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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项目

·阿联酋 ABMC 水泥

·斯里兰卡 HACELOCK 变电站

·俄罗斯图拉水泥厂

·菲律宾 GCC 水泥

·柬埔寨 KCC 水泥

·巴基斯坦 ATTOCK 水泥

·巴基斯坦 Kohat 水泥

·巴基斯坦 Gharibwal 水泥

·巴基斯坦 Bestway 水泥

·也门 YSCC 水泥

·越南向阳水泥

·越南西宁水泥

·越南福山水泥

·越南 VINAKANSAI 水泥

·叙利亚国防部

·乌兹别克斯坦泵站

·苏丹 SOBA11KV 高压泵站

·伊拉克 RUMADY 泵站

·莫桑比克 Dondo 水泥厂

·印度尼西亚 MAROS 水泥

·埃塞俄比亚 MCE 水泥

·沙特 AJCC 水泥厂

楼宇广场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上海）

·上海沪东晟隆大厦

·上海沪东复地四季广场

·上海新杨和苑商业广场

·上海世博庆典广场

·上海宝北置业商业区

·上海中瑞广场

·上海赛蒂国际服装城

·上海王宝和大酒店

·上海东方食品城

·北京和裕房地产 A、C 地块商业中心

·江苏南京玉桥国际广场

·江苏扬州乐购超市

·江苏扬州绿地上方公馆

·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

·浙江杭州天健大厦

·浙江开化国际大酒店

·山东济南希努尔大厦

·山东华昱置业

·辽宁大连嘉创大厦

·河北石家庄合作大厦

·陕西榆林酒店

·内蒙古海亮广场

·内蒙古秋实景峰汇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雅阁花园

·河南郑州绿博园

·河南洛阳帝豪上院

·安徽合肥瑞税银行

·安徽马鞍山欧尚超市

·新疆乌鲁木齐鸿瑞豪庭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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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

行政机关

市政水利

·上海曙光医院

·上海卢湾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宝山中西结合医院

·上海浦东公立医院

·第二军医大第二附属医院安亭院区

·上海津村制药

·浙江衢州市常山县人民医院

·浙江海宁人民医院

·黑龙江大庆妇女儿童医院

·内蒙古锡林浩特人民医院

·河南邓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中医院

·成都天银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定远县总医院

·国药集团（北京）

·浙江医药昌海生物有限公司

·山东新时代药业

·河南洛阳福温联合制药

·四川汇宇制药

·江西南昌江中药业

·上海 A15 高速公路

·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

·北京首都机场 110KV 变电站

·北京首都机场合环保护

·北京首都机场冷冻机房

·北京首都机场国航 28# 变电站

·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公司

·北京新华航基地

·北京地铁 16 号线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河南洛嵩高速公路

·江苏南通如皋码头

·四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深圳公民码头

·粤海铁路

·贵州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上海杨浦公安局

·上海闵行人民法院

·上海马桥镇外来人员管理中心

·北京地质部计调中心大楼

·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北京市地调局

·重庆潼南公安局

·江苏连云港徐圩社区服务中心

·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委员会

·浙江杭州余杭区质监环保检测大楼

·浙江杭州塘栖派出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安全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安全局

·新疆乌鲁木齐地税局

·新疆乌鲁木齐国税局

·江西政协大楼

·福建计量中心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污水处理厂

·上海闵行污水处理厂

·上海长桥污水处理厂

·广州市南沙水厂

·广州市临海水务净水厂

·浙江东阳第二自来水厂

·山东德州污水处理厂

·山东泰州九龙污水处理厂

·山东淄博污水处理厂

·山西晋城污水处理厂

·湖北郧县长岭水厂

·四川达州污水处理厂

·青海西宁第三污水处理厂

·安徽合肥滨湖新区塘西河再生水厂

·安徽合肥朱砖井污水厂

·安徽宿州自来水厂

·云南观音岩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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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北京西三族热电厂

·北京海淀恩济庄热力厂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变电站

·内蒙古四子王旗风电场

·内蒙古黄旗昆都伦 35KV 变电站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明路 35KV 变电站

·新疆阿克苏电厂

·山东寿光风电场

·陕西西安新春水电站

·陕西眉县万家塬水电站

·山西国谊生物发电厂

·甘肃电力公司

·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自备电厂

·浙江温岭东海溏风电场

·浙江天子湖热电有限公司

·河南会盟水电站

·河南三门峡火电厂

·湖北武汉黄家湖变电站

·四川通江高坑水电站

·四川莱宾电厂

·云南贡山聚源水电站

·云南贡山斯得河水电站

·云南云安变电站

·海南儋州市龙源峨蔓风电场

·海南文昌风电场

·海南东方电厂

冶金

·上海宝钢石灰工程

·上海宝钢不锈钢热轧水处理工程

·上海宝钢不锈钢六空站改造工程

·上海宝钢冷轧不锈钢连退机组

·上海宝钢冷轧不锈钢执镀锌机组

·上海宝钢冷轧不锈钢带钢工程

·上海宝钢炼钢精炼装置工程

·上海宝钢硅钢工程

·辽宁锦州钛业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钢铁集团公司

·河北宽城大成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申特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张家港沙钢集团

·陕西勉县汉江钢铁厂

·四川攀枝花金江钛业有限公司

·新疆大安特种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矿业

·山重庆能源投资集团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枣庄矿业

·内蒙古爱民温都煤矿

·安徽山河矿业

·安徽新集矿业

·江西丰龙矿业

·湖南邵阳龙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博海煤炭

·贵州六盘水水矿集团

船舶汽车

·上海汽车商用有限公司

·北京北汽李尔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大洋造船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启东丰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郑州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襄樊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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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

·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哈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申行键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水处理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爱帕克筑路机械厂

·江苏徐州徐工特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黑龙江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五常市兴国重钢结构有限公司

·安徽芜湖裕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湘潭电机集团

化工

轻工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明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尤妮佳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希望森兰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农夫山泉饮用水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深圳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比克电池湖北有限公司

·江苏奥神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天元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斯尔克差别化纤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鸿华光电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彩光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新集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康柏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高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汇源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华仪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东电光电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精电机（扬州）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余杭家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葛饰化妆包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中宙光电有限公司

·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烟草公司

·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华润啤酒有限公司

·山东中冶银河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化纺有限公司

·山东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宝鸡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富士康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酒厂

·贵州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

·新疆桐昆恒嘉化纤有限公司

·歌芬卫生用品 ( 福州 ) 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长荣化工

·江苏扬州建业轻化工

·江苏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七台河宝泰隆煤化

·黑龙江农垦博兴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石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万达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东营齐润化工炼油

·山东华泰化工集团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集团包头分公司（甲酸钠车间）

·陕西延安炼油厂

·贵州陆地石油公司

·新疆奎山宝塔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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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教育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

·上海卢湾区工人体育馆

·上海沪东虹口区文体中心

·上海群众艺术馆

·上海卢湾区文化局长城电影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枫林校区

·上海沪东实训基地

·上海金山幼儿园

·上海同济大学

·上海东华大学

·世博园船舶馆

·中央民族舞蹈学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重庆电力高等学校

·江苏南京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科教城

·江苏扬州体育馆

·江苏扬州图书馆

·江苏镇江体育会展中心

·江苏连云港体育中心

·浙江杭州临平一中

·浙江杭州瓶窑中学

·浙江西溪湿地艺术城

·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大庆西城区体育馆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

·山东省体育中心

·山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

·山东省实验中学

·安徽芜湖技师学院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教研中心

其他

·上海工具厂

·上海外高桥物流园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园区

·上海植物园

·上海长桥钢材市场经营公司

·上海宏加新型建筑有限公司

·北京旺盛地产路虎 4S 店

·中关村生命科技园

·重庆江津工业园

·重庆戴卡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水泥有限公司

·川亿电脑 ( 重庆 ) 有限公司

·江苏扬州创业中心

·浙江杭州市粮食公司义桥分公司

·浙江杭州余杭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黑龙江电力设计院

·福建红火水泥生产线

·广东广州南沙游艇俱乐部

·云南腾冲县古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信传媒

·北京新华电广影视技术有限公司

·黑龙江大庆百湖影视创意基地

·山东教育电视台

·河南移动洛阳分公司

·福建省电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