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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更安全、更舒适
To make a better and saf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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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同为已走过15个年头，离百年企业还差85年，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管百年后的同为

如何，但我们应该立足当下，做好每一件事，服务好每一个客户，干好每一天工作，执行好

每一计划。

        对于未来15年，身边不断有人问我：我的理想是什么？公司的未来是怎样？从企业层面

看，做大、做强、全球领先、世界500强，是一个又一个的雄伟山峰需要翻越，永无止境，

生生不息。从个人角度出发，领导企业、追求财富、有益社会、受人尊重、帮助他人，同样

也是一个又一个值得永远追求的人生目标。

        所有同为人保持砥砺前行的姿态、保持永远奋斗的精神是我们任何发展阶段都需要的。

        我们相信汗水比泪水更有营养，站着比坐着更有力量，同为过去15年，不管成败，没有

一次经历会白费，即便走过百年，我们始终保持初心。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北京同为创始人：周慧生

摘自《砥砺前行，为梦想继续奋斗！—-新年贺词暨致北京同为走过的15周年》

2016年12月30于美国硅谷

愿  景

让生活更安全、更舒适 
To make a better and safer life 

Vision 

使  命

为万物互联提供安全、便捷的电气联接与保护 
To provide safe and convenient electrical connect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e IoE

企业精神

同心       同行       同为      同享
Belief     Side by side   Teamwork   Sharing 

Enterprise Spirit

Mission

价值观
Corporate Values

用户为先      奋斗为本       创新为魂     发展为纲
                   Hardwork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ustomer first

关于TOWE

      TOWE是中国本土电气联接与保护领域的技术型领导企业，致力于为用户终端电子电气设备提供安全、便捷的联接与保护。

基于近20年的发展底蕴，TOWE正在不断地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融合，在万物互联时代贡献己任，专注做好人与设备、设备与

设备之间的联接。未来已来，TOWE正全力进入物联网领域，迎接令人激动的新时代，去实现我们让人类生活更安全、更舒适的

伟大企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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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业内知名品牌，奥运产品、军工品质！

Since2001，2000+产品创新，为万物互联提供安全便捷的电气联接与保护！

专业高效的核心团队，持续保持业内领先优势，千百万用户的选择！

提供从产品研发制造，工程设计施工、检测验收，系统运行维护等一站式解决方案！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未来

2001年8月23日，以高新技术企业注册成立于北京中关村高

新技术园区

2001年11月，同SIEMENS结成防雷产品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建立SIEMENS防雷产品北京服务中心

2002年5月，开发出全球第一款基于机柜安装带电涌保护的

电源分配单元（PDU），同时获得国家专利

2003年5月，公司推出第一款电源电涌保护器并通过北京市

雷电防护装置测试中心测试

2003年10月，公司凭借自身工程技术实力，通过专家评

审，成为国内首批获得国家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双乙资质

的企业

2004年3月，推出雷电防护全面解决方案，成为国内为数不

多的集产品开发生产、工程设计与施工于一体的专业公司

2004年9月，推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智能化与模块化的

PDU产品，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全系列PDU产品供应商

2005年3月和5月，公司分别成立广州、上海办事处，并形

成全国范围内的销售和服务体系

2006年7月，公司在国内率先推出1000M以太网电涌保护

器，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2006年8月，开展五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并通过ISO9001 : 

2000等三大体系认证

2007年5月，公司推出具有国际水平的10/350波形B级及

B+C级产品，并通过国家认证

2007年12月，公司分别成立武汉、成都办事处，并进一步

健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和服务体系

2008年3月，我公司电涌保护器产品（SPD）和电源分配单

元（PDU）成功取得了CE认证，进军国际市场

2008年5月，近2万套TOWE产品应用于北京奥运会场馆建

设、信息系统配套服务, 在经历多次雷暴之后，经受了考验

2009年9月，公司应邀出席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并在第

一分会场国际防雷减灾论坛发布公司最新产品

2009年9月，公司为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天安门阅兵现场提

供雷电防护产品和工程服务

2010年5月，为提升公司产能和引入新的产品线，占地

30000平方米的江西生产基地开始筹建

2010年6月，公司开发出面向家庭和单位用户的安捷宝系列

产品，标志着公司开始进军新的市场领域

2010年8月，公司产品成功应用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

的部分场馆和系统

2010年12月，公司先后通过北京气象局和中国气象局专家

组严格评审，顺利取得防雷工程专业设计与施工甲级资质

2011年4月，作为中国雷电防护著名企业，参加中国

雷电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委员单位

2011年8月，开展系列“ 十年同为、百年基业” 公司

成立十周年庆祝与回馈客户活动

2011年11月，颁布同为第一个企业标准《电涌保护

器》

2012年10月，江西生产基地一期建设完工并投产，

规模与设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13年1月，北京生产全面迁移至江西生产基地，产

能与生产设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2013年3月，依托公司多年积累的技术与实力，通过

军工体系认证

2014年7月，我司陆续实施与完工一批大型国家重点

防雷工程项目

2014年9月，北京同为又添多项国家技术专利

2014年9月，TOWE系列产品入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

采购中心，为国家多个部委提供专业服务

2015年3月，参加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

览会（CeBIT2015），与国外客户深入合作

2015年5月，创始人周慧生先生荣获“ 北京5A赣商”

荣誉称号，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2015年10月，继续完善“ 安捷宝” 系列产品线，产

品种类达1000余种

2016年1月， 北京同为盛装亮相CES 2016国际消费

电子展，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2016年3月，公司参编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数据中心

设施运行维护规范》

2016年10-12月，在北京、厦门、江西三地分别举行

“ 相伴十五  砥砺前行” 公司成立十五周年员工、客

户回馈活动

2017年1月，北京同为体系之一的北京电科检测技术

中心荣获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

2017年6月，北京同为体系再添新成员，成立江西同

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6月，公司参编《绿色模块化微型数据机房建

设标准》

2017年10月，江西二期厂房建设完成并投产，规模

与产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2017年12月，受邀参与央视科教频道《原来如此》

栏目组的节目录制

2018年2月，公司PDU电源产品广泛应用于区块链

“ 矿场” 云计算

2018年5月，北京同为(TOWE)旗下江西同为科技有

限公司挂牌成功

2018年9月，历经两年研发国际首创的桌面PDU“ 超

级插座” 上线，开创产品个性化定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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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Company history 



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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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为基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同为科技

有限公司

江西同为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电科检测

技术中心

北京同为西门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管理总部位于中国技术创新高地的北京中关村--上地信息产业园，TOWE业务随着多年发展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作为跟随中国崛起而发展起来的年轻企业，TOWE作为电气联接与保护领域的领导者，为广大用户提供全体系、一站式解

决方案，在北方（北京）、华东（上海）、华中（武汉）、西南（成都）、南方（江西）建立了五大区域销售和技术服务中

心，线上、线下渠道7X24h覆盖全国城市网络。

部
场
市
外
海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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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08

软件著作权：32项 / 专利：41项 / 国家权威产品测试报告:133份

Honors and Qualification

ISO9001认证、 ISO14001认证、2008北京奥运工程贡献奖、中国气象协会团体会员单位、高新技术企业、防雷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防雷工

程专业施工甲级资质、中国计算机协会机房应用分会理事单位、2001-2011年中国防雷高峰论坛技术创新奖、中国防雷高峰论坛理事单位、中国

防雷高峰论坛用户满意奖、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资质、2008/2012年中国建筑电气行业电气防雷年度品牌、北京产品评价中心产品质量优秀奖、

2015/2016/2017年北京新技术新产品证书、总装部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乙级资质、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机房设备应用分

会理事单位会员

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编写：
《数据中心设施运行维护规范》、《绿色模块化数据机房建设标准》、《电涌保护器》

获得资质与荣誉：

军工、通信、石油石化、电力、教育、中央政府采购、地方政府采购

行业入围：

自主知识产权



提供系统化的专业解决方案

        覆盖系统和设备的防雷保护、安全联接、智能控制，以及电源分配单元（PDU）、工业耦合连接等终端电气设备联接与
保护，丰富的产品线，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

“多、快、好、省”的产品定制化

        近20年行业经验沉淀，参与国家标准制订，了解中国用户真实需求，准确提供契合用户的定制化产品设计，快速反应、

及时交付，为用户提供快捷的电气联接产品与服务。

高效、系统的O2O  V3.0 专业化服务
        提供从售前咨询、现场勘查、方案设计、安装实施、检测维护、客户培训到售后等全过程服务。专业的O2O 7X24h在

线服务，五大区域服务中心，组成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服务全员参与，保障统一、专业、快速的服务效果。

引领行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和整合能力

        与众多国内外一流厂商和科研院校保持良好广泛合作，紧密追踪国际先进技术，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研发基地和企业实验

室，以机制来保障技术创新整合能力。匠心智造，行业领先，积累形成了强大的技术能力。

值得信赖的专业技术与服务经验

        经历近20年的行业深耕，上100项的资质认证与企业荣誉，超过2000种专业产品的研发与设计、1000万+个高可靠性

产品的生产制造、10万＋成功用户的专业服务经验，以服务奥运的精神与经过军工认证的体系提供专业技术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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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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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Competitiveness

成就全球电气联接与保护行业领军企业地位
Towards a global leadership in secure and convenient electrical connection and protection industry 

打造新型高效、基于终端电气设备联接与保护的微生态系统平台
Create an innovative and efficient ecosystem platform based on the terminal connection and protection

致力于将TOWE打造为全球一流品牌
Towards a world-class brand

多 产品种类多，定制选项多 快 满足需求快，发货速度快

好 产品性能高、功能强、质量优 省 省时、省力、省心、省钱



高品质严要求制造产品

       为确保产品能够快速、高质量交付，我们投资建设了逾30,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生产基地规模以及硬件设施处于业界领

先。我们按照ISO9001质量标准体系进行产品研发与生产，对产品的安全与质量有严格的企业标准，利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和生产

设施跟踪、控制整个产品的研发、生产流程，我们坚持每一产品都经过严格测试，合格后才予出厂，贯彻产品100%合格的质量

目标。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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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生产
R & D and manufacture

优秀的研发团队

国内领先的企业实验室

        公司自2001年成立至今，先后研发和生产了近2000种产品来满足客户对电气设备的安全防护、便捷联接与智能控制需

求——其中，相当多的产品具备行业领先地位。其构建的系统、完整的解决方案提高了信息技术、工商业、家庭等各类电

子电气设备的易管理性、可用性和安全性。公司在江西吉安建设了占地30000平方米的同为科技园作为研发生产与服务基

地，设有业内领先的企业实验中心，拥有行业国际水准的自主创新能力。

       同为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我们为持续提升基于市场驱动的创新能力，对新技术、新领域进行不断地研究和跟踪。近

20年来，北京同为坚持以关键核心技术为重点，不断突破技术难点，全力提升产品安全性、可靠性和专业性。目前，北京同为在

1000M以太网数据传输电涌保护、电子设备嵌入式电涌保护、集成式复合电源电涌保护、智能化与模块化电源分配单元等新技术

和新应用领域，均已成功推出解决方案，成为业界领跑者。

　　我们建立了在国内领先的企业实验室，每款产品都经过先进仪器的多重检测，确保新品研发及产品质量。通过国内外多渠道

技术合作，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服务为保障，保持最大竞争力的产品研发战略，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独创的柔性产品交付体系

       北京同为拥有独创的柔性产品交付体系，满足不同的客户对产品的定制以及快速交货周期。产品模块化结构设计，通过信息

化的定制系统和快速反应定制小组，当天下单，24h交货。



防雷产品与服务
产品体系01

电源系统电涌保护器：

信号系统电涌保护器：

避雷针与接地：

CLASS I/II/III/I+II电涌保护器、防雷插座、光伏与风电系统电 其他低压直流电

电信通讯电涌保护器、DB串口通讯线路电涌保护器、以太网络数据线路电涌保护器、监控视频电涌

                                         保护器、测控信号电涌保护器、同轴天馈电涌保护器

通用/优化避雷针、非金属接地模块、铜包钢接地极、离子接地棒、热熔焊接产品

涌保护器、 涌保护器

防雷相关服务体系02

避雷装置验收检测服务：

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位、土壤电阻率、电磁屏蔽、电涌保护器SPD测试、雷电风险评估、

                                             雷击灾害调查与鉴定、新建改（扩）建避雷装置及工程验收

雷电技术咨询、各类构筑物直击雷防护设计与施工、各种系统接地及等电位连接设计与施工、低压电源

                                        系统雷电防护设计与施工、各类通讯系统线路浪涌保护设计与施工、特殊系统雷电防护设计与施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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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服务
Products and services

        北京同为（TOWE）始终把用户需求放在第一位，提供有竞争力的安全、智能、节能、便捷的电气联接保护产品与服
务，让人们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工作、生活更安全、便捷、舒适。TOWE系列电涌保护器(SPD)、电源分配单元(PDU)和安捷

宝（Angelpower）系列电气安全产品已成长为中国市场上行业知名品牌产品。在万物互联时代，我们将不断创新推出更多
的安全智能电气连接产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

系统电号 涌信 保  护器 器护   保  防涌 雷电 集统  S系 -P源 DU电       工业插   头  置 /插装 座地 与接 连与 接针 器雷避



文物建筑/公共设施 交通（机场/铁路/公路） 国防军工 石油石化

防雷相关应用场景04

雷电防护需求遍及社会各行各业，目前运用比较普遍的行业有：

TOWE专业能力05

专业资质：

专业体系服务：

专业积淀：

军工武器装备承制资格、防雷工程设计甲级，防雷工程施工甲级，避雷装置检测乙级，避雷装置检测CMA认证，产

                    品系列测试报告，CCC、CE、UL、ROHS认证，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产品系列全，服务链条长、范围广，全系统解决方案：检测、雷评、设计、施工、验收、培训、研发、生产、

                            维护

参与国家标准制订，产品、工程等技术积累处于业内领先地位，千百万用户的信赖之选。

电源分配单元PDU
产品体系01

TOWE新一代PDU：TOWE 自主创新产品的 X-PDU 系列模块化电源分配单元，为信息系统

和机房数据中心等关键设备的电源分配整体设计与实施提供了极大方便，产品充分体现了“ X” 

随心的特性，PDU的任意输入接口、任意输出接口、任意附加功能、任意场合的适用性都可根

据客户的需求来量身定制。

您也可访问www.towe.com.cn了解更多关于TOWE防雷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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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集S-PDU03

        TOWE作为专业从事防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防雷工程设计施工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近20年行业积淀，可快速为您

量身定制防雷产品，提供最佳防雷解决方案。防雷集（S-PDU）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自由组合，可以组成以
下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的多路高度集成 SPD ? ? ，安装维护简便。

TOWE智能PDU：TOWE 智能 PDU（I-PDU 系列）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型电源

分配单元。I-PDU 系列采用嵌入式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将 SNMP、485 标准协议的监控技术、

传感器网络节点技术等新技术集一体，通过 Internet 实现对多个机柜单元或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机柜单元进行远程实时监测、远程控制和智能管理。

政府机构/金融机构 电信/电力 科研/医疗/教育 IDC/智慧城市



电源分配单元应用场景03

       TOWE新一代专业级数据中心PDU系列产品，可充分定制的

模块化结构，匠心智造，尽显充沛的电气连接能力。内部一体成

型导体连接方式，各种外置与内置式功能组件与固定附件，专业

安全。

电信运营商数据网络中心 教育系统网络中心 金融系统信息中心 云端数据网络中心

TOWE专业能力04

专业资质：

专业服务：

专业积淀：

UL认证、 产品系列测试报告，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产品随需快速定制与交付（24H出厂），普通、智能、特殊功能皆可实现，为机房专业电源分配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TOWE是国内领先的PDU产品开拓者，发展至今近20年，产品广泛应用于IDC数据中心与各类信息中心机房

CCC、CE认证、ROHS环保认证

可定制化PDU02

您也可访问www.pdu.com.cn了解更多关于TOWE PDU的相关信息

工业连接器(IPS)应用场景02

机场 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石油石化

您也可访问www.pdu.com.cn了解更多关于工业连接器的相关信息

工业插头/插座与连接器

产品体系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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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码头 电力 钢铁冶炼

       目前超80%的用户在订购PDU电源分配单元时是按需定制

的，插孔的类型、位数的增减、插头、线长、线径、功能选配等

均可任意组合，您将客户现场环境与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将有专

人与您及时联络并给出合理方案，双方确认，下单生产，售后服

务等。

       TOWE产品系列中更安全、更可靠的工业电气连接，包含工业插头、工业插座、器具插座和组合插座箱等，防水、防尘、防护等级为IP44和

IP67，其系列产品安全、耐用、安装维护省时省力！

极速定制

您的PDU

更多电源分配单元PDU产品的技术细节与定制相关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towe.com.cn、www.pd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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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插座—桌面电源分配单元PDU

功能模块与输出模块可自由组合，单排长度不限单排桌面PDU：

产品体系01

功能模块与输出模块可自由组合，双排更多功能集成双排桌面PDU：

产品组合选择02

超级插座使用场景03

工业 政府机关办公 商业办公 家用电器

做您所想，定制一个您需要的“超级插座”04

定制生产付款小程序定制产品 与TOWE确认产品 发货 售后服务确认您的需求

安捷宝商用/家用产品线

产品体系01

定时计量插座：工业定时器、计量电表、定时器插座、计量插座、数显插座

WIFI与物联网插座： WiFi插座、网控插座、WiFi墙壁插座、WiFi电源开关、网控电源箱

功能转换器插座：安全转换器插座、防雷转换器插座、漏电保护插座、主控节能插座

专业附件：漏电保护插头、热插拔防雷模块、可配线插头、电源转接线、电源延长线

遥控开关插座：无线遥控开关、遥控插座、雷达感应开关、雷达感应插座、遥控墙壁开关、遥控墙壁插座

相关应用场景02

灯具

        联接安全、联接便捷的安捷宝产品系列，产品丰富、功能多样、可定制的模块化产品体系满足您商务办公、居家生活所有电气联接与保护需求，

20年积淀的匠心智造，为用户提供更安全优质优价的产品与服务！

电子产品 信息设备 电气设备 家用电器 企业办公 公园/市政工程 农业

您也可访问www. angelpower.com.cn了解更多关于安捷宝商用/家用产品的相关信息

电流电压显示模块



智慧电源管理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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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源管理云平台01

        TOWE可协助用户建立智能电源管理云平台，通过对各类设备端的用电监控管理，收集追踪电流、电压、电功率、功率因素

以及环境温湿度等数据，其远程切换功能可让运维人员远程使用TOWE智能电气联接产品（如插座）对设备进行电源开、关、重

启等操作，及时修复故障，保障系统持续运行。使用云平台管理电子电气设备，维护高效简便。

工作站/监控室

电脑/平板电脑

移动手机

internet

雷电预警及雷电入侵监测

云端服务器

接地状态及接地电阻监测

智能SPD及

电涌保护器监测

空开状态

压敏电阻

通讯模块

逻辑

算法

泄露电流

态
状
地
接

态
状

D
P
S

产品与服务定制化
        TOWE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优质的服务，快速的响应、完善的解决方案和高效的现场处理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TOWE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团队，24小时全天候提供服务。

人性化定制服务01

产品定制类别02

PDU产品定制：功能模块可任意组合（防雷保护/过载保护/空气开关/电流电压显示表/网络管理等），30分钟出图，48小时发货，

横装、竖装，快速灵活！

模块化组合插座产品定制：TOWE最新推出的系列产品，采用安全、智能的优质模块组件，每个插孔、每个功能、再到产品外观

和尺寸均可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快速定制，30分钟出图，48小时发货。

防雷集—SPDU产品定制：TOWE作为专业从事防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防雷工程设计施工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近20年行业

积淀，可快速为您量身定制防雷产品，提供最佳雷电防护系统解决方案。

        TOWE经过近20年的沉淀与积累，拥有完善的电气联接与保护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电气解决方案，从提供定制化产

品到检测、服务体系，TOWE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导向，为客户量身定制最佳解决方案。

售前咨询：了解和重视每位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全面化 、精细化的分析与咨询，从而帮助客户制定系统化、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售中系统化定制：提供产品定制、模块定制、功能定制等系统化定制服务，为客户实现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售中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检测和安装服务，进行技术培训，保障每位客户都能充分理解和使用产品。

售后服务：全方位、一对一、贴近式服务，快速响应，解决使用中遇到的电气联接与保护问题，确保电气系统的安全使用。

定制化生产

工程与技术服务定制03

避雷与电气安全检测服务

       避雷装置检测、等电位/接地检测、新建改（扩）建避

雷装置及工程验收、防雷工程验收、电能质量检测、电气

安全检测、电磁辐射检测、空气环境检测。具有北京市首

批气象系统专业避雷装置检测资质，市场监督管理CMA资

质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

        雷电技术咨询、雷电风险评估、雷击灾害调查与鉴

定、各类构筑物直击雷防护设计与施工、各种系统接地及

等电位连接设计与施工、低压电源系统雷电防护设计与施

工、各类通讯系统线路浪涌保护设计与施工、特殊系统雷

电防护设计与施工。

        具有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和维保资质。可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信息设备安装调试、软件项目开发和日常运行维护、

充分利用TOWE产品、规划、集成、维护网络信息系统的专业能力。

       具有机电工程安装承包资质。提供场景供配电与照明系

统安装调试，自动控制系统和弱电系统安装调试，防雷与

接地系统安装调试。TOWE基于近20年的行业经验，强项在

于集成末端设备电气联接与保护产品及服务的设计、施

机电工程安装

工，电气系统安全维护与实施，电子信息设备电源集成。

网络系统集成及维保

人机交互 

智能PDU 智能抱杆机箱 智能插座控制模块 智能烟感模块 智能温湿度模块 其他智能终端

有线局域网

WiFi

WiFi

TCP/IP

TCP/IP

TCP/IP

云端服务器

TCP/IP

人机交互 

智能SPD

WiFi



我们的客户

金融行业01

政府机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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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ustomers

中国农业银行怀来县支行

北京市燕山地区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伊斯兰协会

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 北京市公安局第十二总队 大连海洋环境检测中心站

江西吉安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湖北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 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河北证券 海通证券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

        TOWE始终奉行用户为先、奋斗为本、创新为魂、发展为纲的企业价值导向，持续为用户提供最好的产品、服务以及解决方

案。我们的O2O V3.0营销服务网络遍及全国，为数以百万计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和快速服务，TOWE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

于军队、电力、电信、金融、政府、教育、卫生、石化、交通和铁道等众多行业。值得一提的是，有数万套的北京同为

（TOWE）产品成功应用于2008年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经受了考验，见证了辉煌。

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大厦03

密云水库

北京园林古建工程公司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珠海中化格力港务

珠海中化格力港务

电信、石化、电力04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 中国铁塔股份宜春市分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九江市分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南昌市分公司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赣州市分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吉安市分公司 中国联通信鹰潭市分公司 上海电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 北京市光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 河北志方通信

招商银行 中国农行北京市分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国家海洋局机关服务中心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

中国移动铜芯集团北京分公司

北京展览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质量协会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市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中心

中国职工之家

国测地理信息产业园

文化部机关服务中心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投中心



工商企业05

科研、卫生、教育06

国家文物古建08

其他10

北京2008奥运会场馆11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北京市光环电信集团                    滦县古城碧桂园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公司 南京华脉科技 华润雪花啤酒（呼伦贝尔） 富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多伦协鑫矿业 北京道和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北京）电力设备

北京真视通科技 北京长城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格仑特新能源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智能商用系统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校园

北京国侨宾馆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上海电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淀区韩家川东庙西庙

海淀区护国寺戏台

昌平区禾子涧村关帝庙 恭王府后花园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

吉林市殡葬服务中心

北京北广电子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辽宁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北京市通州区中小学校园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市税务学院

中国电子集团第12研究所

北京物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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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 北京比特大陆科技

四川内江医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

北京大陆康科技

北京东华合创科技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北京实创上地科技

武汉精伦电气

新能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 北京维鲸视界科技北京冠鸣恒远机房设备

紫光捷通科技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盾信息 北京合力信达科技北京精英通科技

中电智兴（北京）科技

宁夏比特云基地科技

盛隆电气集团 浩德科技股份北京方正奥德科技 北京鸿天伟业安全技术

中建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曙光新航科技 北京艾瑞信系统工程北京博汇科技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

太极计算机股份 广东中星电子有限公司正泰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

华北计算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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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

国防科技07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吉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哈尔滨文庙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 威盛电子（中国）

北京京城机电资产管理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 河北新天科新能源 宣化金隅水泥北京礼士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辽源市中医院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

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 北京首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北京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与交通09

太原市平安城市监控防雷项目 太原市智慧交通监控防雷项目

湖南郴州平安城市监控防雷项目 山西临汾侯马市委监控项目 山西临汾智慧城市监控项目 山西临汾交管视频监控防雷项目

天津市智慧交通监控防雷项目 天津市“ 天网” 治安视频监控防雷项目大同市              监控防雷项目

贵州贵定县雪亮工程防雷项目

古交市雪亮工程防雷项目

岢岚县平安城市城市监控项目 古交市智慧交通监控防雷项目 定襄县平安城市监控防雷项目

河南信阳公共安全监测项目 河南平桥雪亮工程项目 江苏靖江市雪亮工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