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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福斯特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总部座落在北京地区唯一的

国家级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面积约 2.76 万㎡。员工 310 人，下设四大部，包

括七个部门，三个车间。车间配有大中小型设备 16台 / 套，装备了进口的数控液压式转塔冲床、折

弯机、自动上下料操作系统、58工位数控冲模回转头压力机、数控剪板机、数控折弯机等先进加工

设备。

目前，我公司在华北地区高低压开关设备领域排名第一，主要生产高低压开关设备，年产量 20000

台，2011 实现销售合同 8亿元。设备销往全国各地及部分海外市场，受到广大用户好评。主要型

号 有 KYN28A-12、XGN2-12、XGN □ -12、HXGN □ -12（Z）、HXGN □ -12（F）、

GG1A-12、KYN10-40.5、KYN61-40.5、JYN2-12、KYN18B-12、ZBW 等 高 压 成 套 设

备；BLOKSET、MNS2.0、MNS、GCS、GCK、GGD、JYD2000、GFB 型 等 低 压 成 套 设

备；XL-21、XC、XDD、XM 型配电箱设备；ZN12-12（40.5）、ZN28-12、ZN63A-12、

ZN65A-12、ZN68-12、ZN61-40.5、ZN80-12 等真空断路器。其中施耐德BLOKSET，ABB

公司MNS2.0 在全国均排名前三。产品以优异的质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发电、输变电、配电、

数据中心、通信、汽车、轨道交通等各行业。

施之一流的管理，采用一流的技术；

生产一流的产品，提供一流的服务；

造就一流的人才，创建一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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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PIX12KV 中置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该柜型由施耐德公司受权生产。
PIX 配电系统由几个功能单元互连起来构成。开
关柜采用敷铝锌钢板制作，模块化设计，拼装灵
活方便，强度高。可配装施耐德先进的 HVX 真空
断路器，其操作机构为弹簧、电动。可配装施耐
德先进的 CVX 真空接触器手车组成 F-C 柜。可
抽出部件（手车）为中置式，对地面平整度要求低，
可抽出部件互换性好。在面板关闭情况下可进行
所有的开关操作，操作人员更加安全。完善的机
械连锁，简单可靠。

MVnex HP 中置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该柜型由施耐德公司受权生产。
MVnex HP 的设计全面运用了各种先进手段如计算机辅
助设计、合成实验室，动态模拟等。充分考虑了安装、
运行及维护方面的实际情况：可靠、简便、安全。全部
柜型均按 IEC 最新版本经过试验：关于中压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的 IEC60298 和 60694；定义外壳防护等
级的 IEC60529；中国国家标准 GB3906 与电力行业
标准 DL404；高压开关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IEC60694
与 GB11022；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IEC60298 与
GB3906；高压交流断路器 IEC60056 与 GB1984。

Blokset 型高可靠性低压开关柜

该柜型由施耐德公司受权生产。
Blokset 符 合 主 要 国 际 标 准：IEC 60439-1、 
IEC605
29、IEC60068-2-11、IEC60068-2-30 
结构：金属框架：折弯金属板框架；环氧粉末高温
聚合喷涂；裸露带电导体的专用支撑件，具有自熄
能力的塑料部件。
连接：前连接和 / 或后连接；顶部和 / 或底部进出线。
开关元件：三极或四极；三种电气连接类型：固定式；
插拔式；抽屉式。

KYN28A-12Z XGN2-12 HXGN-12(F) PIX12~24KV MVnex HP

MNS 型 GCS 型 GGD 型

GCK 型

BM6 型

JYD2000 型

配电箱

MNS2.0 型

Blokset 型

高压开关柜

低压开关柜

配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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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疆发电厂
一期工程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高低压柜供应工程

电厂业绩
The power plant performance

天津北疆电厂成立于 2004 年 3 月，由国投电力有限公司、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和天津长

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以 64%、34% 和 2% 的比例共同出资组建。开发建设的北

疆发电厂循环经济项目，规划建设 4×1000MW 燃煤发电超超临界机组和 40 万吨 / 日海

水淡化装置。电厂位于汉沽营城镇大神堂村与双桥村之间，占地面积 2.2 平方公里，总投

资 260 亿元。它将采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高参数、大容量、高效率、低污染的“超超临

界发电技术”，建设 4 台 100 万千瓦的清洁燃煤发电机组，这也是百万千瓦等级的超超临

界机组在我国首次使用。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一期工程高低压配电柜供应，累计约 270 台，至今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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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神华万州电厂
新建工程辅助厂房及输煤段高低压柜供应工程

大唐广东潮州三百门电厂
#3、#4（2×1000MW 机组工程）项目高低压配电柜供应工程

万州电厂项目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组建的项目公司，建设地

点在重庆市万州区。项目建设 2 台 100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电厂投产后年耗煤

量约 4.5 百万吨。项目动态总投资约人民币 77.4 亿元，本安装高效静电除尘、脱硫、脱

硝和在线烟气连续监测装置，各项排放指标满足国家环保要求。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辅助厂房及输煤段高低压配电柜供应工程，约 150 台。

大唐潮州三百门电厂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柘林镇大埕湾畔，是广东电网一座大型国产超临界中

间再热燃煤发电厂，电厂规模为总规划 2x600MW+5x1000MW。本项目同步安装高效除尘，高效

脱酸装置。采用海水直流冷却供水方式，同时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并安装了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

等环保措施，建成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绿色发电厂”。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高低压配电柜供应工程，低压柜约 370 面，高压柜约 40 面，至今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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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集团
CHINA DATANG CORPORATION

国电集团
CHINA GOUDIAN CORPORATION

项目所在地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电厂 8×6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2000 面】

　　浙　江【大唐乌沙山电厂（1#2# 标段）、4×6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1000 面】

　　广　东【大唐国际潮州三百门电厂 2×6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900 面】

　　辽　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厂 2×3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800 面】

　　内蒙古【大唐多伦电厂（煤基烯烃项目 2#35KV 变电站、2×100MW+1×80MW 国产烟煤冷空机组工程等，

                     累计供应高压配电柜约 600 面】

　　江　苏【大唐吕四港电厂一期工程 4×660MW 超超临界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500 面】

　　山　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厂 2×600MW 机组，供应配电柜约 500 面】

　　山　西【大唐国际大同煤矿集团 2×600MW 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460 面】

　　福　建【大唐国际宁德电厂 4×600MW 机组新建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360 面】

　　河　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厂 2×300MW 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320 面】

项目所在地

　　福　建　【国电福州江阴电厂 2×600MW 新建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450 台】

　　四　川　【国电成都金堂电厂 2×6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450 台】

　　山　西　【国电电力大同第二发电厂三期扩建 2×660MW 超临界直接空冷机组工程，累计供应品牌配电柜约

　　　　　　　250 台】

　　山　东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2×3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150 台】

　　山　东　【国电蓬莱电厂一期 2×300MW 机组低压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120 台】

　　广　西　【国电永福发电有限公司 2×300MW 机组工程，累计供应配电柜约 1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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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集团
CHINA HUANENG GROUP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热电厂

　2×330MW 燃煤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470 台

华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福州电厂

　三期工程 2×660MW 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400 台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白杨河电厂

　四期工程 ×300MW 亚临界燃煤热电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300 台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济宁电厂

　2×350MW 以大代小热电联产机组改建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250 台

武汉华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期工程 2×600MW 机组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170 台

山东华能辛店发电有限公司

　三期工程 2×300MW 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140 台

华电集团
CHNA HUANDIAN CORPORATION

内蒙古华电乌达发电有限公司技术改造工程　( 主厂房 MCC/PC)，配电柜供应约 150 面

内蒙古华电卓资发电有限公　4×200MW 机组工程，配电柜供应约 100 面

华电包头发电有限公司　2×600MW 机组工程（主厂房 PC 柜），配电柜供应约 110 面

内蒙古华电包头发电有限公司　（2×600MW）机组工程辅助系统 400V 动力中心 PC 柜，配电柜供应约 100 面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2×315MW 扩建工程，配电柜供应约 7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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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能集团
BEIJING ENERGY INVESTMENT HOLDING CO., LTD.

内蒙古康巴什热电厂

　2*350MW 空冷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280 台

京能集团

　承建未来科技城调峰热源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60 面

北京京能高安屯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热电中心京能燃气热电厂工程

神华集团
SHENHUA GROUP CORRORATION LIMITED

神华神东煤制油自备热电厂

　工程（3×440t/h+2×100MW 机组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700 台

神华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厂

　一期工程，供应配电柜约 300 台

重庆神华万州电厂

　新建工程辅助厂房、输煤工程，供应高低压开关柜约 15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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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风电业绩摘选
HYDROPOWER, WIND POWER PERFORMANCE EXCERPT

内蒙古哲里根图风电场

重庆彭水水电站

巴基斯坦水电站

云南冲江河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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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包
Overseas Contracting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CMEC) 与塞尔维亚

国家电力公司就塞尔维亚 KOSTOLAC-B 电站一期工

程项目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我公司是本项目配电柜的

分包商。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CMEC) 与巴基斯坦

伊斯兰共和国水利电力发展署就巴基斯坦 NEELUM-

JHELUM 水电工程项目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我公司是

本项目配电柜的分包商，此项目位于巴基斯坦克什米

尔地区。

总包名称：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巴基斯坦 NEELUM-JHELUM 水电工程项目
项目所在地：巴基斯坦

总包名称：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塞尔维亚 KOSTOLAC-B 电站一期工程
                  项目

总包名称：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委内瑞拉中央电厂 6 号 600MW 蒸汽轮
　　　　　机发电机组项目
项目所在地：委内瑞拉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委内瑞拉国家电力

公司就委内瑞拉中央电厂 6 号 600MW 蒸汽轮机发

电机组项目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我公司是本项目配电

柜的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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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与伊拉克电力部火力发电项目

公司就伊拉克萨拉哈丁 2×630MW 燃油气电站工程项

目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我公司是本项目配电柜的分包

商。

总包名称：西北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项目名称：伊拉克萨拉哈丁 2×630MW 燃油气电站
                  工程项目
项目所在地：伊拉克
产品名称 : 高低压开关柜

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对外承接的白俄罗斯明斯克 2

号、5 号热电厂项目。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外承接的赞比亚谦比希铜冶

炼有限公司二期改扩建工程，我公司是本项目配电柜

的分包商。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承接的安哥

拉罗安达 1# 公寓楼工程，我公司是本项目配电柜的分

包商

总包名称：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
项目名称：白俄罗斯明斯克 2 号、5 号热电厂项目
项目所在地：白俄罗斯
产品名称 : 高低压开关柜

总包名称：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赞比亚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二期改
                  扩建工程
项目所在地：赞比亚
产品名称 : 高低压开关柜

总包名称：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安哥拉罗安达 1# 公寓楼工程
项目所在地：安哥拉
产品名称 : 高低压开关柜

国家电网
State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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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电力公司

甘肃省电力公司

河北省电力公司

河南省电力公司

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湖北省电力公司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省电力公司

江西省电力公司

煤炭石化
Coal Petrochemical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宁夏电力公司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山西省电力公司

四川省电力公司

天津市电力公司

新疆电力公司

浙江省电力公司

重庆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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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 8 月 20 日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后，我国首个煤制天然气示范项目——大唐克旗煤制天然气项目于 8 月 30 日

正式破土动工。 本项目占地总面积约 418.93 公顷。厂内设施按照生产类别分为八个大的功能分区：备煤区、热电装置

区、煤气化区、气体净化区、辅助生产及公用工程区、铁路站场、火炬污水处理区、厂前办公及服务设施区等。项目分

三期滚动建设，主要装置由空分装置（三期 6 套）、碎煤加压气化装置（三期 48 台气化炉）；耐硫耐油变换冷却装置（三

期 6 套）；气体净化装置（三期 6 套）；甲烷化合成装置（三期 6 套）及废水处理装置构成，辅助装置由硫回收装置（三

期 6 套）、动力界区（三期 7 炉 5 机）、公用工程系统等组成。”

我公司自 2010 年开始供应本项目所需配电柜，直至项目全部

完工，共计高低压配电柜总量约 2000 面。工程结束我公司优

良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获得业主的肯定，为大唐后续建设的

阜新煤制气项目奠定了良好的项目实施基础。两大煤制气项目

的顺利完工，同样标志着我厂在煤炭石化行业有足够的实力承

接大型项目。

克旗煤制气开关柜供应工程
KEQI COAL GAS SWITCH CABINET SUPPL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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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大的煤制气项目之一辽宁大唐国际阜新煤制天然气项目 2010 年 3 月 29 日在阜新市开工建设。该项目建成

后将年产 40 亿立方米天然气。由大唐集团下属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245.7 亿元，建设期 4 年，建设规模为年产

40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 ( 日产 1200 万立方米 )，同时副产焦油等副产品。

我公司自 2011 年始开始与阜新煤制气有限公司合作，为本项目提供高低压配电柜 1200 台。从具备生产条件至全

部发货仅用 4 个月的时间即完成供货。为阜新煤制气整体项目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阜新煤制气开关柜供应工程

大唐多伦煤基烯烃项目

FUXIN COAL GAS SWITCH CABINET SUPPLY ENGINEERING

DATANG DUOLUN COAL BASED OLEFIN PROJECT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多伦年产 46 万吨煤基烯烃项目 380V 低压开关柜，该项目总投资 118 亿元，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主要建设年产４６万吨煤基烯烃项目。隶属于大唐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本项目是利用内蒙古

锡林浩特胜利煤田的褐煤作为原料和燃料，最终生产 46 万吨 / 年聚丙烯，同时生产 LPG、汽油、硫磺等副产品。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高低压配电柜供应工程，总量约 1200 面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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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型号规格

中国石油 辽河油田区域网络中心 辽宁 MNS2.0

中国石油 新疆石油管理局物资供应公司 新疆 KYN28A-12Z

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石化分公司 河北 MNS

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 内蒙 MNS

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炼化分公司 黑龙江 JYN

中国石油业绩摘选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 OIL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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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窑街天祝选煤厂

甘肃环县刘园子煤矿

安徽阜阳刘庄煤矿

安徽阜阳口孜东煤矿

贵州六盘水洗煤厂

煤炭系统 660V 配电业绩摘选
COAL SYSTEM PERFORMANCE TO 660V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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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Rail transportation

神华 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厂一期工程

神华 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神华 宁夏煤业集团二甲醚项目

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 乌海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利民煤矿 35KV 变电站 

神华 万利煤炭分公司万利一矿

神华 北电胜利能源

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烽煤炭分公司

神华 亿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主厂房、输煤及空冷项目

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万利分公司（内蒙古布尔台矿井）

神华集团业绩摘选
SHENHUA GROUP PERFORMANCE EXCE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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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 7 号线工程环控电控柜采购项目

地铁七号线西起西客站，沿两广路、东二环、劲松路、化工路分布，最后至焦化厂设置终点站，沿线经过丰台、西城、
东城、朝阳等四个区。线路全长约 23.67 公里，共设车站 21 座，全部为地下线，线路在东端设置车辆段一座，
预计投资 150 亿元，线路预计 2014 年 9 月底开通试运营，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第一条全线位于南城的城区地铁，
第四条全线位于南城的地铁（前三条分别是大兴线、房山线、亦庄线 )。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配电柜供应工程，供应开关柜约 280 面

沈阳新建哈大客专沈阳北站改造

沈阳北站于 1986 年 11 月开工，1990 年 12 月 22 日建成。2010 年 3 月 17 日，沈阳至丹东客运专线、丹东至大连铁路，沈阳南站、大连站、
沈阳站、沈阳北站两线四站同时举行开工仪式。改建沈阳北站建筑面积新建 4.4 万平方米，既有站房改造 1.3 万平方米，沈阳北站改造
总投资 12.3 亿元。根据招标规划，沈阳北站还将新建无站台柱雨棚。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配电柜供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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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朔黄铁路龙宫变电所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汉宜铁路

汉（口）宜（昌）高速铁路，是连接湖北省武汉市与宜昌市的高速铁路，主要建于湖北省中西部的江汉平原，
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快速客运网之一的沪汉蓉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宜高铁自湖北
省武汉市汉口站起，经汉川市、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荆州市、枝江市、至宜昌市，在宜昌东站接宜万铁路。
全长 291.83 公里，总投资额为 237.6 亿元，设计为国家 I 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为 200 公里（预留
250 公里及以上发展条件），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正式开工，2011 年 10 月 28 日全线送电试运行，2012
年 5 月试运行，2012 年 7 月正式开通运营。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配电柜供应工程，供应开关柜约 160 面，高低压配电
柜总计 220 面左右

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二期变电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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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

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是迄今为止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最大的土建项目，是中国移

动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定位为集国际化支撑、研发创新、信息服务、交流展示

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基地，未来将与位于广州的南方基地形成南北呼应，共

同构建中国移动的集中化运营支撑体系。国际信息港总占地约 1322 亩，其中

净用地约 894 亩，远期建设规模为 130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位于园区西南角

C28 地块，占地 5343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5245 平方米。地块内有 2 栋均为

3 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和一栋 5000 平方米的高压发电机房。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配电柜供应工程，至今运行良好。

中金数据系统北京数据中心

2008 年 6 月 26 日，中国规模最大、设施等级最高的专业数据中心——中金数

据系统北京数据中心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中金数据系统北京数据中心是一个

占地 100 亩的独立园区。该中心规划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目前

规模最大、设施等级最高、配套设施最全、并向行业用户提供外包服务的专业

数据中心。

我公司承接本项目配电柜供应工程，至今运行良好。

泰康昌平生命科学园

国家电网公司亦庄容灾中心

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二期变电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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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厂房
Industrial Plant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新工厂坐落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建成后总占地面积 3200 亩，包括冲压、

车身焊接、涂装、总装 4 大工艺车间、新发动机工厂以及新一代紧凑型豪华轿车（NGCC）

平台，该平台初期建设包括焊装、总装、能源中心、消防泵房等车间。

我公司自 2012 年初开始分别签订了冲压车间、焊装铝清洗车间、研发中心、能源中心、

总装车间以及 NGCC 平台（包括 4 大车间）的高低压配电柜、变压器、直流屏、环网

柜等配电设备，配电箱柜合计约 700 面。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为实现北京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举全市之力发展汽车产业，打造国

内一流的汽车研发制造城市的战略目标。

我公司自 2011 年承接北京汽车自主品牌乘用

车基地项目配电柜开始，相继承接了北汽顺义

基地株洲基地及株洲 789 项目，至今已向北汽

集团供应各型号配电箱柜约 41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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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达世通国际（保税物流中心） 北京宝之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康宁显示科技一期 北京赛德高科铁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电视产业园配套标准工业厂房 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富士康 河北唐钢集团

东联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 北京宝之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可口可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复盛机械有限公司

中关村电城建设有限公司

亚宝生物 哈尔滨哈飞空客复合材料制造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水电建设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达涅利冶金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嘉捷科技园 河北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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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

秦皇岛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阿斯莫汽车微电机有限公司

辽宁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赤峰制药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亦庄基地中航天赫（唐山）钛业有限公司

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 京东方（河北）移动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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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

2010 年协和医院干部医疗保健基地使用我司供应的品牌柜 MNS2.0 近 100 台，至今保质期已过 3 年，运行良好

北京电视台项目是我公司较早期项目，柜型也为较早期柜型
JYD2000, 至今产品运行已近十年，运行良好。

首都体育馆改扩建、奥运会场馆、奥体中心等场馆配电柜供应工程 首都机场配 T3 航站楼数据中心

2013 年我司承接北京市政府新址，北京市委办公用房修缮改造工程
西区分配电室低压开关柜项目，品牌 B 柜 1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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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外交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北京外国语学院

北京  航天十一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前门大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人大附中中辉世纪传媒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工程

2010 年我司承接河北西柏坡红色胜典主题公园，国家老革
命根据地项目高压柜供应工程

廊坊武警学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天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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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大观配电室增容

北京新世界酒店

北京京广中心

北京佳兆业广场

东方巴黎时代广场

第五广场

保定万博广场

商业建筑及房地产
Mercial 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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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大厦 中船宾馆 南宁大厦

隆盛大厦光华路 SOHO 北京丰大国际大酒店

三里屯 SOHO 万达广场

石景山新能国际大厦

美罗城

永利广场

朝阳门 SOHO

中赫置地

亦城国际中心
四季香山会所

圣福华国际商贸中心北京朝外 SOHO 房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综合楼

北医健康产业园 外企大厦

金汉绿港 城建兴华北苑居住区

华润置地

北京国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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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西苑

定福家园

望京新城

新能国际

耀辉置业 燕化星城小区

明天第一城

润丰地产莲花晴园国美家园富力城 华润置地清河公建西区

经开博大珠江帝景小区 UHN 国际村项目

吴江市锦泽华府 奕兴置业

嘉铭园

恋日花都 芍药居

珠江罗马家园 城建兴华北苑居住区

时代庄园

紫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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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作伙伴

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FIRST SWITCHGEAR CO., LTD.
北京福斯特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甲1号
邮编：100176
电话：8610-6786 6347
传真：8610-6786 1774
邮箱：fst203@126.com
网址：www.bjfst.com.cn

Add:No. A1, Donghuan Middle Roa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Beijing
Post Code:100176
Tel:8610-6786 6347
Fax:8610-6786 1774
E-mail:fst203@126.com
Http://www.bjfs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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