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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Profile01



ACME成立于1985年，总部坐落于佛山市高明区"国家火炬计划佛山新材

料产品基地"，拥有100余亩标准化现代厂房。历经30年高速发展，

ACME凭着卓越的产品和走在行业前沿的创新技术，已经成为全世界规

模最大的娱乐和舞台照明制造商之一，公司集专业舞台灯光音响、建筑

照明，研发，生产，行销于一体，拥有销售网络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

地区，产品深受认可和推崇。

台湾制造工厂总部办公大楼

集团总部鸟瞰图

关于ACME



1000+
总部员工 

100+
研发团队

200+
技术服务团队

30万+
全球经典案例

20+
全球销售网点

1200+
全球合作伙伴

100+亩
标准化现代厂房

公司服务架构：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产品制造+（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视觉设计+系统设计+工程实施+系统调试



专业演出 固定安装工程 商业文娱酒吧

建筑照明 户外文旅

企业业务版块



企业品牌&代理品牌

专业舞台灯具，自创建以来
已有35年丰富的灯具制造经
验，为大型活动、电视节目、
演唱会、音乐节、酒吧、建
筑照明等提供灯光技术支持。

ACASE飞行箱为多个世界灯
光品牌的最优选择，提供人
性化的定制服务。

REYN AUDIO是集音响研发、
制造、销售以及音响配套
于一体的综合性音响品牌，
为多位一线歌手提供专业
声学设备。

来自加拿大的MDG雾化系统，
是歌剧院、影视演播室、演
唱会、巡演、主要休闲公园
和大型活动的最佳选择。

来自爱尔兰的智能视频追
踪系统精准计算追光范围，
创造力强大而实用的光束
追踪系统。



制造中心 专案事业部 电源事业部

董事会

灯光研发中心

董事长兼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群

ACME品牌
销售中心 总经理办公室 财务中心 IT事业部 音响事业部

管理部

项目1组

项目2组

项目3组

项目4-10组

CN专业市场
销售部

CN娱乐市场
销售部

亚洲市场
销售部

EMEA市场
销售部

美国市场
销售部

售后服务中心

采购中心

人力资源

行政

财务部

审计部

佛山工厂

高雄工厂

北京工厂

行销部

专案销售

工程设计中心

产品资源战略
整合

电源研发部

销售部

服务部

技术部

音响研发部

销售部

公司组织架构 



南海诸岛

国内销售网络

东北

华北

华中

西北

西南

华南

台湾

华东

总部

总部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898号

中国台湾制造工厂
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和業五路91號

中国台湾分公司办公室
地址：(24451) 新北市林口區松柏路22號

华北区域
北京市大兴区金盛大街2号院18号楼

华东区域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明中路1588弄1062号1501室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丹青路银河湾紫苑南区36栋802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陈家路万象新天剑桥郡

华中区域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长江新区梅教街236号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南屏路康桥玥棠15栋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道金地自在城G1999栋404

西南区域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大道168号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洋河北路19号御景天成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康大道346号

西北区域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地质小区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三民汉风苑西区5号楼一单元

东北区域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洪湖北街73号东大智慧森邻63-1号楼



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负责区域

佛山总部 86-757-88325001 

中国台湾分公司 886 2 2602-3905 台湾

中国台湾制造工厂 07-787-0940 台湾

文旅工程事业部 杨延强  13425944855 中国区专业灯光市场

文旅工程事业部 陈晓雷  13902247570 中国区专业灯光市场

文旅工程事业部 濮华兵 18783212699 中国区专业灯光市场

文旅工程事业部 李务 15737152130 中国区专业灯光市场

华北区域 杨延强  13425944855
北京、天津、山西、河北、

内蒙古

华东区域 黄转干  18566062728 上海、浙江

华中区域 郭小文 13477090846 湖北、安徽、江西

西南区域 濮华兵 18783212699 四川

东北区域 杨延强 13425944855 黑龙江、吉林、辽宁

华南区域 柯煜桃 13450435839 福建、广西、香港、澳门

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负责区域

新疆 刘建 13642712954 新疆、青海、西藏

重庆 谢强 18580438716 重庆、贵州

江苏 叶昌 18638981608 江苏

ACME 广州办事处 龙志伟 13829776138 广东

ACME 海南办事处 龙志伟 13829776138 海南

ACME 云南办事处 刘开仑 15925175698 云南

ACME 湖南办事处 阳祖强 13798186479 湖南

ACME 陕西办事处 丁仑 13289883973 陕西、甘肃、宁夏

ACME 山东办事处 山东 18369873666 山东

ACME 河南办事处 李务 15737152130 河南

ACME中国娱乐灯光
事业部

李泽明 13600060416 中国区娱乐市场

国内销售网络



海外销售网络
意大利 (Italy)
ADD：Via Caboto 49 – 47841 Cattolica (RN)
TEL：+39-347-4526555

澳大利亚 (Australia)
ADD：28 Expo Court Ashmore 42, Queensland, Australia
TEL：+61-7-55094633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ADD: Kompleks Agung Sedayu Blok L-09, Harco Mangga Dua, 
Jakarta - 10730, Indonesia
TEL: +6221-612-4149

日 本 (Japan)
ADD：大阪府大阪市浪速区元町3-3-5
TEL: +06-7502-1234

韩 国 (Korea)
ADD：3,Songsan-ro 152beon-gil,Namyangju-si,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12094
TEL: +82-10-7180-9662

马来西亚 (malaysia)
ADD：Lot H-2-3A, Connaught Avenue, Jalan 9, Taman Bukit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9544-7078

新加坡 (Singapore)
ADD：285 Outram Road,Singapore 169069
TEL: +65-6223-5873

越 南 (Vietnam)
ADD：20 Vu Huytan,Phuong 3,Q.Binh Thanh,TP.HCM
TEL：+84-8-38433439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韩国 日本

意大利



工程设计与施工服务

30+
工程专业设计团队

1300+
设计方案

公司拥有专业专注的工程设计及施工团队，经过多年的行业经验沉淀，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设计方案，

同时可提供声光电工程搭建及售后维护一站式服务。

我们遵循每位客户的实际需求，综合考量设计效果、施工质量进度、预算等多种要素，

提供最优的工程设计服务解决方案，为项目的完美落地保驾护航。



我们的团队
OUR TEAM



利用工程制图软件进行设计，Cad用于平面绘图，SKETCHUP
/C4d/3D Max用于3D建模，l8/capture/ue4/Depence2 等软件
用于灯光效果模拟展示，ma2.avolites等灯光控制系统用
于灯光编程，PR，AE用于视频剪辑和特效制作。

工程项目执行流程

01
绘图（1天）

02

建模（1~2天）

03 04

编程（3~4天） 

剪辑（1天）

成品

双方沟通
修改方案

03

方案设计

02

方案落实
签订合同

04

项目实施

05

工程验收

06

实地考察
测量场地

01



企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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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一 角

多功能会议室办公室

办公楼大堂

音响展厅

灯光展厅



自动化生产工艺

PCBA车间 SMT贴片 精密切割

成品老化

环保烤漆 数控机床



引进智能自动化机器手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自动化SMT设备、精密CNC数控冲床、 自动化镭射切割、
自动化插件机、自动化贴片机等先进设备，公司以精益求精生产理念不断跨越效能。 



先进的机械设备



先进的实验室设备

可靠性实验室(• 盐雾实验• 恒温恒湿实验• 紫外线实验• 防水防尘测试实验• 高温测试实验•  跌落试验机• 电子负箱)

EMC电波暗室 声学实验室 EMC控制室安规实验室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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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资 质

专业舞台灯光设计、安装及调试（甲级） 专业舞台音响设计、安装及调试（甲级）

专业灯光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 壹级） 专业舞台音响设计、安装及调试（甲级）

AEO认证企业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ISO9001：2015）



荣 誉 证 书



荣 誉 证 书

佛山国家高新区2020年度
制造业单打冠军企业

佛山市标杆高新技术企业 2020年佛山市制造业
“隐形冠军企业”

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一等奖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
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 荣誉证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
《伟大征程》 荣誉证书

第十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优秀奖）



荣 誉 证 书

慈善公益企业 公益慈善牌匾 金牌赞助商

佛山市高明区高新技术产业
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省演出行业协会会员证书
（2020年-2025年）

OEM渠道2021年度精英合作伙伴奖



工程案例
Engineering  Case 04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2021年6月28号百年大戏《伟大征程》在京盛大举行，ACME上千台灯具助力构筑出波澜壮阔，慷慨激昂的百年奋斗史诗。 300台AECO 20，200台XA-
1000 BW,200台XA-1000 BSWF，400台CM-700Z相辅相成，激情澎湃的表演、流光溢彩的光艺和璀璨绽放的焰火将整场文艺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中共中央庆祝建党百年《伟大征程》



《重庆1949》大型情景剧



湖南卫视“百年正青春”庆祝建党100周年



建国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



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

2018-2019

2020-2021 2019-20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秋晚会

2021年

2020年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2019-20202020-2021

2021-2022



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

        

2019-20202020-2021

2021-2022



        

北京卫视跨年演唱会

2019-20202020-2021

2021-2022



        

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

2019-20202020-2021

2021-2022



张学友
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



张韶涵
寓言世界巡回演唱会



周杰伦
地表最强2演唱会



Billie Eilish
“HAPPIER  THAN EVER TOUR”

 2022世界巡回演唱会









2021乌克兰小姐
全国选美大赛总决赛



奥迪 Q8新车发布会



永盛嘉华洛阳牡丹节



南京园艺博览会沉浸式光影秀《百年石光》



承德隆承国际马戏大剧院



东莞隐贤山庄



寻梦滕王阁



恩阳船说



杭州“ 響LIVE HOUSE酒吧” 面积足足2,l000平，高度达9米，
整个空间的风格是：奇幻亚洲风，独特的设计将“響”的个性
与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ACME多款灯具助阵，光影并行，强烈的视听体验
一触即发。



“響LIVE HOUSE酒吧”在厦
门开业已有一年多，粉丝达到
75.8W!在大众点评的酒吧热门
榜常年霸占首位！
ACME多款灯具助阵，光影并
行，强烈的视听体验一触即发！





哥斯拉是戴维集团针对当下中国娱乐市场越演
越烈的竞争白热化、商业化、品牌同质化的状
态下自主研发的一个国际化、年轻化、充分注
重客户沉浸式体验的全新娱乐品牌！



ENCORE CDC，空降成都西一环，
首家双层冰屏，近百组升降机械设备，
采用了ACME近千台专业灯光设备配
合上顶级音响设备，呈现前所未有的
视听盛宴！在2000平方米剧院式的
空间，可同时容纳3000人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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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898号
ADD: No.898，Gaoming Avenue East，He Cheng Blvd，Gaoming  District，

Foshan City ， Guangdong Province，China
TEL: 0757-88325001         
FAX: 0757-88325003

EMAIL:sales@acme.com.cn

关注ACME，了解更多动态。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