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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客户

客户价值

诚信文化

卓越经营
领先的

方案解决者

我们的使命 
在全球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领域，搏力谋一直是执行器控制解决方案开发、生产和行销方面的市场领导者。

成为被全球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是我们的目标；
提供超出客户预期的增值服务是我们的理念；
强大的研发能力、创新性、快速的供货及个性化的客户定制服务是我们的优势；
而承诺、诚信及可靠性是我们一贯的行为准则。

搏力谋提供的不仅仅是产品。
我们以创新、高效和能源优化解决方案向客户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为客户及我们自身带来成功。

我们一直努力接近全球所有客户，讲当地的语言并了解他们的需要。
搏力谋所做的一切让他们放心并明白：他们选择了最好的。

当我们为客户提供更多价值时我们也成功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方面我们都追求做到最好的原因。

搏力谋的使命宣言与价值观是我们在此过程中指引与陪伴我们的向导。

我们的
使命和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 
通过提供卓越的解决方案、出色的专业化操作，我们提供比别人更多

超出客户期望的额外价值，其中诚信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关键。

客户价值
通过优质的产品及服务给客户带来更多的利益，给予客户更多的附加

值是我们成功来源。

卓越经营
确保我们的产品是高质量、高可靠性和极具价格竞争力的，质量、交

货期及价格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因素。

领先的方案解决者
我们为客户提供高效、安全的解决方案以及更加舒适、简便的安装和

维护。并通过不断投资于创新，开发更加卓越的解决方案。

诚信文化
在所有相关群体中，我们高度重视诚信，因此我们鼓励为了客户利益

的个人承诺及勇气。团队利益大于一切。

我们力求共赢

MISSION

MISSION 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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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工程

数据中心项目 省份/直辖市 搏力谋产品 大概数量(套)

中国人寿北京数据中心 北京 PICCV 220

北京民生银行数据中心 北京 蝶阀/球阀 260

腾讯天津滨海新区数据中心 天津 球阀 200

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 黑龙江 球阀 800

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 内蒙古 蝶阀 160

内蒙古中国电信数据中心 内蒙古 球阀 600

中卫阿里数据机房 宁夏 蝶阀/球阀/风门执行器 700

阿里张北数据中心二期 河北 球阀/蝶阀/风门执行器 3858

张北赛伯乐云数据中心 河北 风门执行器/EPIV 540

河北数据中心 河北 EPIV 220

山东德力迅达 山东 球阀 100

上海云（TMT） 上海 EPIV 700

宝之云数据中心 上海 蝶阀 700

上海万国89号数据中心 上海 大口径蝶阀/球阀 100

合肥数据谷 安徽 球阀 120

千岛湖湖水冷却项目 浙江 球阀 400

玉溪数据中心 云南 蝶阀 600

成都太平洋保险后援中心 四川 蝶阀 100

超高层项目 省份/直辖市 搏力谋产品 大概数量(套)

上海南证大厦 上海 蝶阀 20

上海中心 上海 座阀执行器 750

南京金奥大厦 江苏 风机盘管 3000

东方之门 江苏 蝶阀 20

苏州锦峰大厦 江苏 VAV 2000

唐山香格里拉酒店  河北 蝶阀/球阀/座阀/风机盘管 1300

天津嘉里中心+天津香格里拉 辽宁 蝶阀/座阀 220

成都太平洋金融大厦 四川 VAV 2000

广州邦华环球广场 广东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100

南宁龙光世纪大厦 广西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3500

南宁富雅 广西 蝶阀/风机盘管 3600

卓越前海宝中大厦 深圳 蝶阀/球阀 700

深圳平安大厦 深圳 风门执行器 1500

深圳皇庭大厦 深圳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400

深圳腾讯全球总部大楼 深圳 蝶阀/球阀/座阀/风机盘管 1600

厦门中航紫金广场 福建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3000

福州富力中心 福建 蝶阀/风机盘管 1700

重庆国金中心 重庆 球阀 2000

重庆江北嘴农商行大厦 重庆 蝶阀/球阀/座阀/EPIV/EV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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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门执行器系列

防火排烟执行器系列

VAV系统方案

风机盘管解决方案

传感器

产品概览
搏力谋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暖通空调系统

旨在创造更优质、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控制球阀系列

蝶阀及大扭矩执行器系列

座阀及直行程执行器系列

压力无关型控制阀

能量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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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项目 省份/直辖市 搏力谋产品 大概数量(套)

北京正大CBD核心区 北京 风门执行器 539

北京王府井品牌中心 北京 蝶阀/球阀/风门执行器 1300

天津黑牛城 天津 蝶阀 94

河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 蝶阀/球阀/静态平衡阀/风机盘管 1701

太原富力 山西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900

上海天安阳光 上海 静态平衡阀/蝶阀/EPIV 600

富力虹桥商务区 上海 座阀/蝶阀 140

上海虹桥商务区能源中心 上海 蝶阀/球阀 300

上海IFC国金中心 上海 蝶阀/球阀 130

上海浦东嘉里中心 上海 蝶阀/球阀 260

上海卢湾126地块 上海 蝶阀/球阀 360

华电大厦 上海 蝶阀/球阀/PICCV/EPIV 120

上海百联大都会购物中心 上海 蝶阀/EPIV 120

上海大中里 上海 蝶阀/球阀/座阀 900

上海虹桥新地中心 上海 PIQCV/VAV 2500

合肥滨湖中心（安徽省政府） 安徽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5000

苏州国金中心 江苏 自复位型风门执行器 2500

杭州嘉里中心 浙江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4000

江西新洪城交易市场 江西 蝶阀 125

金证中心 四川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200

成都万象城 四川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500

成都金融中心（南部副中心） 四川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4000

遂宁金海国际 四川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540

重庆万象城 重庆 蝶阀/座阀/风机盘管 2500

南亚第一城 云南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000

广东佛山南海裕丰城 广东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能量计 1100

南宁龙光国际大厦 广西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3300

武汉永清综合商务区 湖北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000

轨道交通项目 省份/直辖市 搏力谋产品 大概数量(套)

北京地铁4/5/6/7/8/10/14/15/16号线/
昌平线/北京机场线

北京 风门执行器 5500

天津地铁1号线东延线 天津 风门执行器 1000

郑州地铁1/2号线 河南 风门执行器/SY 1800

大连地铁1/2号线 辽宁 风门执行器/防火排烟执行器 2000

沈阳地铁9/10号线 辽宁 风门执行器/SY 1050

青岛地铁1号线 山东 风门执行器 300

合肥地铁1号线 安徽 蝶阀/球阀/座阀/SY 600

南京地铁1/4号线/宁天城际 江苏 风门执行器 960

常州地铁1号线 江苏 风门执行器/SY 1500

盐城金龙大巴“中型车空调” 江苏 风门执行器 800

宁波地铁1/2号线 浙江 风门执行器/SY 800

宁波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 浙江 风门执行器/SY 1200

杭州地铁1/2号线 浙江 风门执行器 1200

深圳地铁7/9/11号线，广深港-福田专线 深圳 风门执行器/防火排烟执行器 4210

重庆10号线 重庆 风门执行器/SY 400

成都地铁1/3/4/7/10号线 四川 蝶阀/球阀/风门执行器/SY 4150

武汉地铁11号线 武汉 高温SY 221

昆明地铁3号线 云南 风门执行器/SY 800

南宁地铁1号线 广西 风门执行器/SY 400

武汉地铁1/3/4号线 湖北 风门执行器/SY 1800

长沙地铁1/2号线 湖南 风门执行器/SY 1600

贵阳地铁1号线 贵州 蝶阀/球阀/SY 630

兰州地铁1号线 甘肃 风门执行器/SY 500

西安地铁1/4号线 陕西 风门执行器/SY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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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商场/酒店项目 省份/直辖市 搏力谋产品 大概数量(套)

苹果专卖店（北京/天津/沈阳/大连/上海/杭州） 全国 蝶阀/球阀/风门执行器/EV/EPIV 360

哈尔滨香格里拉 黑龙江 蝶阀/球阀/座阀 200

沈阳新世界酒店 辽宁 蝶阀/球阀/座阀/风机盘管 2300

沈阳华润君悦酒店 辽宁 风机盘管 1000

大连华润君悦酒店 辽宁 风机盘管 1000

大连海创国际产业大厦 辽宁 VAV 1100

沈阳北约客置地广场 辽宁 静态平衡阀 500

新天地朗廷酒店 上海 风机盘管 450

川沙凯越酒店 上海 EPIV 328

上海前滩企业天地二期 上海 球阀/风机盘管 3506

上海大中里T3/T5 酒店 上海 风机盘管 800

富力虹桥5#地块 上海 蝶阀/座阀/温控面板/二通阀 200

上海前滩29-3 上海 球阀/风机盘管 2129

上海前滩三期 上海 球阀 2208

阿里巴巴支付宝大楼 浙江 蝶阀/静态平衡阀/动态压差阀/动态流量阀 190

宁波东钱湖国宾馆 浙江 PICCV/EPIV 1300

厦门香格里拉酒店 福建 蝶阀/球阀 180

华阳希尔顿酒店 四川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800

西藏饭店改造 四川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220

首座万豪酒店 四川 球阀/风机盘管 1200

遵义希尔顿酒店 贵州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500

郑州兴港大厦 河南 蝶阀/风机盘管/球阀 1701

其他重要项目 省份/直辖市 搏力谋产品 大概数量(套)

沈阳宝马工厂 辽宁 蝶阀/球阀/座阀/风门执行器/VAV 4700

上海临港港城能源中心 上海 蝶阀 80

浦东机场三期能源中心 上海 蝶阀 121

上海中星微电子工厂 上海 蝶阀/球阀/座阀/风机盘管 3700

中国国家会展综合体 上海 风机盘管 2000

迪士尼乐园 上海 蝶阀/球阀/风门执行器 4000

上海刘海粟档案馆 上海 蝶阀/PIQCV/EPIV 50

合肥长鑫 安徽 风门执行器/座阀 613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安徽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500

安徽四附院 安徽 蝶阀/风机盘管 2000

合肥热电集团 安徽 风机盘管 2000

温州瓯江医院 浙江 蝶阀/风机盘管 2583

连云港田湾核电站 江苏 风门执行器 2000

南京青奥会议中心 江苏 静态平衡阀/压差阀 500

南京台积电厂房 江苏 风门执行器/QCV 800

江苏溧阳新能源一期工厂 江苏 蝶阀 111

江西新洪城大市场交易区 江西 蝶阀 177

广东顺德人民医院 广东 静态平衡阀/PIQCV 4800

南宁火车东站大楼 广西 蝶阀/球阀 100

广州电视台新址 广东 蝶阀/EPIV/PICCV 1260

深圳大学 深圳 蝶阀/球阀/EPIV/静态平衡阀 156

武汉机场T3航站楼 湖北 风门执行器 5000

新疆利泰纺织 新疆 风门执行器 500

新疆农业大棚 新疆 风门执行器 8000

遵义干部学院 贵州 蝶阀/球阀/风机盘管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