿道乌山市

Ericsson-LG
enterprise股份公司

电子交换器、IP电话、通信设备等
www.ericssonlg-
enterprise.co.kr

首尔衿川区

DASANS股份公司
网络装备、回传网络设备、

解决方案等 
www.dasans.com 京畿道城南市

Commax股份公司
视频手机、增幅器，扩音器、
对讲机、门对讲机、交换器等

www.commax.com 京畿道城南市

Mercury股份公司
Access、交换器，网关设备、

传输/卫星装备、光缆等
www.mercury.co.kr 仁川市西区

Telit股份公司
无线通信器材、物联网模组、

软件等
www.telit.com 首尔市永登浦区

Mobase股份公司 手机套等 www.mobase.com 京畿道华城市

Dayouplus股份公司
有线/无线通信设备、

光通信设备等
www.dayouplus.co.kr 光州市光山区

Finedigital股份公司 导航、黑盒子、移动通信设备等 www.finedigital.com 京畿道城南市

Ilya股份公司 手机配件、模具等 www.ilya.co.kr 仁川市南洞区

Peopleworks
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用电力增幅器、中继器、
通信用配件/模组等

www.peopleworks.co.kr 庆尚北道龟尾市

HFR股份公司
中继器等无线网络RF装备、无线通

信品质管理系统、光传输系统等
www.hfrnet.com 京畿道城南市

Coweaver股份公司
用户用光终端设备、光传输设备、

有线通信器材等 
www.coweaver.co.kr 首尔市江西区

三光股份公司 手机套等 www.samkwang.com 庆尚北道庆山市

SAMJI电子股份公司
无线通信器材，

无线检针系统芯片等
www.samji.com 京畿道华城市

Innowireless
股份公司

无线通信用测试工具等 www.innowireless.co.kr 京畿道城南市

ANTS股份公司 制造无线通信器材、软件等 www.ants.co.kr 京畿道安养市

Moimstone
股份公司

网络电话、平板、软件等 www.moimstone.com 首尔市瑞草区

Infomark股份公司 可穿戴式设备、移动路由器等 www.infomark.co.kr 京畿道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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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HWA通信工业
股份公司

宽频数码传输装置、BDCS、
WDCS、连接器等

www.samhwa.net 首尔衿川区

CS股份公司
超小型中继器、集成中继器、
变波中继器，RF分散中继器、

个人用中继器等
www.cs-holdings.co.kr 京畿道城南市

ALTI电子股份公司
制造通信机配件、
半导体配件(LED)

www.alti-e.co.kr 庆尚北道龟尾市

Woorinet股份公司 光传输设备、交换设备等 www.woori-net.com 京畿道安养市

成宇电子股份公司 手机配件、无线通信器材配件等 www.swei.co.kr 京畿道安山市

RFHIC股份公司
宽带接收配件(RF模组、RF配件、

Poweramp)等
www.rfhic.com 京畿道安养市

EMW股份公司 手机终端天线、汽车天线等 www.emw.co.kr 仁川市南洞区

KISAN电讯股份公司 光模组、PCS中继器、WLL系统等 www.kisantel.co.kr 首尔松坡区

Teletron股份公司
开关、路由器等网络装备、
超高速网络基础设施系统等 

www.teletron.co.kr 京畿道安养市

PNTEL股份公司 手机套等 www.pntel.co.kr 首尔市永登浦区

FO-T股份公司
光通信配件、传输装置、数据传输

装置、有线/无线通信装置等
www.fo-t.com 京畿道军浦市

Telefield股份公司 超小型光传输装置、软件等 www.telefield.com 京畿道城南市

Telaum股份公司 广播通信网器材等 www.telaum.com 京畿道富川市

Wintek股份公司 高速数据传输设备、光传输设备等 www.wintek.co.kr 京畿道义王市

Opticis 光链接模组配件、光半导体元件等 www.opticis.com 京畿道城南市

Wavetc股份公司
电力增幅器、移动通信中继器、

RRH等 
www.wavetc.com 京畿道水原市

Gammanu 无线基站天线、中继器天线等 www.gammanu.com 京畿道华城市

Oesolution股份公司 光收发器(接收用模组)等 www.oesolution.com 光州市北区

Lightron股份公司 光用户专用光收发模组、光配件等 www.lightron.co.kr 大田市大德区

Wooriro股份公司 光分支器、光二极管等 www.wooriro.com 光州市光山区

Taihan Fiberoptics
股份公司

光纤、光缆等 www.tfo.co.kr 京畿道安山市

Skymoonstech
股份公司

无线电话中继器、通信材料等 www.rfhic.com 京畿道安养市

移动通信服务相关主要企业清单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网站 位置

SK电讯
有线无线通信业、移动通信服务、

物联网等
www.sktelecom.com 首尔市中区

KT 
有线无线通信业、移动通信服务、

物联网等
www.kt.co.kr 京畿道城南市

LGU+
有线无线通信业、移动通信服务、

物联网等
www.uplus.co.kr 首尔市龙山区

Merchant Korea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mymvno.co.kr 首尔衿川区

SK Telink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sktelink.com 首尔市中区

TBROAD股份公司 综合有线广播、VOD、价廉手机等 www.tbroad.com 京畿道水原市

Annextelecom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annextele.com 首尔市江南区

EGmobile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egmobile.co.kr 首尔市江南区

Freetelecom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freec.co.kr 首尔市城东区

韩国有线电信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kcttel.com 首尔市中区

CJ Hello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cjhello.com 首尔市麻浦区

Ylland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ylland.net 京畿道城南市

Smartel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smartel.co.kr 首尔市江南区

Eyesvision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eyesvision.com
首尔市永登浦

区

Mobing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mobing.co.kr 京畿道军浦市

KTMMOBILE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ktmmobile.com 首尔市江南区

Dreamline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dreamline.co.kr 首尔市九老区

CN communication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okcnc.com 首尔市江南区

NR communication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nrcom.com 京畿道水原市

世宗电信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sejongtelecom.net 首尔市江东区

Idowell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idowell.co.kr 首尔市衿川区

Medialog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medialog.co.kr 首尔市麻浦区

大人物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ghs.co.kr 首尔市九老区

Inscobee股份公司 移动通信转售业(MVNO服务)等 www.inscobee.com 首尔市衿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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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合作机构

通信器材产业相关主要合作机构清单

机构名称 网站 主要作用

韩国电子信息
通信产业振 

兴会
www.gokea.org

- 专利纠纷、环境管制、贸易管制等，对应各种规则与改善
制度，应对FTA等国际通商问题。

- IT统计调查与动向分析，扶持国际标准化和培养专业人
才，举行韩国电子展览会(KES)，帮助开展海外营销活动。

- 扶持构建未来新增长动力产业的发展基础，策划和实施政
府政策项目，构建内外相关机构合作体制与互联网等。

韩国信息通信
产业振兴协会

www.kait.or.kr

- 为广播通信产业的增长提供政策扶持，促进广播通信融
合，构建增长基础。

- 扶持推进广播通信网尖端化，构建新一代基础设施，发展
广播通信服务并打造用户保护环境。

- IT统计调查和动向分析等。

信息通信产业
振兴院

www.nipa.kr 

- 扶持信息通信产业的政策研究，树立政策。
- 培养和发展信息通信产业，培养专业人才等负责基础组建

项目。
- 为发展信息通信产业，搞活流通市场与帮助营销。
- 推动信息通信技术融合与运用事业。
- 扶持关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国际交流、合作及开拓海外等。

信息通信
企划评价院

www.iitp.kr

- ICT研发技术的开发战略与技术策划。
- ICT研发的政策研究、信息调查分析与服务。
- 信息通信技术开发事业协议的评价与扶持。
- 促进ICT研发成果扩张与技术转让、技术事业化。
- 培养信息通信专业人才，奠定研究基础等。 

韩国移动技术
产业振兴协会

www.koreamobile.org

- 扶持以移动通信为基础的产业体和环境的实况调查，搞活
地区基础设施与设施设备。

- 推动国内外示范项目的开发，培养企业，扶持移动硬件/软
件的解决方案进入海外。

- 树立移动融合技术开发及服务路线图，培养专业人才等。

机构名称 网站 主要作用

韩国移动产业
联合会

www.moiba.or.kr
- 搞活移动产业交流与开发政策。
- 扶持智能产品企业与相生合作。
- 保护移动通信产品的用户等。

大邱科技园
移动通信融合

中心
www.mtcc.or.kr

- 加强融合移动通信的新产业全球竞争力。
- 移动终端的国际标准合理性的测试/认证(国际公认认证    

单位)
- 移动终端研发事业、技术扶持事业、营销扶持事业等。

韩国智能型
物联网协会

www.kiot.or.kr

- 支持物联网、5G、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与事业合作
- 改善规制、支援标准开发等，改善融合事业环境与加强产

业基础。
- 为扩散服务与搞活市场进行宣传并提供信息等。

韩国智能家居
产业协会

www.kashi.or.kr 

- 改善法律制度，运营标准化智能型家居国家标准研究会。
- 展示智能家居、开发服务等，促进智能家居服务的使用。
- 开发产业统计指标与统计调查等调查研究。
- 开发海外市场模型并推进市场多样化战略。

韩国电信
研究院

www.etri.re.kr
- 在关于信息、通信、电子、广播与成果的融复合技术领

域，开发并普及产业原始技术等。

韩国电子配件
研究院

www.keti.re.kr
- 配件材料、能源显示、系统半导体、信息通信媒体、融合

产业领域的技术开发研究与企业扶持。

信息通信政策
研究院

www.kisdi.re.kr
- ICT战略、通信电波、未来融合、广播与电波政策研究、

ICT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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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相关主要合作机构清单

机构名称 网站 主要作用

韩国信息通信
技术协会

www.tta.or.kr

- 通信网、ICT融合、信息保护、软件、广播、电波/移动通信
等，制定、修改并普及韩国ICT标准。

- 开发针对ICT产品的韩国内外测试认证与测试规格。
- 进行与ICT标准化及测试认证相关的国际合作活动。
- 培养、培训有关ICT标准化及测试认证的专业人才。
- 为加强中小企业竞争力，开展支持活动。

韩国广播通信
电波振兴院

www.kca.kr

- 扶持项目制作等，搞活电视节目内容与媒体。
- 通过检查无线局等，构建无线网络基础设施。
- 公开频率分配、供需等电波信息。
- 培养、培训广播通信传播领域国家技术资格验证的人才等。

韩国通信
企业家联合会

www.ktoa.or.kr

- 为通信企业家的工作环境，提高权益而改善政策与制度。
- 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 构建通信企业家之间的合作与公平竞争体制。
- 通信服务用户的活动报告。 
- 调查ICT政策热点与对外宣传活动等。

韩国实惠通信
企业家协会

www.kmvno.or.kr

- 为搞活韩国无线转售市场，改善政策与制度。
- 与无线转售相关的政府委托事业。
- 向国民提供通信服务，并开展增进便利性的活动。
- 进行通信事业发展方向的调研及相应研究工作。
- 与通信产业相关团体及研究机构进行业务合作和共同事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