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控案例应用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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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Our Company

我们的愿景
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化环境
Our service and solution are aimed to provide safe, comfort, energy
efficient, sustainable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urbanization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于新加坡成立；
2011年10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01206.HK）。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泰德）是清华大学旗下第一家海外
上市企业，也是第一家国内A股企业（同方股份，600100.SH）成功分拆海外上
市的高科技企业。
作为国内领先的城市能源、智慧节能服务商，同方泰德致力于为智慧建筑与园
区、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的发展与建设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产品、技术和服
务，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布局。旗下产品包括楼宇自控、能源管理、系统集成、
消防联网等，公司的Techcon系列楼宇控制管理系统及创新绿色建筑解决方案应
用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最受欢迎
的产品之一。
同方泰德Techcon系列控制管理系统本着绿色、开放、可持续的创新理念，为实
现绿色楼宇提供有力保障，优化建筑能耗，全面提升舒适度，节能超过30%的能
耗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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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控系统应用

System Applications

楼控系统应用
Techcon楼宇自控系统能够帮您有效的降低运营成本，这来自于同
方泰德在行业内的丰富经验和提供的高品质产品为您带来了绿色节
能与舒适的环境。凭借高科技和创新型控制技术的Techcon楼宇自
控系统为客户量身订制解决方案，以满足节能舒适型楼宇运营管理
的所有要求。

Techcon楼宇自控系统 节能率高达30%
室内舒适度主要来自：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照度等因素。这些因素本身
都会消耗能量（如：热能和电能），各个因素间的不平衡又会导致能耗的增
加。

温度

Techcon楼宇自控技术按需控制制冷、供暖和通风，保证室内环境中各个因素
处于最佳位置的同时最大限度的节约能耗。

按需控制和多种运行模式自动切换 节能率达50%
通过中央站监控建筑内的设备运行状况、分析能耗、掌握中央空调系统的节
能运行过程，并实现系统优化。

能效与舒适

湿度

Techcon楼宇自控技术针对中央空调系统中的能源中心、能源分配和能源使用，
在不同的使用场合下确保按需分配、高效控制。以满足建筑内不同区域的环境
舒适度要求，同时最大限度的节约能源。

安全管理

二氧
化碳

就客户而言，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实现效率最大化以及对生活舒
适度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对安全性、可靠性需求不断增长。
同方泰德为用户提供节能、安全、高效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产品、技术和服务，
是合作的首选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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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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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公楼

Office Building

重庆英利国际金融中心(IFC)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 TechconEEC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竣工时间：2012年

项目地点：重庆

项目特点
变风量系统控制规模大，各类空调、新风机组300只，送/排风机300余只，各类
变风量空调箱1400余只。应用模式复杂多样，差别显著，节能率要求高，节能
量测算难。

项目概况
渝中半岛城市设计之“城市之冠”区域，是重庆市中央商务的核心地段，位置
显要，交通便利。是一座集国际标准甲级写字楼及高端商品零售商场的综合性

应用案例
对于您的各种不同规模、楼龄和类型的建筑设施，我们都致力于利用面
向未来的智能楼宇自控技术，采用全面的生命周期管理方法、高效管理
建筑物内部运营、从而最终降低运营成本大大提高建筑设施效益。
同方泰德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足够的能力来维护、支援、保养和整合各种
建筑设施自动化系统，为商业楼宇、工业厂房及住宅建筑提供一站式的
整合系统和服务。

超高层建筑，地上共60层（裙房8层），地下4层。总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
米。涵盖办公室、住宅、娱乐、购物等多项功能。

解决方案
通过管理升级、中央空调系统改造、整体节能改造预测分析，采用变风量空调
系统为完全自动控制，通过VAV控制末端进行系统的运行和控制，从而达到对温
度、相对湿度等空调参数的要求，满足工作的需要。采用自动控制和调节，一
方面可以缩小房间温度的波动范围，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能量消耗，同时提高
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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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建筑

工业园区

Office Buildings

Industrial Park

太原第一热电厂
使用产品：Techcon 04 CE系列以太网控制器
竣工时间：2012年

项目地点：太原

Challenge
挑战

标准设计 ... ... 可替换
无扰切换 ... ... 保稳定
容错通讯 ... ... 增可靠
定制界面 ... ... 广兼容

180 座热力站

306 个热力系统

灵活输入 ... ... 富弹性

项目概况
太原第一热电厂（简称太原一电）工程节能改造项目的建设范围包括180座热力
站（306个热力系统）的自动化以及1个大屏幕监控中心的设计、设备成套和全
部安装调试工作。其中180座热力站包括目前已有的167座（280个热力系统）以
及考虑2012年热网调整预期规划预留的13座热力站（按双系统暂估）。另外还
包括45个热力站的视频监控系统和无人值守相关建设。监控中心、大屏系统、热

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科研楼
使用产品：Techcon 04 CE系列产品/ IO模块
竣工时间：2012年

力站设备、无人值守视频监控设备等。
TechView-iDCS 人机界面

项目地点：北京

解决方案
热网监控中心汇聚各热力站运行工况及视频信息，实施全网平衡控制策略。热力

控制2

站中，采用同方泰德的Techcon 04 MCU-CE系列控制产品和数字监控系统，租
60

0

0余
点

Controls

Techcon04

Challenge
挑战
2.6 万个监控点
1328 个控制模块
被控设备数额庞大
且要求实时响应
控制精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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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科研楼主体为东、西两栋配楼，总建筑面积7.1
万平方米，建筑高37m，地下二层，地上八层，局部九层，通过中段地下
室连通。

用电信公网，构建虚拟专用网速接到监控中心。经实际应用验证， Techcon 04
系统富于弹性，适应不同热力站控制范围、信号接入方式的多端变化；能够耐受
电信公网恶劣通讯环境；可以克服现场变频干扰、意外掉电等不利因素。在供热
期内系统运行稳定，数据通讯及时准确，可满足热网应用要求。

解决方案
面对工程的规模庞大，灵敏度高、实时性及可靠性高的控制要求，同方
泰德提出了积极的应对方案——采用Techcon 04 CE系列全以太网监控
系统。
在该项目中，1300多只控制模块就近部署到空调设备和千余只实时被控
设备旁，并连接本地控制按纽，每一只CE控制器直接连入以太网。通过
对实时数据库和系统通讯协议的优化，与上、下位机程序的严密配合，
巧妙协调系统指令。本地自控逻辑和多发的人员随机操控行为，做到控
制模式切换平稳无扰，本地操控瞬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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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新疆丝绸之路游客集散中心办公楼
使用产品：Techcon 09 系列产品

竣工时间：2017年

项目地点：新疆

项目概况
新疆丝绸之路游客集散中心是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新疆的首开项目，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高铁新客站北广场，占地面积36.54亩，建筑
面积14万平方米，总投资14亿元。由A栋（甲级生态写字楼）、B栋（丝路主题

虹桥国际机场东航基地

精品酒店）、裙房及地下车库组成。是集游客集散综合服务、旅游公共服务中
心、新疆礼物、国际商务中心、新疆旅游资源馆展示中心、酒店餐饮、休闲娱

使用产品：Techcon 09 系列产品

乐、智能化办公等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楼。

Techcon 09系列产品，利用先进的图形化编程技术、自由开放协议、灵活的组
网方式保证项目内建筑设备安全可靠运行、提高设备利用率及物业管理效率。在

0
点

针对项目所处地理环境复杂、昼夜温差大、多业态、大人流的特点，项目采用

00

项目地点：上海

余

解决方案

控制3

竣工时间：2017年

Controls

Techcon09

项目特点
楼体面积大，系统体量大，设备总点数达到10000点左右，被控设备较为分散。
BAS系统拓扑结构复杂，安装施工布线情况复杂，系统稳定性要求较高。

保证写字楼、酒店及商业裙楼对空调系统个性需求的同时，降低了制冷站设备使

新风机组、空调机组设备类型多，控制结构复杂。

用负荷、最大限度节约能源消耗，实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第三方接口接入数量、点数较多。接入较多VAV控制器，数量近2000个。

项目概况
东航基地（西区）二期配套项目坐落于虹桥商务区内，位于虹桥机场规划用地内
的西南角。基地东侧紧靠虹桥机场机坪区域，北侧与远期规划建设的航站楼毗
邻，西侧为经一路，南侧相邻地块为已建成的机库、航食配送及地服等设施。东
航二期用地性质为对外交通用地，总占地面积为66210㎡，建筑面积为165315

解决方案

0

点

1~4号楼、9号楼由北侧裙房相连，5~8号楼由南侧裙房相连。

00

0余

㎡。地上建筑包括六幢V字型塔楼，一幢长方形塔楼和两个正方形塔楼，其中

控制1

Controls

Techcon09

采用Techcon 09系列产品，为东航基地（西区）二期搭建集散型现代化自控系
统，实现对整座建筑内的温度、湿度、压力、流量、浓度、液位等参数进行检测
和控制，使之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同时，利用Techcon系列传感器及末端执行
器，高精确度、高灵敏度、强稳定性、快速响应等特点，全面精确检测危险源或
险情，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证建筑的高效运行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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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惠普电脑重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竣工时间：2009年

项目地点：重庆

广达电脑（重庆）制造城
使用产品：Techcon 04系列产品

项目特点

竣工时间：2013年

项目地点：重庆

系统复杂，高空间、大跨度，温湿度、洁净度要求高。

建筑（综合厂房）和2号建筑（动力站）组成。

Controls

项目特点
10万点位，工程庞大，系统复杂，空间高、跨度大，对温湿度、洁净度要求高、
恒温恒湿控制，车间无尘，节能率高，工期紧，不间断运行稳定。

Techcon09

00

0

Controls

余点

谷”的最大项目，是重庆市年度重点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由1号

0

点

该项目是重庆引进500强企业的“一号工程”，将成为打造“科技重庆、西部硅

00

0余

项目概况

控制1

00

控制1

Techcon04

项目概况
解决方案
采用Techcon09系统，针对工业型厂房的多样化楼控需求，从设计和选型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通过露点送风控制进入厂房的含湿量，实现了多个2万平方米的大
空间、大跨度的工业型厂房恒温恒湿的智能化控制。并对空调或新风机组进行定
时启停，利用大空间多点测量二氧化碳浓度，采用最优化控制程序，调整新风阀
和回风阀的比例，使被控区域处于最佳的环境，并实现能耗曲线监测。

广达电脑（重庆）制造城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部新城的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
是广达在大陆地区的第三个制造基地。全球第六大笔记本电脑厂商东芝和华硕，
戴尔电脑兼顾服务器、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等IT产品的生产基地。项目占地
2250亩，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地上3层，其中包括F0-F6七个综合生产厂房
区10栋建筑、仓储区、生活区等，是全球最大笔记本制造商台湾广达集团（世界
500强）在大陆地区的第三大生产基地。

解决方案
采用Techcon04系统，优化整个厂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提高设备的管理水
平，以满足现代化园区的要求。结合公司二十余年的暖通行业经验，根据项目特
点，运用节能串级控制算法以及模糊PID控制，开发出一整套的控制方案。通过
先进的节能控制算法实现整体的节能优化，露点送风控制进入厂房的含湿量，实
现了大空间、大跨度的工业型厂房恒温恒湿的智能化控制。并通过对温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监测及能耗曲线监测实现了低能耗运行。既保证了生产生活的需求，
同时提高了生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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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Hotels

成都曙光国际大厦
贵阳保利温泉酒店

使用产品：Techcon EMS能源管理系统、Techcon EEC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Techcon 09系列产品、灯控、温控计量联网

使用产品：Techcon 09 系列产品、灯控、风机盘管联网控制
竣工时间：2010年

竣工时间：2013年

项目地点：贵阳

项目地点：成都

项目特点
系统复杂，节能率要求高，节能量测算难。

项目概况

控制6

00

间，方便企业、政府会议安排，同时配备宴会厅、中餐厅、西餐厅、民族餐厅及
豪华KTV、大小天然温泉池等设施。是集自然美景、建筑艺术和人文内涵于一身

点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有客房220多间，大小会议室10

0
余

贵阳保利温泉酒店是保利集团在贵州建设的第一家五星级度假型会议酒店，位于

Controls

Techcon09

的地标性建筑群。

项目特点
系统复杂，高空间、跨度大，温湿度、洁净度要求高。

项目概况
曙光国际大厦，总高26层，由5层裙楼和A、B两座塔楼组成，功能区包含标准甲

解决方案
采用Techcon 09系统，针对贵阳保利温泉酒店不同商业区域多样化的楼控需求，各个区域的空调机组启停时间不同及送排

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大型购物中心、高端商务中心及休闲餐饮区等。

解决方案

风机的换气次数不同等技术难点，楼控系统对大楼内的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电力监控系统、给排水系统、变配电系统等

为确保大楼机电设备实时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减少能源消耗，达到节能减排目

多项子系统进行监控管理。对空调和新风机组进行定时启停，利用大空间多点测量二氧化碳浓度，采用最优化控制程序，

的，采用自主研发的Techcon EEC节能专家控制系统和Techcon EMS能源管理

调整新风阀和回风阀的比例，使被控区域处于最佳的环境。

系统，为曙光国际大厦实施立体化节能改造。通过对大楼各功能区能耗状况进行

通过开放、互联、易操作的网络技术应用，使各子系统设备始终处于有条不紊、协同一致、高效、有序的运行状态，对提
高酒店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减少能耗起到关键性作用。

12

精准的分项计量、监测、对比和分析，制定出各区域适宜的节能指标，配合使用
节能专家控制柜等产品，大幅提升了大厦内部能源使用和管理水平，为曙光国际
大厦搭建了一个高效、节能、安全、舒适的绿色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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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筑

医院建筑

Transport Facilities

Hospital

伊朗德黑兰地铁1、2号线

沈阳儿童医院

使用产品：BAS、清华同方RH分布式微机控制系统

控制3

挑战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 ezIBS集成软件

项目地点：伊朗德黑兰

00

点

环境模拟预测及优化控制方法和软件为国际首创

Controls

排烟智能分析判断及运行决策方法和软件为国际首创

BAS&RH

设备管理及故障诊断方法和软件为国内首创

竣工时间：2010年

项目地点：沈阳

0

0余

Challenge

竣工时间：2009年

伊朗德黑兰地铁1，2号线BAS系统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概况
沈阳市儿童医院作为沈阳市唯一一家集儿童医疗、保健、康复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儿
童专科医院，是辽沈重点单位之一。该项目对楼控系统稳定性的要求极为严格，并
对一些特殊的空调工艺有高要求，以满足儿童医院特殊的现代化就医环境。

控制3

00

0
余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工程量大，工期长，包括34个车站，一个地下

该项目采用清华同方RH分布式微机控制系统（RH-DDC）。有效地控

与医院改扩建项目需求紧密结合，采用Techcon 09系列产品，运用LON开放协

高压变电站，一个控制中心，共分三期工程开

制地下环境，同时提高设备的管理水平，BAS系统分为中央级、车站

议，为医院建筑设备监控提供了安全、开放保障，并提供优化运行和节能运行管

通和验收。

级、就地级三级控制、两级管理。具有可靠性高，维护简单、操作灵活

理。再通过ezIBS集成软件的应用，将所有系统集成到一个统一的、协调运行的

等优点。

系统中，实现建筑物设备的自动检测与优化控制，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管理和共

每个车站机电系统多，接口多。
通讯距离长，每个车站的通讯局域网采用
RH95电流环，通讯距离为4km左右。

BAS系统主要包括通风及环境控制系统，给排水系统，照明系统，电梯
及扶梯以及消防报警系统。该系统自动对全线的环境状况及各机电辅助

点

项目概况

Controls

Techcon09

享，为儿童医院提供最佳信息服务，创造现代化、安全、舒适、高效、环保、节
能的就医环境。

系统的设备进行测量，并将监测结果分别在车站控制中心（MU）及全

地铁热环境的复杂和当地高温干燥气候给温湿

线控制中心（CCS）显示并进行数据处理，同时对全部风机、水泵等环

度的控制增加了难度。

控设备进行自动控制调节，以维持地下舒适的环境，对电梯、扶梯、照
明等其他辅助机电设备实施定时启停及远程控制。在火灾等事故状态下

地铁沿线地势高差大，形成“烟囱”效应，对

还能自动根据灾害状况实现通风排烟及人员疏导，总控制点位超过3万

于火灾情况下的排烟极为不利，在发生火灾

点。此外BAS系统还同时进行机电辅助系统设备的自动化管理。在BAS

时，地铁建筑与地面建筑相比显著不同。

中建有设备档案数据库，自动统计各设备累计运行时间，安排各设备维

地铁环境对BAS系统形成强烈的电磁干扰，抗
干扰是首要前提。

护检修计划，记录各次维修状况并运行设备实时故障诊断软件，对各机
电设备进行实时故障诊断，这样，通过BAS系统保证了机电辅助系统的
安全可靠运行，降低了运行能耗，提高了管理的科学化与自动化水平，
为地铁的安全、可靠、舒适、高效运营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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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建筑

Sports Buildings

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NBA球馆）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竣工时间：2010年

项目地点：广州

项目特点
NBA场馆要求控制器必须通过UL安全认证，符合ROHS指令要求，采用兼具开放
性、灵活性和较大扩充余地的先进智能楼宇系统。

项目概况
该馆规模宏大堪比美国NBA火箭队主场馆丰田中心。场馆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

广州亚运会主场馆海心沙体育中心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竣工时间：2009年

米，可容纳1.8万人，每年承接活动及赛事50多场。是华南地区唯一按NBA标准
建设的，集体育赛事、演艺活动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场馆。

项目地点：广州

解决方案

项目概况
2010年16届亚运会开/闭幕式主会场，包括三部分：集散广场平台：表演舞台

场馆采用Techcon 09 楼控系统，利用先进的图形化编程技术，对碗型区域空调

和地下空间，共11万平方米；主会场看台：地上八层，地下一层，共5.7万平方

的通风系统、冷风系统、供暖水系统、冷藏设备循环水系统等进行集中控制，优

米；地下空间：1、2层为停车库。

化程序算法，同时采用多点平均采集数据，使得大空间区域的温度湿度及时调

采用完全开放的系统结构，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点对点通讯。
高安全性、高稳定性、高可靠性，采用双机冗余备份。

0
点

建筑面积大，被控设备多且分散，系统容量大。

节，并对赛事区域进行风速实时监测，保障赛事公平、顺利地进行。
00

余

项目特点

控制2

Controls

Techcon09

接口丰富，与其他系统无缝连接。
优化控制策略，提供舒适，节能的环境。

解决方案
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主场馆楼控系统由监控服务器、管理工作站、IP网络服
务器、现场DDC控制器、各类传感器及执行机构、通讯网络以及应用软件等
构成。使用57组控制柜，137个TECHCON系统控制器，对机电设备全面的监
控、使其安全、稳定、可靠地运行，并达到有效节能。为开幕式提供舒适、安
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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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建筑

Sports Buildings

安顺西站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竣工时间：2011年

项目地点：安顺市

项目概况

辽宁省体育训练中心柏叶基地
使用产品：Techcon 09系列产品

竣工时间：2017年

贵州省安顺市西站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幺铺镇大屯村，为沪昆客
运专线贵州西段第一大车站。沪昆客运专线东起上海虹桥站，经浙江省，江西

项目地点：沈阳

省，湖南省，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经凯里、贵阳、安顺，从盘县进入云南，
与娄邵扩能、怀邵衡、铜玉、贵广、渝黔、成贵等铁路相接，为安顺经济带来

项目概况

高速发展。
控制2

辽宁省体育训练中心柏叶基地是第十二届全运会(2013)比赛场馆。承担赛会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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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击、射箭、自行车等比赛项目。

Controls

基地集竞赛、训练、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训练基地。射击馆总建筑面积2.8

Techcon09

万平方米。共分为三个馆，A、B馆为资格预选赛馆，C馆为决赛馆。自行车馆总
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用于自行车场地项目比赛。

解决方案
采用Techcon 09系列产品，对安顺西站冷热源、通风空调、给排水、照明等系
统设备的一体化控制、监测和管理，实现了对站内空调、冷热源、照明等诸多设
备的智能监控和管理，既满足了系统通讯的稳定性，又极大的丰富了系统扩展的
灵活性，大大降低了项目物业管理和运维费用，提升了西站内工作人员的体感舒

解决方案

适度，为乘客打造了一个高效、舒适、安全、绿色的乘车环境。
控制1

90

热源子系统：板式换热器、热水循环泵等设备的自动控制。
送排风子系统：各类排风机、排烟机的自动控制。

点

冷源子系统：冷水机组、冷冻泵、冷却泵、冷却塔等设备的自动控制。

0
余

空调子系统：组合式空调机组、全新风机组、新风换气机组的自动控制。

Controls

Techcon09

给排水子系统：集水坑、潜水泵的自动控制。
电动窗子系统：各类电动窗的开闭的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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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ASES
其他案例

文化体育：

商业建筑：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科技研发中心

成都创世纪大厦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科研用房

厦门万隆国际广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一研究所科技交流中心

银川德丰大厦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办公楼

新疆丝绸之路游客集散中心

北京建筑大学体育馆

河南汝州建投大厦

上海历史博物馆

孝感汉海国际广场

山西省太原市图书馆

锦州宝地太阳广场

山西省孝义市市民服务中心

佛山伟业华誉豪庭

湖北省荆州关公文化园

重庆市长安职工安置房

重庆工商大学综合实训与文献信息中心办公楼
重庆市合川区合川图书馆
重庆市公安局
乌鲁木齐保税区综合楼
湘西自治州博物馆非遗展示馆

医院机构：
重庆云阳县人民医院
重庆江北中医院项目
武汉市中心医院

星级酒店：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天津血液病医院

河北涞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

南川人民医院

宜宾悦桐大酒店

江油市人民医院

宜宾城市名人酒店

吐鲁番医院

佛山希尔顿花园酒店

克拉玛依第二人民医院

贵阳保利国际温泉酒店
老挝万象亚欧峰会大酒店

多站点及园区：
广州世贸服装城
ABB厦门工业中心
邮储银行合肥数据中心机房
南京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
贵安新区数字化经济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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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案例：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贵州省安顺西站
武汉市轨道交通8号线田田广场
天津中铁国际城诗景广场
上虞市客运北站
……

地址：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同方科技广场
电话：010-82399521
传真：010-82399380
邮编：100083
同方泰德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 180 号 1 幢三楼
电话：021-52835880
传真：021-52837886
同方泰德（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互联网产业园 11 幢 12-1
电话：023-63117591/92/86
传真：023-63117591/63117586-8000
北区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同方科技广场 A 座 22 层
电话：010-82399447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51 号闽商大厦 707 室
电话：024-31280108
西区办事处
地址：成都市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广场 16 楼 E 座
电话：028-86528330
重庆办事处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龙湖时代天街 3 号 805 室
电话：023-88367806
华南区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路 228 号广晟大厦 1306 室
电话：020-85505421
华中区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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