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品牌属性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

企业核心品牌定位

HUTLON
CORE BRAND 
POSITIONING

品牌广告语
五金泰斗   匠心智造 

企业使命
为用户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市场定位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提供商

企业理念
匠心智造    永恒品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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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目标
全球智能精品五金产业典范

●



汇泰龙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
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全屋智能精品五金高新技术
企业。自1996年成立以来，精准锁定泛高端市
场，重视产品品质与用户生活场景体验，赋予
用户家居生活价值感和身份认同感！致力于产
品自主研发，创研一系列高颜值、高品质的全
屋智能精品五金，为用户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
金解决方案，是地产、家装、酒店、门业、定
制业、商业的战略伙伴。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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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建筑 
面积70000平 方 米 
的 汇 泰 龙 生 产 基 地 
二期工程全面开建， 
为汇泰龙蓄势发展， 
扩 充 产 能 ， 提 供 强
有力保障。

国际化生产基地

       汇泰龙生产基地位于佛山
里水，建筑面积50000平方
米，集办公大楼、科研大楼、
生产车间、物流中心、员工
生活区等于一体，是一个现
代化、配套齐全、国际化的
生产基地。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ASE



汇泰龙拥有多条压铸、抛光、冲压等全自动
产线，高端的生产设备及雄厚的生产技术力量,
全面满足高质量的产品制造需求，高效解决工
程项目及特殊定制等市场订单的需求。

全自动铸造机

全自动机械臂抛光机

PRODUCTION 
WORKSHOP
先进的生产车间



INNOVATION 
POWER

汇泰龙拥有专业研发设计团队并多次获得
国内外设计大奖，获得国家专利500+项，其中
包括近200项发明专利、10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200多项外观专利，对产品研发、工艺改进、品
质提升提供强劲的保障。

强大的研发力量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SYSTEM
CERTIFICATION

高品质定位是产品严格遵守的生产准则， 
汇泰龙先后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标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CNAS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证
GB/T29490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CNAS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五大国际权威体系认证



       汇泰龙二十多年来潜心耕耘，关注产品细节，
注重用户体验及产品品质，赢得政府单位、行业
协会等认可，带动了五金行业品牌发展，成为行
业佼佼者。

GLOBAL INTELLIGENT 
FINE HARDWARE
INDUSTRY MODEL 
全球智能精品五金产业典范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提供商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PROVIDER



家具五金 卫浴五金

门五金

智能门锁

       汇泰龙产品主要分为智能门锁和精品五金,
为地产、家装、公寓、酒店、商业空间提供全
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其中精品五金包含：
机械门锁、门五金、门控五金、移门五金、家
具五金、家具拉手、卫浴挂件、卫浴五金八大
类别；智能门锁包含：指纹锁、安全云锁、智
能酒店锁三大类别。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

机械门锁

家具拉手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卫浴挂件

门控五金 移门五金



       汇泰龙智能门锁包含指纹锁、安全云锁、智
能酒店锁等三大类别，以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为核
心，搭载国际领先的生物识别技术和电子科技，
结合现代美学及个性化功能，为您提供智能生活
攻略，让您的生活更轻松愉快。

智能门锁

INTELLIGENT 
DOOR LOCK





      高颜值，黑科技。汇泰龙安全云锁在智能、
安全、性能上全面升级，在大气、时尚的外观
里流露出现代科技之美。远程实时监控、异常
信息推送，远程授权开锁等都通过阿里云ID2及
汇泰龙加密狗双重加密，让用户获得安全的智
能生活体验。

汇泰龙安全云锁

HUTLON 
CLOUD LOCKS



汇 泰 龙 智 能 指 纹 锁

德国iF工 业�
设计奖

华为与汇泰龙联合出品



品质高、颜值高、身份高——是汇泰龙享誉
全球高端五金行业基石。五金名匠工艺，执着于
细节雕刻，赋予专业卓越传奇。汇泰龙精品五金，
匠心品质，配套完善，为地产、家装、公寓、酒
店、商业空间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赋予家居生活价值感和身份认同感！

HARDWARE LEADER
ELITE OUTPUT
五 金 泰 斗     匠 心 智 造

HIGH QUALITY 
HARDWARE
精品五金



HARDWARE LEADER  
ELITE OUTPUT
五金泰斗  匠心智造



汇泰龙产品云集智能门锁、精品五金 
两大系统 ，一站式供货，五星级服务体系，
为用户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给用户充分的家居生活体验感和便利性，
是地产、家装、酒店、门 业、定制业、商
业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为用户提供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PROVIDE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FOR USERS



        创研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为两大核心产品系统，全面
贯彻"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企业理念，为地产·家居·公寓
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之地产·家装

REAL ESTATE AND HOME DECORATION 

OF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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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移门五金:
日本滚针式轴承设计，
滑动顺畅安静、易安装、
不脱轨、负重载、舒适
性及寿命高。

智能门锁：指纹、密码、
感应卡、应急钥匙、手
机远程等多种开锁方式。

机械门锁：
精致美观、大方，艺术
感强，款式丰富。

暗铰链： 
采用液压缓冲设计，
长久耐用，拒绝碰撞
声响、回弹。

门吸：
精选上等优质材料，匠
心铸造，磁力强，造型
美观耐用，形式多样。

道轨： 
高精钢珠及加厚
钢板，使道轨承
载负荷大，支撑
力强；安装简易，
滑行顺畅、静音。

卫浴挂件:
采用优质材制作，造
型优美，具有牢固、
光泽持久靓丽的特点。

卫浴五金： 
汇泰龙卫浴五金包含卫浴挂
件，地漏，纸巾盒等，设计
新颖，时尚、用材十足。

淋浴房五金: 
柔和的线条、精选优
质材质，配以高强度
钢化玻璃，让你使用
更安全，更放心。

合 页： 
真轴承、精钢芯的设计，
确保每扇门都能够灵活、
长久、顺畅使用。



玻璃门五金：
国际标化设计，
进口304不锈钢材质,
安装方便。

闭门器：
采用德国式内胆设 
计，铝合金压力铸
造，运行更平稳、
宁静。

地弹簧与玻璃门夹：
地弹簧与不锈钢门夹天
衣无缝的配合，使门的
开合更为平稳顺畅。大拉手：

采用多种风格设计，
款式新颖，大方。

8
卫浴五金：
多功能、款式
新颖，创意十足，全面满 
足市场各种需求。

9
地漏：
拥有较强的防臭
功能。

4
暗铰链: 
采用独特的二段力设计,
关门力度柔,声音小。

       创研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为两大核心产品系统，全面
贯彻"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企业理念，为商业空间提供全
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之商业空间

7
6

3

5

1
智能门锁：指纹、密码、
感应卡、应急钥匙、手
机远程等多种开锁方式。

机械门锁：
精致美观、大方，艺术
感强，款式丰富。

2
合 页： 
真轴承、精钢芯的设计，
确保每扇门都能够灵活、
长久、顺畅使用。

COMMERCIAL SPACE 

OF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创研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为两大核心产品系统，全
面贯彻"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企业理念，为酒店工程提
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1
2

11

12
9

移门拉手：
多种款色及颜色选择，
满足装修风格需求。

8

10

地漏：
拥有超强的防臭
功能。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之酒店客房

门底密封条： 
采用铝合金精心打造，暗
藏式安装，关门自动封闭，
开门自动弹起。

智能酒店锁：
与酒店管理系统结合，
操作直观快捷实时了解
入住情况及对房间进行
管理。

门吸: 
造型美观，形式多样。

防盗链: 
能起到锁扣门扇的作用。

闭门器: 
采用德国式内胆设计，
产品更耐用，运行更平
稳、宁静。

防盗猫眼：
采用铜材料精加工而成，
美观耐用，具有
35~55mm的可调节尺寸。

合 页： 
真轴承、精钢芯
的设计，确保每
扇门都能够灵活、
长久、顺畅使用。

3
4

5

暗铰链: 
采用独特的二段力设计,
关门力度柔,声音小。

淋浴房五金：
精选优质材质，
防腐蚀，更耐用。

浴巾架：
光洁、
牢固、
美观。

HOTEL ROOM

OF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创研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为两大核心产品系统，全面
贯彻"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企业理念，为地产·家居·酒店·公
寓·商业空间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防盗链：
美观、更加适用。

门吸：
在 多 种 款 式 及 颜 色 中
应按安装方式来选配。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之木门

2

3

4

5

6

7

闭门器：
运行平稳、宁静、
收放自如。

门底密封条：
采用铝合金精心打造，
暗藏式安装，关门自动封闭，
开门自动弹起。

智能门锁 ：指纹、密码、
感应卡、应急钥匙、手
机远程等多种开锁方式。

机械门锁：
精致美观、大方，艺术
感强，款式丰富。

1
防盗猫眼：
采用铜材料精加工而成， 
美观耐用，具有
35~55mm的可调节尺寸。 合 页： 

真轴承、精钢芯的设
计，确保每扇门都能
够灵活、长久、顺畅
使用.

WOODEN DOOR

OF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3

4
玻璃门曲夹：
进口不锈钢SUS304材质，
表面光 洁无瑕。

2
地弹簧：
选 用 适 用 的 承 重
标准来搭配。

5
玻璃门上夹：
进口不锈钢SUS304材
质，表 面光洁无瑕。

6
玻璃门下夹：
进口不锈钢SUS304材
质，表面光洁无瑕。

       创研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为两大核心产品系统，全面
贯彻"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企业理念，为地产·家居·酒
店·公寓·商业空间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大门拉手：
采用不锈钢材质，
光洁而耐磨。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之玻璃门

1

玻璃门锁夹： 
安装方便简易，表面光
洁无瑕，安全系数高。

GLASS DOOR

OF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注：应采用10-12MM钢化琉璃，过厚或过薄的材料会影响其使用安全性。



11

1
3

6 7 10

2
4

8 9

       创研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为两大核心产品系统，全面
贯彻"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企业理念，为地产·家居·酒
店·公寓·商业空间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之卫生间

淋浴房拉手：
多种款色及颜色
选择，满足装修
风格需求。

马桶刷：
干净、占地空间
小，是厕所卫生
间首选。

地漏: 
拥有超强的防
臭功能， 畅通
无阻的设计。

角阀:外观美观大方, 
可调节水压大小。

浴巾架：
造型优美，牢固、
光泽持久靓丽，
是对完美细节的
无限追求。

淋浴房合页:
柔和的线条、精
选优质材质，配
以高强度钢化玻
璃，让您使用更
安全、更放心。

毛巾杆：
造型优美，牢固、
光泽持久靓丽，
是对完美细节的
无限追求。

浴室挂篮：
放置沐浴用品，
外形 美观、耐用。

置物架：
放置沐浴用品，
外形 美观、耐用。

衣钩：
光洁、牢固、
美观，承重大。

5

纸巾盒：
光洁、实用、 
方便，可摆
放手机等功
能。

THE BATHROOM

OF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SOLUTION



       多平台宣传营销，完美融合互联网和传
统宣传渠道，高质量传播，让企业与产品
高度宣传，提升知名度，突破传统宣传方
式，实现目标客户的精准化营销，提高企
业的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汇泰龙与华
为联合推出华为智选智能指纹锁；汇泰龙
安全云锁全面采用阿里云Link物联网平台；
加入中国移动数字家庭合作联盟，共同迎
接5G新时代。



BRAND PROMOTION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汇泰龙品牌先
后入驻天猫，京东、阿里巴巴、拼多多、唯品
会等电商平台，将品牌推广及营销完美结合，
高质量传播，让企业与产品高度宣传，提升知
名度，突破传统宣传方式，实现目标客户的精
准化营销，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互联网+时代下的品牌推广



重 磅 ！ 汇 泰 龙 安 全 云 锁 广 告 强 势 来 袭 ， 汇  
泰 龙 霸 屏 国 际 机 场 ！

精品五金
High quality hardware

        互联网、传统媒体宣传、微信等平台完美融
合，高质量传播，让企业与产品高度宣传，提升
知名度，突破传统宣传方式，实现目标客户的精
准化营销，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NEW MEDIA 
NETWORK 
PROMOTION
新媒体网络推广



       汇泰龙与阿里云达成战略合作，全面采用阿里云Link
物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安全的云锁产品。

       华为智选与汇泰龙携手共同推出华为智选智能指纹锁，
并在华为Mate20系列新品中国区发布会上发布，引起社
会各界关注。

        汇泰龙加入中国移动数字家庭合作联盟，与中国移动
共同迎接5G新时代。

CROSS BORDER 
BR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移动互联网下的跨界品牌战略合作



        2017年、2018年5月10日，汇泰龙连续两
年在广州发布汇泰龙云锁白皮书、成立汇泰龙
云锁研究院，并正式上线与新浪家居合作的
“智能云锁”频道，百余位领导、智能家居行
业大咖、权威新闻媒体代表等近千人共同见证。

CLOUD LOCK 
WHITE PAPER 
CONFERENCE
5.10云锁白皮书发布会·轰动行业



       汇泰龙致力终端形象建设，多次参与全球各地
国际展会，打造独树一帜终端旗舰店面，以独有
企业风格，通过其浓烈艺术性、创意性、功能性
提升品牌文化形象、行业影响力及国际知名度，
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THE DEMEANOR 
OFFLAGSHIP
独树一帜的终端旗舰风范



       汇泰龙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品牌宣传，
包括机场、高铁、电视、高速、户外、网络、杂
志等各种宣传媒体，高密度、持续的广告投放确
保了消费者对汇泰龙品牌的认知度。

高铁及户外大牌广告

BUILD HIGH-END 
BRAND IN THREE 
DIMENSIONS
强势宣传  立体打造高端品牌

高速广告



      汇泰龙安全云锁广告在全国一二线、客流
最大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成
都、武汉、 重庆、长沙等城市机场震撼亮相，
以最显眼、曝光度最高、视觉冲击力最强的
静态灯箱广告形式展现。

SECURITY CLOUD LOCK
LANDING AT NATIONAL 
AIRPORT
汇泰龙安全云锁  登陆全国机场



NATIONAL TOUR AND 
INTERPRETATION OF 
BRAND CULTURE

        汇泰龙自成立以来，参加大小展会近100次，
每一次展会都吸引众多客商的参观、详谈和主流媒
体着重报导及转载，尤其是近几年来，汇泰龙在广
州国际建博会上，展示的不仅仅是产品，更多是企
业文化与实力，在行业内影响深远。

2017
龙·韬略

2016
智能量

全国巡展 演绎品牌文化

2018
龙·翘首



WIN-WIN 
COOPERATION 

GLOBAL STRATEGIC 
BRAND

        汇泰龙以“匠心智造，永恒品质”为企
业理念，科技创新，精心打造，开拓全球的
品牌战略，云集智能门锁、精品五金两大系
统，为用户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
赢得众多用户的青睐，是地产、家装、门业、
定制业、商业等的战略合作伙伴。

大国品牌

合作共赢  全球战略品牌



全球战略品牌

更多品牌正在加入中……

GLOBAL
STRATEGIC BRAND



全球重点工程案例

        汇泰龙一直致力于自主研发，以国

际化先进生产技术为标准，将功能与设

计完美结合，创研一系列高颜值、高品

质的产品，为用户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

金解决方案，产品广泛运用于全球著名

酒店工程及高端地产楼盘等项目，使汇

泰龙成为全球智能精品五金产业典范。

HUTLON
GLOBAL 

KEY PROJECT 
CASES



INTERNATIONAL PROJECT CASE
世界工程案例

TM

洲际酒店
佛山南海保利洲际酒店 

惠州洲际酒店 

南京绿地洲际酒店 

大连远洋洲际酒店

皇冠假日酒店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南京侨鸿皇冠假日酒店 

温州洲际酒店皇冠假日酒店 

郑州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长沙皇冠假日酒店 

南昌力高皇冠酒店 

黄山昱皇冠假日酒店 

太原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杭州建德市千岛湖皇冠假日酒店

假日酒店
临高大长今假日酒店 

深圳市东华假日酒店 

东莞市黄江假日酒店 

杭州凤都假日酒店 

杭州马可波罗假日酒店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 

常州武进假日酒店

 温州瑞安阳光假日大酒店 
银川国贸假日酒店 

银川沙湖假日酒店 

安徽六安上岛假日酒店 

成都世纪城假日酒店 

揭阳翡翠假日酒店 

衡阳林隐假日酒店 

郴州雄森国际假日酒店 

大连海尊快捷假日酒店 

海河假日酒店 

南京市江宁珍宝假日酒店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假日酒店

IHG酒店集团(英)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美)

丽兹卡尔顿
广州市丽思卡尔顿酒店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

万豪酒店
印度班加罗尔市万豪酒店 
卡塔尔国多哈万豪酒店 

香港万豪酒店 

宁波万豪大酒店 

太原应县万豪大酒店

 郑州万豪酒店 

常州万豪酒店 

台州黄旗隆万豪酒店 

义乌市万豪酒店

万怡酒店
上海浦亚万怡酒店 武

汉新世界万怡酒店

万丽酒店
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 

上海明捷万丽酒店 

武汉万丽酒店

凯悦国际酒店集团(美)

君 悦
广州市珠江新城君悦酒店 

石狮市君悦大酒店 

福州君悦酒店

凯 悦
杭州利星凯悦大酒店

无锡市凯悦大酒店 

重庆凯悦酒店

希尔顿酒店集团(美)

希尔顿大酒店
湖南株洲希尔顿欢朋酒店 

上海希尔顿大酒店 

杭州滨江希尔顿度假酒店 

福州希尔顿大酒店 

大连希尔顿大酒店 

郑州希尔顿大酒店 

山东省青岛市金沙滩希尔顿酒店 

海南省三亚市希尔顿欢朋酒店 

江苏启东希尔顿花园酒店

亚特兰蒂斯酒店
三亚 亚特兰蒂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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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OJECT CASE
世界工程案例

4

威斯汀酒店
深圳益田威斯丁酒店 

广州琶洲威斯汀酒店 

宁波威斯汀酒店 

南京国际广场威斯汀大酒店

 赣州威斯汀国际酒店

喜达屋酒店集团(美)

喜来登酒店
清远市狮子湖喜来登酒店 

杭州千岛湖喜来登酒店 

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喜来登酒店 

三亚福朋喜来登酒店

郑州喜来登酒店 

郑州漯河福朋喜来登大酒店 

福朋喜来登酒店 

玉环喜来登酒店 

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温德姆大酒店
贵阳温德姆酒店 

长沙芙蓉国温德姆至尊豪庭酒店

 义乌温德姆国际酒店 

温德姆和平国际（厦门）大酒店

 茂名市温德姆至尊酒店

温德姆酒店集团

豪生大酒店
湖南长沙雅士亚豪生酒店 
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 

宁波华侨豪生大酒店 

宁波逸东豪生大酒店 

温州方和豪生大酒店 

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 

武汉江城豪生明珠大酒店 
大连百年汇豪生大酒店 

营口五矿豪生大酒店

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

深圳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香格里拉饭店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南京丁山香格里拉大酒店

武义香格里拉酒店

常州香格里拉酒店

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福州香格里拉酒店

台肥香格里拉酒店

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

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

乌鲁木齐香格里拉酒店

义乌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卡尔森国际酒店集团(美)

丽晶大酒店
北京丽晶酒店 

青岛丽晶酒店 

福瑞丽晶大酒店

戴斯(天天)酒店
佛山三水华南戴斯酒店 

常州富都戴斯酒店 

常州春枫苑戴斯酒店 

郑州三门峡御汤戴斯温泉酒店 

银川戴斯酒店 

江西省赣州市戴斯酒店

艾美酒店
石梅艾美酒店 
海口艾美酒店

香格里拉大酒店
浙江东阳海德华美达酒店

杭州萧山华美达酒店

义乌华美达锦f都大酒店

义乌华美达之江酒店

义乌华美达三江酒店

武汉市华美达天禄大酒店

武汉华美达关谷大酒店

武汉市华美达大酒店

常州华美达酒店

淄博华美达大酒店

大连九洲华美达酒店

华美达酒店

三家饭店集团（亚洲）

索菲特酒店
郑州市索菲特国际大酒店
三亚索菲特酒店
杭州素菲特世外桃源大酒店
杭州西湖索菲特大酒店
南昌索菲特大酒店

美爵酒店
上海宝隆美爵酒店
三亚美爵酒店
太原千禧中环雅高美爵大酒店
合肥美爵酒店
大连泰达美爵酒店
乌鲁木齐美爵酒店

诺富特酒店
广州市诺富特机场酒店
深圳博林诺富特酒店
武汉新华诺富特酒店

最佳西方酒店
大连海景最佳西方大酒店

四季酒店
香港四季大酒店

铂尔曼酒店
亚龙湾铂尔曼度假酒店
海口铂尔曼度假酒店

最佳西方酒店集团（美）

四季国际酒店集团

日航酒店（日）
无锡日航酒店

雅高国际酒店集团（法）

1    卡 塔 尔 国 多 哈 万 豪 酒 店

2   印 度 班 加 罗 尔 市 万 豪 酒 店

3   北 京 丽 晶 酒 店

4   北 京 临 空 皇 冠 假 日 酒 店



DOMESTIC PROJECT
国内工程案例

国内知名酒店工程案例

1    北京天下第一城

2    北京钓鱼台宾馆

3    北京开元名都大酒店

4    上海丽都酒店

5    贵阳温德姆酒店

6

●北京区域酒店 ●山东地区 ●江西地区

北京饭店 济宁市嘉祥银座嘉悦酒店 安远康莱博大酒店酒店

北京天下第一城 济南澳利沃特大酒店 宝峰养生乐园度假酒店

北京钓鱼台宾馆 济南市南郊宾馆 赣州市慕凯国际酒店

北京开元名都大酒店 泰安肥城宝盛大酒店 赣州市嘉福戴斯酒店

北京丽晶酒店 青岛金沙滩希尔顿酒店公寓楼 赣州市格兰云天大酒店

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 青岛海天大酒店 三清山希尔顿国际酒店

北京万丽酒店

●福建地区 ●湖南地区

●上海区域酒店 福建龙岩恒悦酒店 湖南长沙雅士亚豪生酒店

上海浦西开元大酒店 福建省福州佰翔海景酒店 湖南株洲希尔顿欢朋酒店

上海市伊莎士酒店公寓 福建省泉州市滨海大酒店 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

上海巴黎春天大酒店 漳州市龙海华侨大酒店 长沙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丽都酒店 桂湖生态温泉城度假酒店 岳阳铂斯汀大酒店

上海悦华大酒店

●重庆地区 ●湖北地区

●广东区域酒店 重庆大世界酒店 湖北省武汉市万枫酒店

广东佛山市美的君澜酒店 重庆东方酒店 武汉曲水兰亭度假酒店

深圳市南山益田威斯丁酒店 重庆五洲大酒店 武汉市葛洲坝大酒店

广州市全球通大酒店 贝迪颐园温泉度假酒店 咸宁市君豪温泉大酒店

广州市中央大酒店 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 东方建国大酒店

广州军区留园接待酒店 丹凤白露酒店

●江苏地区 咸宁市君豪温泉大酒店

●浙江区域酒店 昆山千灯维亚纳国际酒店 武汉市东方大酒店

浙江省宁波市开元曼居酒店 常州市湖塘香格里拉

宁波市雅戈尔贵宾楼酒店 常州市富都戴斯酒店 ●四川地区

天台金字华美达酒店 徐州市开元名都大酒店 遂宁坦孚国际酒店

杭州千岛湖皇冠假日酒店 丽湖雅致会展中心酒店 崇宁古堡温泉度假酒店

杭州西湖国宾馆 南京华泰万丽酒店 南充友豪酒店

宁波万豪国际大酒店 苏州富宫雅戈酒店 峨眉华美达酒店

世贸中心·香格里拉酒店 成都海悦大酒店

1     2

3     4     5



DOMESTIC PROJEC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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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酒店工程案例
●山西地区 ●天津地区

晋中市悦隆庄万枫酒店 天津和平宾馆 芜湖汉爵阳明大酒店

益东国际酒店 天津市中北假日酒店 格林豪和大酒店

壶山温泉度假酒店 天津凯德酒店

五台山金莲花大酒店 ●陕西地区

太原岚县帝豪酒店 ●河南地区 陕西省安康瑞斯丽酒店
河南省商丘市中泰开元酒店 陕西渭南大光明酒店

●广西地区 许昌-花溪中州国际大酒店 安康威尼斯酒店

广西崇左凯隆国际酒店 许昌-花溪温泉生态酒店 东方嘉豪大酒店

南宁红林大酒店 正方元大酒店

南宁国际大酒店 ●贵州地区

防城港荣兴格朗大酒店 ●新疆地区 贵阳市多彩贵州航空酒店

鲁木齐市云隐酒店 溪山御景旁溪山里酒店
●海南地区 新疆喀什市机场酒店 贵阳市温德姆酒店

海南博鳌亚洲国际大酒店 乌鲁木齐机场酒店 息烽温泉大酒店

海南大长今假日酒店 新疆伊犁大酒店 遵义市常藤青戴斯酒店
恒盛元棋子湾度假酒店 新疆银都酒店

黄金海景大酒店 ●云南地区

●宁夏地区 云南昆明市曼酒店

●河北地区 银川上陵波斯顿酒店 昆明湖泉酒店

河北石家庄世贸广场酒店 银川太阳神酒店

鹿泉大者国山酒店 银川国际大酒店 ●内蒙古地区

电谷锦江国际酒店 黄河明珠大酒店 呼和浩特市卓资瑞泰酒店

保定香江酒店 鄂尔多斯市内蒙伊泰大酒店

●黑龙江地区 呼市内蒙伊泰大酒店

●辽宁地区 哈尔滨正明锦江大酒店

营口市君悦大酒店 鹤港市九洲大酒店 ●甘肃地区

普兰店安波温泉花园酒店 佳木斯市爱纶大酒店 定西市田地生态国际大酒店

大连海景酒店 甘肃省天水市金岐酒店

大连新富顿酒店 ●安徽地区 金昌市悦廷花园酒店

大连长兴岛酒店 安徽芜湖海螺酒店 兰州市苏米兰酒店

合肥大伯爵国际商务酒店



国内工程案例
DOMESTIC PROJECT C

1
2
3

1    北京承德避暑山庄
2    北京紫檀博物馆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商务大厦、政府工程案例
●北京区域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湖北地区

北京世纪广场 广州市西塔大厦 武汉周大福工业园

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 广州市中信广场 武汉铂仕汇国际广场

北京奥林匹克大厦 广州市法国领事馆 武汉市万达秀场

北京嘉里中心 广州市澳洲领事馆 东风汽车集团办公大楼

北京经贸大厦 广州珠江新城财富世纪广场

环球贸易中心 深圳市南通华强城 ●陕西地区

北京海关信息中心大楼 深圳市国际商会中心大厦 西安市万众国际办公楼

深圳市沃尔玛亚洲总部 延安市万达城展示中心

●上海区域 西安开元购物商城

世博中信大厦办公楼 ●浙江地区 西安长安国际广场

祥生地产总部办公楼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西安中大国际广场

上海市中骏广场 宁波市方太理想城总部基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市宁波银行数据中心 ●四川地区

上海电信大楼 阿里巴巴支付宝办公大楼 成都ICC

上海南方国际购物中心 绿城西溪世纪广场 巴中财富广场

佘山世贸国际会议中心 杭州欧美金融中心 自贡第四医院

杭州G20奥体博览中心 成都市金融大厦

●福建区域 宁波市博物馆 成都市文殊坊成都会馆

福建瑞达国际金融中心 浙江世贸中心 成都市天府时代广场

厦门航空古地石广场

福建厦门航空自贸广场 ●江苏地区 ●港澳地区

厦门市集美嘉庚大剧院 苏州同城网数据研发中心 香港仙游财富中心

福建远洋大厦 苏州湖西CBD苏州中心

福建时代广场 江苏省南通地方税务局 ●贵州地区

福州大学城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贵阳花果园派出所办公室

南京钟山颐养院 贵州省遵义市干部学院

●广东区域 连云港核电站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总部 南京市国际会议中心 ●海南地区

东莞长安镇OPPO工业园区 扬州时代广场 华闻大厦全球贸易之窗

广州市中国移动南方基地



       汇泰龙公司产品主要分为智能门锁和精品五金，为地产、家
装、酒店、商业空间等提供全屋智能精品五金解决方案。其中精
品五金包含：机械门锁、门五金、门控五金、移门五金、家具五
金、家具拉手、卫浴挂件、卫浴五金八大类别；智能门锁包含：
指纹锁、安全云锁、智能酒店锁三大类别。

ONE-STOP INTELLIGENT 
QUALITY HARDWARE
全屋智能精品五金



广东汇泰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ardware leader 
Elit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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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地址: 中国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东部工业园
Lishui Town, Nanhai District, Foshan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电话Tel: 0757-8106 0888      传真Fax: 0757-8106 0999

Http://www.hutlon.com      电子邮箱E-mail: htl@hutlon.com

服务热线Hotline: 400 880 8333   

Guangdong HUTLON Technology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