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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消费 建设质量强国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全国质量诚信标杆企业2015
全国质量诚信标杆企业
2015年
年
“3.15”
“3.15
”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
“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
活动·承诺企业公告
主办单位：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企业名称

服务电话

支持单位：
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申诉处理中心
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申诉处理中心

主要产品

企业名称

服务电话

经营范围：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卫星通信、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信息服务
煤炭
煤炭
空天防御导弹
飞航领域高科技产品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
金、银制品，珠宝首饰
intel微型处理器、单片机
Lenovo联想笔记本、平板电脑、手机
燕京啤酒、饮料
雪花啤酒
雀巢食品饮料、奶粉、咖啡、调味品及宠物食品等
加多宝凉茶、昆仑山雪山矿泉水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圣元婴幼儿配方奶粉
李宁运动鞋、运动服装及运动配件
经营范围：Panasonic家电、系统、环境、元器件、医疗设备等
LG消费电子产品
LG Chem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ABS树脂、SBS橡胶、工程塑料、偏光片、锂离子电池等产品
东芝笔记本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吸尘器、电梯、空调、复印机、照明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8008860018 4008808096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日冲商业（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10-58134826 58134827
010-82256863
www.fyjs.casic.cn
010-68741442
95519
4008985959
8008201100
8008108888 4009908888
010-89493992
010-65179898
4006104868
4008106388
4008101128
8009902828 4008182829
4006100011
4008100781
4008199999
010-65632114
4008180280
4006103888（商用）
4008856616（家用）
4006222666
4006500303
4008109977
4006108498
4008108838（CTV）

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06106666

北京东方步步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10-65582002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06065500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4008113333

家有购物集团有限公司

4008678999

聚美优品

4000123888

北京寺库商贸有限公司

4006586659

蜜芽宝贝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4007892000
4008206998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4008101315

ABB（中国）有限公司
壳牌统一（北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8008209696 4008209696
4006101162 8008101162
4006504688
010-84558001
4008006666
4008102772 4008101210 4008308888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4001880888

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区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006508856 8008108856
4006781200
4008853388
4008184860（华北地区） 020-39378883（华南地区） 斯巴鲁汽车
021-62321010 52698999（华东地区）
慕尚、欧陆车系、飞驰车系
4008906668
汽车
4008199199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C级车、梅赛德斯-奔驰GLK级豪华中型SUV
4008181188
皇冠、锐志、卡罗拉、花冠、威驰、普锐斯、RAV4、普拉多等丰田系列车型
4008101210
科雷傲、风朗、纬度、塔里斯曼汽车
4008008886
英菲尼迪汽车
8008809090 4008809090
北京现代汽车（全新胜达、名图、ix35、ix25、朗动、第八代索纳塔等）
4008001100
传统越野车系列，勇士SUV系列，陆霸、域胜SUV系列，锐铃、越铃皮卡系列等
4006106566
绅宝D20（E系列改款车型）、绅宝D50、绅宝D70、北京（BJ）40
4008108100
经营范围：重型卡车，工程车，巴士及客车，工业及船用发动机，瑞典原厂零配件，驾驶员培训
010-84475892
梅赛德斯-奔驰卡车系列Actros，Axor，Atego，Unimog，Zetros
4006501516
发动机、重卡
4008900966
北汽新能源汽车（E150EV、ES210、威旺307EV、EV200等）
4006506766
农业机械
4006576555
“奔”牌车用润滑油、工业润滑油、长效防冻液
010-60303990
大师贴膜（汽车贴膜）、BCC汽车贴膜
4001842888
MAKITA牧田电动工具、木工机械、气动工具、园林工具、引擎机具等
8008288517
TOTO卫生洁具
8008209787 4008209787
科马卫生洁具、瓷砖、卫浴家居及配套产品
4008988666
“雨虹”牌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4007791975
都芳、düfa牌水性涂料
4006701581
富亚牌内、外墙涂料
010-53600841
工程建筑涂料、外墙外保温、地坪漆、保温装饰板
4008119118
红狮装饰防护漆、工业防腐漆、专业工业漆、水性工业漆、汽车漆
4006610707 4006106979
菜百黄金珠宝饰品
010-83520088
经营范围：各类黄铂金首饰、黄金饰品、钻石首饰、天然翡翠、宝石及其它配饰之采
4008446222
购、设计、零售及批发业务
4007007099
瑞恩钻饰名店钻饰品
4000668027
万凤黄金、钻石、翡翠等珠宝饰品
和玉缘牌和田玉
010-62634126 13811666826
兴百轩黄金、铂金、钻石、翡翠、琥珀、银饰
010-63033983
经营范围：健身服务，瑜伽健身服饰、泳装、运动内衣
4008989697
卡丹萨CADENZA钢琴、竖琴、弦乐器、管乐器、舞台设备、打击乐器、民族乐器、乐器配件
010-66425591
Donview液晶触摸一体机、交互式电子白板、液晶拼接单元
4000018522
Linxee多媒体互动触摸一体机
4008982000
SAINTFLUENCE人民币鉴别仪
8007227825
BNTN奔腾音响
010-64608910
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光伏产品、太阳能平板集
4008151365
热器及热泵热水机
博世燃气采暖热水炉、热水器、中央空调、工业锅炉
4008206017
庆东、纳碧安牌燃气壁挂锅炉、燃油燃气落地锅炉、真空锅炉、Cascade商用系统
4001601188
赫鲁牌燃气壁挂炉、集成灶、新风系统、空气能
4006880195
“清华同方”水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风机盘管、组合式空调、工商业用冷水机组、热
010-82378866
泵热水机等
碧水源净水器
4000200051
亚都牌加湿器、净化器、除湿机、纯水机
4006040060
西屋电气牌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除湿机、护理产品
4000015990
奥兰希（oransi）空气净化器
4006659677
M FRESH净美仕家用空气净化器、车载净化器等
4000585116
VORNADO沃拿多品牌涡流空气循环机、净化器、加湿器、电暖器
4000750850
奥司汀空气净化器
4006638801
“依博科”空气净化器
4000802998
“宜清新”室内空气净化产品、空气净化剂、净化器、空气维生素
4008907768
木童强力除醛剂、安居除味宝、家具除味剂、除甲醛地板蜡
4006011997
“华夏创美”品牌室内空气净化、除甲醛等环保产品
4000598660
品牌：MONEUAL玛纽尔；产品：扫地机器人、原汁机、除螨机、行车记录仪、植物水分检测仪
4008861500
福玛特FMART智能保洁机器人、空气净化器、除螨吸尘器、自动扫地机、超声波清洗机
4006500227
小狗家电吸尘器
4006111456
DNC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智能卫浴
4000876010

北京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煤炭销售中心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总体设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乐金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乐金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宾利汽车中国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英菲尼迪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斯堪尼亚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戴姆勒卡客车（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长奔油脂化工产品装配厂
北京彗鑫盛世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牧田（中国）有限公司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科马印象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梅菲特（北京）涂料有限公司
北京富亚涂料有限公司
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红狮漆业有限公司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六福珠宝（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德瑞恩钻石有限公司
北京汇联天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玉缘和田玉宝玉石有限公司
北京兴百轩黄金珠宝有限责任公司
浩沙集团
北京卡丹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中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联合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圣福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坦普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天普集团
博世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庆东纳碧安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赫鲁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
北京碧水源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亚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屋电气
奥兰希（北京）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净美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雯丽经贸有限公司
北京南方美辰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依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康乐巢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兴天瑞科技有限公司
东振嘉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玛纽尔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利而浦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小狗电器（北京）有限公司
东研高科（北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惠普打印与信息产品集团个人计算及打印成像产品
佳能系列产品
内窥镜、显微镜、数码相机、录音笔
EPSON打印机、扫描仪、投影机以及电子元器件
OKI打印机
BOE液晶显示设备
平板电脑、无线硬盘及基于无线互联基础上的多功能存储设备、蓝牙耳机及蓝牙音
箱、音乐耳机、PM2.5及清洁能源产品、录音笔、移动电源、数码相框等
vivo智能手机及步步高电话机
经营范围：计算机、手机及其它数码产品、家电、汽车配件、服装与鞋类、奢侈品（如：手提包、手表与
珠宝）、家居与家庭用品、化妆品与其它个人护理用品、食品与营养品、书籍、电子图书、音乐、电影
与其它媒体产品、母婴用品与玩具、体育与健身器材以及虚拟商品（如：国内机票、酒店预订等）
经营范围：电器零售
经营范围：家居用品、家用电器、服装鞋帽、食品、美妆、珠宝首饰、收藏品、运动健康
用品、家纺用品等
经营范围：以美妆产品为主，兼营服装、鞋包、配饰等
经营范围：服装、鞋帽、首饰、日用品、家具、通讯设备、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工艺品、
体育用品、汽车配件、玩具
孕妇及0-6岁婴童生活用品
咖啡、饮品
经营范围：全球能效管理专家为能源及基础设施、工业、数据中心及网络、楼宇和住
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ABB电力、自动化及低压产品
统一润滑油、润滑脂、不冻液、制动液
奔驰轿车、跑车、SUV系列
BMW（宝马）、MINI（迷你）、Rolls-Royce（劳斯莱斯）品牌进口汽车
汽车
雷克萨斯、丰田牌进口汽车
新途锐、新辉腾、甲壳虫、EOS、大众CC、尚酷、尚酷R、高尔夫R、Tiguan，高尔夫旅行
车、高尔夫敞篷、T5、新夏朗、CrossGolf、迈腾旅行轿车等
Acura（讴歌）汽车
沃尔沃汽车
现代全系列进口汽车

主要产品

好奇、高洁丝、舒洁、得伴牌卫生巾、卫生护垫、婴儿纸尿裤、成人纸尿裤、纸巾
滴露系列产品、薇婷系列产品、杜蕾斯系列产品、爽健系列产品、亮碟
利洁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8008600789
系列产品、巧手洗涤产品
美伊琳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000601116
美伊琳牌功能水机•水素水
北京高加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06689995
高家索净水机
北京友昵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010-61482482 4006368338
SAEHAN家用净水器、商用净水器、软水机、空气净化器、饮水台
北京海斯源科技有限公司
010-64629886
HALSSY开水器、电开水器、饮水设备、净水设备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8008102559 4006782559 4006278800 欧珀莱化妆品
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
4007000888
护肤、护发、护体、彩妆及相关配套产品，预包装食品等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
4000085888
罗麦保健品及美容化妆品
百莲凯国际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4007006633 4000800478
百莲凯系列产品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4000602008
内衣
北京白领时装有限公司
010-67856688
WHITE COLLAR、K.UU、SHEE’S、GOLDEN COLLAR服装、服饰
依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010-63702255
EVE de UOMO服装、鞋、礼品等
北京顺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4006181985
顺美品牌男正装、休闲服装、服饰等
北京奥克斯特服饰有限公司
010-61088888
奥克斯特品牌西服套装、职业套装、运动装、医护装
北京庄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010-67608681
庄子男女皮装、男女时装
华歌尔（中国）时装有限公司
www.wacoal.com.cn
华歌尔内衣、文胸、三角裤、腹带、衬裙、睡衣
朗姿（LANCY FROM 25）、莫佐（MOJO S.PHINE）、莱茵（LIME FLARE）、玛丽安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4006222290
玛丽（marie n°mary）、JIGOTT、FABIANA FILIPPI、DEWL、LIAA等品牌的高档女装
探路者户外产品（户外服装、户外鞋品、户外装备）
北京探路者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4007008178
迈凯奇徒步健走鞋
迈凯奇（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4007335558
名人瑞裳女装
北京名人瑞裳服装有限公司
4000116400
“玫而美”女装
北京卓欧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010-80728059
无印良品毛巾制品、功能性床品、家居服饰、布艺、婴幼儿产品等
北京无印良品投资有限公司
4000118269
环宝依牌、毕复健牌新型抑菌防辐射产品
北京京港恒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3867652
斯达舒、消糜栓、唯达宁
修正药业集团
4007070777
康宝莱蛋白混合饮料、营养蛋白粉、奈沃克粉
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
4008886880
宝健、宝萃健、宝芙、宝馨系列产品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
4000919666
保健品、化妆品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4000045678
食品、美容护肤产品、个人护理用品、时尚生活产品
然健环球（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020-83278538
自然之宝膳食补充剂
诺天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4006869797
抗衰老产品VIVIX、天然营养保健食品、体重控制系列、家居清洁系列、健康美容系列
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4006280110
碧生源牌减肥茶、常润茶
碧生源控股有限公司
4006869299
妈咪爱、易坦静、美常安、利动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4006505676
天昱堂牌奥利奇善壳寡糖胶囊
北京中科惠泽糖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001166060
俏十岁科技面膜
俏十岁生物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4009191010
葆苾康、葆婴保健食品、Sensé护肤品
葆婴有限公司
4006285600
“康维多（Primavita）”牌进口婴幼儿系列配方牛奶粉、婴幼儿系列配
康维多（Primavita）
4007060317
方羊奶粉、儿童奶粉、孕产妇奶粉、特殊配方奶粉
宾堡（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4008181380
宾堡面包、蛋糕、饼干、巧克力
北京荷美尔食品有限公司
010-64642410
荷美尔牌培根、火腿片、热狗；世棒午餐肉；四季宝花生酱
北京丘比食品有限公司
4008102001
丘比沙拉酱、沙拉汁、果酱
北京华都肉鸡公司
010-61713366
华都肉鸡
北京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
4007060100
千喜鹤牌生鲜猪肉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 010-69415805
牛栏山系列白酒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010-56969000
金六福、珍酒等系列白酒，香格里拉红酒等
北京二锅头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010-69270727
二锅头、京王子、醉流霞、永丰酒坊
北京汇成酒业技术开发公司
010-65266070
北京特酿二锅头，汇成品臻、净流、甑流白酒
北京健之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010-67605465
健之路蜂胶、叶黄素、番茄红素等进口保健食品系列
颐寿园（北京）蜂产品有限公司
4006066000
颐园牌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蜂蜜
金果园老农（北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008903990
果园老农牌干坚果、果干、蜜饯、糕点、礼品盒等休闲食品
北京科力博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4006548518
科力福秋梨膏、福润堂秋梨膏、梨宝宝秋梨膏、世源堂桂花酸梅汤
北京天利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010-69962790
京萃牌麦芽酚、乙基麦芽酚
北京娃哈哈桶装水高碑店有限责任公司 010-62077777
娃哈哈桶装水（饮用天然矿泉水、饮用纯净水、饮用天然水）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矿泉水厂
010-89495688
燕京牌天然矿泉水、纯净饮用水、天然水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008108195
动物疫苗、饲料、兽药
北京中韩美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08116596
温热治疗器
北京德馨康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10-67476067 8008109537
德馨高压电位治疗仪、远红外磁化电解水机、空气负离子净化器
北京科电微波电子有限公司
010-62547809 62547808
KDH系列红光治疗仪、KD系列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半导体激光光动力治疗仪
北京长寿保健品有限公司
010-83282886
长寿宝、长寿臭氧解毒机、纳豆激酶
北京康达五洲医疗器械中心
4006619595
康祝拔罐器、手动轮椅车、医用分子筛制氧机等
北京本草方源药业有限公司
4006009189
本草方源中药饮片
北京三奇医药技术研究所
010-64077680
三奇堂系列保健食品、三奇堂健康系列固体饮料
北京三奇本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和丽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4009100200
盖百霖白癜风遮盖液
北京康伲尔健身休闲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3288
康伲尔系列化妆品
北京大笨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000606019
化妆品、面膜
北京汇通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008102211
经营范围：化妆品
北京娇美肤科技有限公司
4000661596
雪娇郅美牌、索菲兰牌化妆品
北京老人头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4007009698
老人头、发业、优美等染发、洗发、护发等产品
北京润生堂化妆品研发有限公司
010-68155666
绯诗染发、护发产品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10-84937626 4006968898
曲美板式家具、板木家具、实木家具
北京世纪百强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4006606800
百强家具
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4006787700
博洛尼、科宝牌整体厨房、卫生间、卧室家具及家居产品
北京市榆垡集美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010-89217244
沙发、床垫、木门
北京耐特利尔家具有限公司
010-81703311
耐特利尔板式家具、实木家具、软体沙发
康洁整体家居
4008100998
KANJE康洁厨柜、木门、衣柜、浴柜等家居制品
恒大美森美实业有限公司
4006063366
多喜爱、我爱我家、至白小屋、松果、优美家品牌家具
北京博航一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4008180688
一统国际家居（家具、木门）
北京法罗纳家具有限公司
010-51189416
橱柜、衣帽间及家具
北京新发盛家具有限公司
010-69399068
绿芝岛板式家具、实木家具、软床、沙发、床垫
北京世纪玉林家具有限公司
010-69509166
“玉宇林轩”办公家具、酒店家具、学校配套家具等
北京全德隆创意家具有限公司
010-85384967
“全德隆”办公家具、酒店家具、民用家具
北京北华丰家具有限公司
010-80571161
塞纳枫情民用家具
沃伦德邦门窗（北京）有限公司
4006769888
沃伦牌断桥铝门窗
北京市阀门总厂（集团）有限公司
4006221119
“京”字牌各类阀门
北京圣劳伦斯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4007005525
“圣劳伦斯”散热器
北京北鹏首豪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4008696922
塑霸赫™挤塑板，金立士™石墨聚苯板、聚苯板、真金防火板，首豪™岩棉板、聚氨酯板、砂浆等
北京润德鸿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06571282
submarine潜水艇品牌地漏、角阀、水嘴、软管、挂件、花洒
360度地下（系统）防水；FS101、FS102地下刚性复合防水技术；
北京龙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0-52188585
FS101砂浆防水剂；FS102混凝土防水密实剂
北京中联天盛建材有限公司
“水无耐”牌防水卷材、涂料
4008907886
北京市建国伟业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魏各庄建国”牌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010-83823208
新海牌弹性体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北京中海防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010-80316218
耐根穿刺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复合防水卷材、各种防水涂料
“中建”牌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卷材；
“ZJYCPS”强力密封
北京中建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010-81471659
反应粘防水卷材；
“方雨”牌聚氨酯防水涂料、丙烯酸防水涂料、JS防水涂料
建海中建、一滴水牌防水涂料
北京建海中建国际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4004038988
金盾牌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北京金盾建材有限公司
010-89485601
大津泥牌硅藻泥
北京大津硅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08103689 4008103689
秀洁、易雪品牌耐水腻子、内外墙涂料
北京秀洁新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8008100321
博施、欧耐尔、保瓷洁系列美缝剂
同盛汇（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4008019557
保险（箱）柜
北京聚安创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000509899
北化牌化学试剂、精细化工产品、502胶、硝酸银、荧光材料
北京化工厂
010-80239216
IC卡智能冷水表、超声波热量表、智能远传水表
碧圣开元仪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10-69321066
康德曼IC卡水表、阶梯水价表、光电直读表、超声波热量表及各种智能电子产品
北京康德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010-85381022
RAINBOW瑞宝壁纸、窗帘布艺
瑞宝（北京）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4006661470
Marburg德国玛堡壁纸（进口壁纸、布艺）
北京美堡•饰家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4008907698
格莱美墙纸
北京东方格莱美墙纸有限公司
4006108088
安达泰系列高级彩色橡胶地板
北京安达泰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010-64484385
瑞特牌灭火剂及消防设备
中瑞华特（北京）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006879119
“全新环净”室内空气净化产品
北京光耀东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10-52973025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10-52255555
首航牌电站空冷设备、海水淡化系统设备、光热发电设备、余热利用系统等
北京中马电缆桥架制造有限公司
ZOMA电缆桥架、母线槽
010-8730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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