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1 万基铝业1号机组 300MW 河南 火检、风机

2 万基铝业2号机组 300MW 河南 火检、风机

3 国电蚌埠发电厂1号机组 600MW 安徽 火检、风机

4 国电蚌埠发电厂2号机组 600MW 安徽 火检、风机

5 国电蚌埠电厂1号机组 600MW 安徽 油    枪

6 国电蚌埠电厂2号机组 600MW 安徽 油    枪

业绩表

7 大唐陕西彬长电厂1号机组 600MW 陕西 火检、风机

8 大唐陕西彬长电厂2号机组 600MW 陕西 火检、风机

9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厂1号机组 200MW 内蒙古 火检、风机

10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厂2号机组 200MW 内蒙古 火检、风机

11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厂3号机组 200MW 内蒙古 火检、风机

12 大唐国际张家口发电厂1号机组 300MW 河北 火    检

13 大唐国际张家口发电厂2号机组 300MW 河北 火    检

14 华电珙县电厂1号机组 600MW 四川 火    检

15 华电珙县电厂2号机组 600MW 四川 火    检

16 神华国华陈家港电厂1号机组 660MW 江苏 火    检

17 神华国华陈家港电厂2号机组 660MW 江苏 火    检

18 神华宁煤电厂1号机组 460T/H 宁夏 油    枪

19 神华宁煤电厂2号机组 460T/H 宁夏 油    枪

20 神华宁煤电厂3号机组 460T/H 宁夏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21 神华宁煤电厂4号机组 460T/H 宁夏 油    枪

22 神华宁煤电厂5号机组 460T/H 宁夏 油    枪

23 神华宁煤电厂6号机组 460T/H 宁夏 油    枪

24 孟电集团孟庄电厂1号机组 300MW 河南 火    检

25 孟电集团孟庄电厂2号机组 300MW 河南 火    检

26 大唐丰润电厂1号机组 300MW 河北 火检、风机

27 大唐丰润电厂2号机组 300MW 河北 火检、风机

28 国华呼伦贝尔电厂1号机组 600MW 内蒙古 火    检

29 国华呼伦贝尔电厂2号机组 600MW 内蒙古 火    检

30 海南金海浆纸业自备电厂1号机组 670T/H 海南 火    检

31 海南金海浆纸业自备电厂2号机组 670T/H 海南 火    检

32 华电牡丹江二发电8号机组 300MW 哈尔滨 火检、风机

33 华电牡丹江二发电9号机组 300MW 哈尔滨 火检、风机

34 大唐国际临汾河西热电1号机组 300MW 山西 火    检

35 大唐国际临汾河西热电2号机组 300MW 山西 火    检

36 华能福州电厂5号机组 660MW 福建 油    枪

37 华能福州电厂6号机组 660MW 福建 油    枪

38 华能金陵电厂1号机组 1030MW 江苏 油    枪

39 华能金陵电厂2号机组 1030MW 江苏 油    枪

40 华能九台电厂1号机组 600MW 吉林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41 华能九台电厂2号机组 600MW 吉林 油    枪

42 国华广东台山电厂6号机组 1000MW 广东 油    枪

43 国华广东台山电厂7号机组 1000MW 广东 油    枪

44 国华广东台山电厂6号机组 1000MW 广东 快关阀

45 国华广东台山电厂7号机组 1000MW 广东 快关阀

46 国华广东台山电厂6号机组 1000MW 广东 火    检

47 国华广东台山电厂7号机组 1000MW 广东 火    检

48 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1号机组 300MW 广东 火    检

49 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2号机组 300MW 广东 火    检

50 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1号机组 300MW 广东 快关阀

51 广东粤电云浮发电厂2号机组 300MW 广东 快关阀

52 华能石洞口电厂1号机组 300MW 上海 油    枪

53 华能石洞口电厂2号机组 300MW 上海 油    枪

54 华能石洞口电厂3号机组 300MW 上海 油    枪

55 华能石洞口电厂4号机组 300MW 上海 油    枪

56 内蒙古华能魏家峁电厂1号机组 660MW 内蒙古 油    枪

57 内蒙古华能魏家峁电厂2号机组 660MW 内蒙古 油    枪

58 华能威海电厂1号机组 660MW 山东 油    枪

59 华能威海电厂2号机组 660MW 山东 油    枪

60 中电投青铜峡铝业自备电厂1号机组 330MW 宁夏 快关阀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61 中电投青铜峡铝业自备电厂2号机组 330MW 宁夏 快关阀

62 广东粤电平海发电厂1号机组 1000MW 广东 油    枪

63 广东粤电平海发电厂2号机组 1000MW 广东 油    枪

64 鹤壁煤电甲醇工程1号机组 220T/H 河南 火检、风机

65 鹤壁煤电甲醇工程2号机组 220T/H 河南 火检、风机

66 鹤壁煤电甲醇工程3号机组 220T/H 河南 火检、风机

67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1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68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2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69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3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70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4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71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5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72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6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73 内蒙古克什克腾电厂7号机组 470T/H 内蒙古 火检、风机

74 京能宁夏水洞沟电厂一期1号机组 660MW 宁夏 火检、风机

75 京能宁夏水洞沟电厂一期2号机组 660MW 宁夏 火检、风机

76 皖能铜陵电厂1号机组 1000MW 安徽 油    枪

77 皖能铜陵电厂1号机组 1000MW 安徽 快关阀

78 华能岳阳电厂5号机组 600MW 湖南 油    枪

79 华能岳阳电厂6号机组 600MW 湖南 油    枪

80 古交电厂1号机组 600MW 山西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81 古交电厂2号机组 600MW 山西 油    枪

82 中电投乌苏热电厂一期1号机组 300MW 新疆 快关阀

83 中电投乌苏热电厂一期2号机组 300MW 新疆 快关阀

84 新疆天业热电厂五期1号机组 300MW 新疆 快关阀

85 新疆天业热电厂五期2号机组 300MW 新疆 快关阀

86 中电投江西景德镇电厂1号机组 660MW 江西 油    枪

87 中电投江西景德镇电厂2号机组 660MW 江西 油    枪

88 华能陕西秦岭发电有限公司7号机组 660MW 陕西 火检、风机

89 华能陕西秦岭发电有限公司8号机组 660MW 陕西 火检、风机

90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右玉电厂1号机组 330MW 山西 快关阀

91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右玉电厂2号机组 330MW 山西 快关阀

92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右玉电厂1号机组 330MW 山西 火    检

93 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右玉电厂2号机组 330MW 山西 火    检

94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1号机组 330MW 新疆 快关阀

95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2号机组 330MW 新疆 快关阀

96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1号机组 330MW 新疆 火检、风机

97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2号机组 330MW 新疆 火检、风机

98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一期1号机组 300MW 安徽 快关阀

99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一期2号机组 300MW 安徽 快关阀

100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厂3号机组 600MW 广西 火    检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101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厂4号机组 670MW 广西 火    检

102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厂3号机组 600MW 广西 快关阀

103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厂4号机组 600MW 广西 快关阀

104 广纸海珠循环流化床锅炉 350T/H 广东 火    检

105 广纸海珠循环流化床锅炉 350T/H 广东 快关阀

106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5号机组 1000MW 江苏 油    枪

107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6号机组 1000MW 江苏 油    枪

108 华能塔什店2x125MW工程1号机组 125MW 新疆 快关阀

109 华能塔什店2x125MW工程2号机组 125MW 新疆 快关阀

110 兴澄特种钢厂240T/H掺烧高炉煤气锅炉 240T/H 江苏 快关阀

111 兴澄特种钢厂240T/H掺烧高炉煤气锅炉 240T/H 江苏 调节阀

112 巴陵石化项目高温高压煤粉锅炉FSSS系统 410T/H 湖南 阀组管系

113 巴陵石化项目高温高压煤粉锅炉FSSS系统 410T/H 湖南 火检、风机

114 巴陵石化项目高温高压煤粉锅炉FSSS系统 410T/H 湖南 油    枪

115 新疆天山铝业有限公司自备发电厂1号机组 350MW 新疆 火检、风机

116 新疆天山铝业有限公司自备发电厂2号机组 350MW 新疆 火检、风机

117 新疆阿拉尔新沪热电厂1号机组 350MW 新疆 快关阀

118 新疆阿拉尔新沪热电厂2号机组 350MW 新疆 快关阀

119 神华集团•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公司 480T/H 内蒙古 油    枪

120 新疆合盛硅业电厂1号机组 330MW 新疆 快关阀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121 新疆合盛硅业电厂2号机组 330MW 新疆 快关阀

122 申能上海外高桥三发电有限公司7号机组改造 1000MW 上海 油    枪

123 申能上海外高桥三发电有限公司8号机组改造 1000MW 上海 油    枪

124 鲁能宝清发电厂1号机组 600MW 黑龙江 油    枪

125 鲁能宝清发电厂2号机组 600MW 黑龙江 油    枪

126 鲁能宝清发电厂1号机组 600MW 黑龙江 火检、风机

127 鲁能宝清发电厂2号机组 600MW 黑龙江 火检、风机

128 国电聊城电厂3号机组改造 600MW 山东 火    检

129 国电聊城电厂4号机组改造 600MW 山东 火    检

130 扬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号机组改造 630MW 江苏 火    检

131 姚孟电厂3号机组改造 300MW 河南 火    检

132 韶关电厂10号机组改造 300MW 广东 火    检

133 山东威海电厂3号机组改造 300MW 山东 火    检

134 山东威海电厂4号机组改造 300MW 山东 火    检

135 包头第三电厂1号机组改造 300MW 内蒙古 火    检

136 山西大唐云冈电厂3号机组 300MW 山西 火    检

137 山西大唐云冈电厂4号机组 300MW 山西 火    检

138 韶关发电厂12号机组 600MW 广东 火检、风机

139 韶关发电厂13号机组 600MW 广东 火检、风机

140 榆林电厂1号机组 330MW 陕西 火检、风机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141 榆林电厂2号机组 330MW 陕西 火检、风机

142 榆林电厂3号机组 330MW 陕西 火检、风机

143 榆林电厂4号机组 330MW 陕西 火检、风机

144 榆林电厂5号机组 330MW 陕西 火检、风机

145 茂名热电厂“上大压小” 600MW 广东 火检、风机

146 华能海南东方电厂3号机组 350MW 海南 火检、风机

147 华能海南东方电厂4号机组 350MW 海南 火检、风机

148 国投伊犁热电厂1号机组 330MW 新疆 火检、风机

149 国投伊犁热电厂2号机组 330MW 新疆 火检、风机

150 华电贵州桐梓电厂1号机组 600MW 贵州 火检、风机

151 华电贵州桐梓电厂2号机组 600MW 贵州 火检、风机

152 华能平凉发电厂4号机组火检改造 300MW 甘肃 火    检

153 上海石化自备电厂3号机组改造 200MW 上海 火    检

154 上海石化自备电厂4号机组改造 200MW 上海 油    枪

155 华能日照电厂3号机组改造 600MW 山东 火    检

156 广西防城港电厂2号机组改造 300MW 广西 火    检

157 国电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工程 600MW 吉林 火检、风机

158 重庆旗能电铝自备电厂1号机组 330MW 重庆 火检、风机

159 重庆旗能电铝自备电厂2号机组 330MW 重庆 火检、风机

160 广东海门电厂1号机组改造 1000MW 广东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161 广东海门电厂2号机组改造 1000MW 广东 油    枪

162 印度腾达电厂一期1号机组 330MW 印度 火检、风机

163 印度腾达电厂一期2号机组 330MW 印度 火检、风机

164 印度腾达电厂二期1号机组 330MW 印度 火检、风机

165 印度腾达电厂二期2号机组 330MW 印度 火检、风机

166 印度京德加迪电厂1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67 印度京德加迪电厂2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68 印度京德加迪电厂3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69 印度京德加迪电厂4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0 印度京德奥萨电厂一期1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1 印度京德奥萨电厂一期2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2 印度京德奥萨电厂二期1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3 印度京德奥萨电厂二期2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4 印度京德奥萨电厂二期3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5 印度京德奥萨电厂二期4号机组 135MW 印度 快关阀

176 印度嘉佳工程1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77 印度嘉佳工程2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78 印度提隆达工程一期1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79 印度提隆达工程一期2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80 印度提隆达工程二期1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181 印度提隆达工程一期1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82 印度提隆达工程一期2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83 印度提隆达工程二期1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84 印度提隆达工程三期1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85 印度提隆达工程三期2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86 印度提隆达工程三期1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87 印度提隆达工程三期2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88 菲律宾马里韦莱斯工程1号机组 330MW 菲律宾 油    枪

189 菲律宾马里韦莱斯工程2号机组 330MW 菲律宾 油    枪

190 越南翁岸电厂1号机组 600MW 越南 油    枪

191 越南翁岸电厂2号机组 600MW 越南 油    枪

192 越南翁岸电厂1号机组 600MW 越南 火    检

193 越南翁岸电厂2号机组 600MW 越南 火    检

194 印度拉加斯坦工程1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95 印度拉加斯坦工程2号机组 660MW 印度 油    枪

196 印度拉加斯坦工程1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97 印度拉加斯坦工程2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198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1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油    枪

199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2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油    枪

200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3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201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4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油    枪

202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1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侧面点火器

203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2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侧面点火器

204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3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侧面点火器

205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4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侧面点火器

206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1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207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2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208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3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209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4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210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1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快关阀

211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2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快关阀

212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3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快关阀

213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4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快关阀

214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1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

215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2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

216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3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

217 伊拉克华事德项目4号机组 33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

218 哥伦比亚加勒比燃煤发电站项目3号机组 608T/H 哥伦比亚 火    检

219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1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220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2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221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3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222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4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223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5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224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6号机组 660MW 印度 快关阀

225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1号机组 66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26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2号机组 66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27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3号机组 66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28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4号机组 66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29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5号机组 66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30 印度莎圣电厂超临界燃煤电站6号机组 66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31 印度恰尔苏古达电厂IPP项目1号机组改造 660MW 印度 火    检

232 印度恰尔苏古达电厂IPP项目2号机组改造 660MW 印度 火    检

233 印度恰尔苏古达电厂IPP项目3号机组改造 660MW 印度 火    检

234 印度恰尔苏古达电厂IPP项目4号机组改造 660MW 印度 火    检

235 土耳其因兹麦尔电厂1号机组 350MW 印度 快关阀

236 土耳其因兹麦尔电厂1号机组 350MW 印度 阀组管系

237 甘肃电投金昌市热电联产工程1号机组 330MW 甘肃 火    检

238 甘肃电投金昌市热电联产工程2号机组 330MW 甘肃 火    检

239 广钢环保迁建湛江项目自备电厂1号机组 350MW 广东 火    检

240 广钢环保迁建湛江项目自备电厂2号机组 350MW 广东 火    检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241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动力站工程1号机组 350MW 新疆 火    检

242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动力站工程2号机组 350MW 新疆 火    检

243 江苏徐州阚山发电厂2号机组改造 600MW 江苏 火    检

244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华宁热电厂1号机组改造 135MW 内蒙古 火    检

245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华宁热电厂2号机组改造 135MW 内蒙古 火    检

246 江苏张家港沙洲电厂1号机组改造 600MW 江苏 火    检

247 山西兆光电厂改造 660MW 山西 油    枪

248 珠海电厂一期3号机组改造 300MW 广东 风    机

249 山东石横发电厂#1机组火检系统改造 600MW 山东 火    检

250 甘肃平凉3#机火检改造 600MW 甘肃 火    检

251 大唐呼图壁热电厂1号机组 300MW 新疆 火    检

252 大唐呼图壁热电厂2号机组 300MW 新疆 火    检

253 国电宁夏英力特宁东煤基化学有限公司1号机组 300MW 宁夏 火    检

254 国电宁夏英力特宁东煤基化学有限公司2号机组 300MW 宁夏 火    检

255 广东华夏阳西电厂3号机组 660MW 广东 油    枪

256 广东华夏阳西电厂4号机组 660MW 广东 油    枪

257 新疆茌平电厂1号机组 1100MW 新疆 油    枪

258 新疆茌平电厂2号机组 1100MW 新疆 油    枪

259 吉林石化公司煤粉锅炉 410T/H 吉林 快关阀

260 印度古德洛尔工程1号机组 600MW 印度 油    枪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 省份 产品类型

业绩表

261 印度古德洛尔工程2号机组 600MW 印度 油    枪

262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1号机组 480T/H 内蒙古 快关阀

263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2号机组 480T/H 内蒙古 快关阀

264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3号机组 480T/H 内蒙古 快关阀

265 越南永新二期新建工程1号机组 622MW 越南 快关阀

266 越南永新二期新建工程2号机组 622MW 越南 快关阀

267 越南永新二期新建工程1号机组 622MW 越南 阀组管系

268 越南永新二期新建工程2号机组 622MW 越南 阀组管系

269 神华集团•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公司 480T/H 内蒙古 气    枪

270 国电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6号机组改造 300MW 甘肃 火    检

271 华能石洞口二电1号机组改造 600MW 上海 风    机

272 重庆涪陵白涛煤矸石电厂1号机组 440T/H 重庆 火    检

273 重庆涪陵白涛煤矸石电厂2号机组 440T/H 重庆 火    检

274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路坑口煤矸石
热电厂１号机组

300MW 内蒙古 火    检

275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路坑口煤矸石
热电厂２号机组

300MW 内蒙古 火    检

276 鸿山热电二期2*1000MW火检及冷却风机 1000MW 福建 火检、风机

277 鸿山热电二期2*1000MW火检及冷却风机 1000MW 福建 火检、风机

278
合肥发电厂#6机（1*600MW）扩建工程锅炉炉膛火
焰检测系统

600MW 安徽 火    检

279 印尼东加里曼丹1×60MW煤粉锅炉 60MW 印尼 快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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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贵州粤黔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盘南电厂3号炉低氮燃烧
器改造

600MW 贵州 火    检

281
贵州粤黔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盘南电厂4号炉低氮燃烧
器改造

600MW 贵州 火    检

282 新疆天山铝业有限公司自备发电厂二期1号机组 350MW 新疆 火检、风机

283 新疆天山铝业有限公司自备发电厂二期2号机组 350MW 新疆 火检、风机

284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1×350MW超临界1号机组 350MW 新疆 快关阀

285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1×350MW超临界2号机组 350MW 新疆 快关阀

286
安徽淮南煤电基地田集电厂二期扩建2x660MW超超
临界1号机组

660MW 安徽 快关阀

287
安徽淮南煤电基地田集电厂二期扩建2x660MW超超
临界2号机组

660MW 安徽 快关阀

288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1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油    枪

289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2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油    枪

290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1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侧面点火器

291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2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侧面点火器

292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1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293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2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294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1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快关阀

295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2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快关阀

296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1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

297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2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297 伊拉克华事德二期项目2号机组 610MW 伊拉克 阀组管系

298 神华国华舟山电厂二期1×350MW超临界机组 350MW 浙江 快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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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新疆金川绿原工业园区燃煤热电联产项目1号机组 135MW 新疆 快关阀

300 新疆金川绿原工业园区燃煤热电联产项目2号机组 135MW 新疆 快关阀

301 江苏利港低氮燃烧器改造点火油枪4号机组 300MW 江苏 油    枪

302 伊拉克萨拉哈丁项目1号机组 630MW 伊拉克 油    枪

303 伊拉克萨拉哈丁项目2号机组 630MW 伊拉克 油    枪

304 伊拉克萨拉哈丁项目1号机组 63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305 伊拉克萨拉哈丁项目2号机组 630MW 伊拉克 火检、风机

306 内蒙古土右电厂1号机组 680MW 内蒙古 油    枪

307 内蒙古土右电厂2号机组 680MW 内蒙古 油    枪

308 印尼巴厘岛一期1号机组 142MW 印尼 快关阀

309 印尼巴厘岛一期2号机组 142MW 印尼 火    检

310 印尼巴厘岛一期3号机组 142MW 印尼 火    检

311 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工程1号机组 440t/h 江苏 快关阀

312 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工程2号机组 440t/h 江苏 快关阀

313 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工程3号机组 440t/h 江苏 快关阀

314 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工程4号机组 440t/h 江苏 快关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