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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2017活动概况



大会概况

大会名称：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

                 暨慧聪网2017年（第十届）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主办单位：慧聪消防网、慧聪应急救援网

指导单位：中国消防协会、中国阻燃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防火综合技术分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

协办单位：消防技术创新联盟、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中国安全产业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

特邀单位：美国消防协会、新密市人民政府、浙江大学、中滕建华

赞助企业：深圳广安、江西长征、深圳鸿嘉利、联城安泰、深圳赋安、中天明、营口天成、泰和佳、航天常兴、金舟股份、

广州瑞港

支持单位：鼎信消防、新山鹰、威景、广州六瑞、赛特威尔、海博智恒

大会时间：9月4日

大会地点：北京首都机场希尔顿酒店

会议规模：400人

实际到场：509人



会议议程



参会人员-特邀嘉宾

参会专家、主讲嘉宾、论坛嘉宾共计36人。



参会人员-企业
1 杭州湘隽阻燃科技有限公司
2 苏州市鼎盛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3 广东顺德安耐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4 镇江市欧菱电气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5 北京海博智恒电气防火科技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 深圳市中天明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8 江西剑安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9 北京泰和佳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承德御祥鑫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1 北京法安通安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 北京联城安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 河北华诺联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 新疆利安消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 黑龙江焱盾物联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6 河南力安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17 威景防火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8 四川卓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9 萃联（中国）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 金舟消防工程（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1 上海正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3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4 中安财富（北京）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25 北京航天常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6 浙江信达可恩消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7 北京英特莱科技有限公司
28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9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30 江西长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1 重庆君道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32 四川科维迪电气有限公司
33 江西清华实业有限公司
34 广州六瑞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35 营口天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36 潍坊华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37 深圳市鸿嘉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38 上海意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9 中国（新密）消防应急产业园
40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41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43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44 水力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45 江西清华实业有限公司
46 奥来救援科技有限公司
47 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48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49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50 广州瑞港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51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2 北京北元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53 深圳市泰和安科技有限公司
54 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55 营口新山鹰报警设备有限公司
56 秦皇岛尼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7 青岛鼎信通讯消防安全有限公司
58 联技范安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9 赛特威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 重庆力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61 青岛中阳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 广东胜捷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63 北京市正天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64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65 营口赛福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6 宁波依本立流体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67 甘肃和平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8 深圳市鸿嘉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69 北京国泰瑞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70 天一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1 智信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72 四川炳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73 北京联创广汇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74 南京睿实智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75 泉州市三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76 武汉新楚智慧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77 沈阳润达供水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78 北京玛钢炜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79 郑州净瓶集团有限公司

80 成都捷隆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1 北京森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82 九江市浩川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83 太通建设有限公司

84 西安龙紫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85 沈阳普泰安科技有限公司

86  浙江利高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87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88 吉林省泽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9 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参会企业共计89家，183人。



参会人员-工程商、经销代理商



参会人员-工程商、经销代理商



参会人员-工程商、经销代理商



参会人员-工程商、经销代理商

参会工程企业共计182家，267人。



参会人员-媒体代表

媒体名称 媒体名称 媒体名称

CCTV-12 中国新闻网 人民网

中国网 今日头条 消费日报

凤凰网财经 东方头条 中财网

腾讯网 搜狐财经 中国财经网

中华网新闻 中华网财经 财经中国

新浪财经 网易 中国青年报

21cn新闻 凤凰网新闻 新华报业网

大会当天共邀请21家媒体23人到场，其中中央电视台、爱奇艺、慧聪消防网均对专家及获奖企

业代表进行了专访，会后传播30余家。



参会人员构成

人员分类 家数 人数

专家、领导、主讲、论坛嘉宾 / 36

企业 89 183

用户代表 182 267

媒体 21 23

合计：509人



2017年TOP10获奖榜单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十年品牌，匠心荣耀奖

曾晓亮-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袁    潇-北京泰和佳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邓    磊-金舟消防工程（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胡永华-江西清华实业有限公司 

王德坤-北京航天常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陈俊辉-深圳市中天明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吴林军-潍坊华宝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郁    铖-深圳市鸿嘉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樊舐宏-重庆君道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新密）消防应急产业园

中国消防应急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消防青年企业家

消防单项领军品牌
阻燃纺织品－杭州湘隽阻燃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疏散－苏州市鼎盛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卡压式管道－广东顺德安耐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消防巡检柜－镇江市欧菱电气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北京海博智恒电气防火科技有限公司 

消防用钢瓶－江西长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防火门监控系统－深圳市中天明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探火管－江西剑安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厨房灭火－重庆君道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背负式灭火装置－承德御祥鑫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TOP10获奖榜单
十大民族品牌 十大报警品牌 十大自动灭火品牌 十大应急救援品牌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赋安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水力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利安消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常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信达可恩消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瑞港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和安科技有限公司 

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营口新山鹰报警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尼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鼎信通讯消防安全有限公司 

联技范安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赛特威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营口天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威景防火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胜捷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正天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泰和佳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清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嘉利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力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中阳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中安财富（北京）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奥来救援科技有限公司 

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英特莱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消防机械有限公司

建筑防火品牌
广州六瑞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卓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智慧消防先锋品牌
北京法安通安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联城安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华诺联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意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焱盾物联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力安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新锐企业
营口赛福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科维迪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正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元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金舟消防工程（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太通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炳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智信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和平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天一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瑞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净瓶集团有限公司 

十大消防工程企业



CFIC2017现场盛况



现场盛况-开幕式



现场盛况-主题演讲



现场盛况-分论坛



现场盛况-颁奖盛典



现场盛况-红毯秀



现场盛况-红毯终点签名



现场盛况-序厅交流



现场盛况-现场呈现



现场盛况-天成接待晚宴



现场盛况-广安答谢晚宴



CFIC2017传播汇总



媒体报道-前期H5宣传

CFIC2017H5邀请函链接：
http://c.eqxiu.com/s/oeXs92hv
CFIC2017H5乘车路线链接：
http://887875525.scene.eqxiu.com/
s/Ro8H0S3K



媒体报道-专题报道

专题名称：CFIC2017暨品牌盛会宣传
链接地址： 
http://info.fire.hc360.com/zt/fire201
7top10/index.shtml
浏  览 量：1148703

专题名称：CFIC2017
链接地址： 
http://info.fire.hc360.com/zt/cfi
c2017/index.shtml
浏  览 量：5686(会后2周)

专题名称：CFIC2017&TOP10最新动态
链接地址： 
http://info.fire.hc360.com/list/cfic20
17.shtml
浏  览 量：25169

专题名称：TOP10
链接地址： 
http://info.fire.hc360.com/zt/2
017topten/index.shtml
浏  览 量：5365 (会后2周)



媒体报道-专题报道

专题名称：CFIC2017天成接待晚宴
链接地址： 
http://info.fire.hc360.com/zt/yktcjdwy/in
dex.shtml

专题名称：CFIC2017广安答谢晚宴
链接地址： 
http://info.fire.hc360.com/zt/gadxw
y/index.shtml



媒体报道-微信视频直播

微信视频直播链接：（请在手机微信端观看回顾）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appid=wx608a607da3fdaf40&redirect_uri=http%3A%2F%2Fwww.bee-
live.cn%2Fw%2Flive%2FtoChat&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userinfo&state=STATE#wechat_redirect

69%

5%

26%



媒体报道-大众媒体资讯报道



媒体报道-大众媒体资讯报道
报道主题：CFIC2017新闻发布会暨消防品牌盛会启动会隆重举行

网易 http://bj.house.163.com/17/0505/15/CJMD8V2V000782A6.htm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itown/2017-05/05/c_136259519.htm

人民网 http://finance.haiwainet.cn/n/2017/0505/c3541014-30898662.html

搜狐焦点 http://news.focus.cn/bj/2017-05-05/11518074.html

腾讯房产 http://house.qq.com/a/20170505/016880.htm

中国经济网 http://tech.ce.cn/news/201705/05/t20170505_22552863.shtml

新浪地产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7/05/05/1205011.html?qq-pf-to=pcqq.c2c

中国巴中网 http://www.bzxhw.com/2017-05/05/149394616385039.htm

今日头条 http://www.toutiao.com/i6416454369318797825/

福田汽车 http://bjaorun.com/house_133c709x41f0.html

奥美 http://www.aomeisoft.com/gundong/house_133c709x41f0.html

东方头条 http://mini.eastday.com/a/170505155611866-3.html

百家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po/feed/share?wfr=spider&for=pc&context=%7B"sourceFrom"%3A"bjh"%2C"nid"%3A"news_34773

84668305812432"%7D

北京时间 http://item.btime.com/06lm2rbnlunjsn2em1ug4u9k27t

顶尖财经 http://blog.58188.com/new/2017/5-5/123088.html

科技与生活 http://www.lifeinf.cn/plus/view.php?aid=10777

80后之窗 http://women.80end.cn/2017/0509/586351.shtml



报道主题：CFIC2017：归因向内，构建消防行业认同策略

今日头条 http://www.toutiao.com/i6416449147804582402/

中国经济网 http://tech.ce.cn/news/201705/05/t20170505_22552822.shtml

银行财经 http://www.yinhang123.net/zixun/ssxw/2017/0505/908082.html

中巴中财经 http://www.bzxhw.com/2017-05/05/149394616785040.htm

中国江苏网 http://js.chinaso.com/kj/detail/20170505/1000200033002501493946320623734166_1.html

首创证券 http://www.sczq.com.cn/Home/ScInfoDetails?nodeId=104&docId={3A6F3A52-7609-4B5D-AF3E-ED297D151959}&ty

上市资讯 http://www.cnlist.com/information/newsContent.jsp?id=85029034144

同花顺 http://field.10jqka.com.cn/20170505/c598449973.shtml

国承信 http://www.guochengxin.com/20170505/c598449973.shtml

北京时间 http://item.btime.com/06hvbsth05kb2gflbciome9dq3l

淼盾网 http://www.miaodun.net/system/2017/05/08/010407378.shtml

报道主题：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北京举行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7/09-06/8324030.shtml

凤凰网财经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906/15656668_0.shtml

中华网新闻 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70906/31301361_all.html

21cn新闻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a/2017/0906/16/32692656.shtml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9-06/doc-ifykpzey4793276.shtml

凤凰网新闻 http://news.ifeng.com/a/20170906/51894695_0.shtml

媒体报道-大众媒体资讯报道



报道主题：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北京举行

今日头条 http://www.toutiao.com/a6462570745721635086/

东方头条 http://mini.eastday.com/a/170906162619456.html

报道主题：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共庆十年品牌匠心荣耀

搜狐媒体 http://www.sohu.com/a/190115994_99975515

中华网财经 http://economy.china.com/jykx/news/11179727/20170906/25116269_all.html#page_2

网易订阅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CTLJ1H600518K68H.html

腾讯大辽网 http://ln.qq.com/a/20170908/0204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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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资讯报道(会前)
1 鼎信通讯王建华：突破原创技术的控制通讯体系只是时间问题

2 2017年（第十届）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奖项报名解读

3 国泰瑞安胡红亮：从临时工到企业家的蜕变

4 2017消防品牌盛会20强入围名单公布 用户专家评审即将开启

5 富邦王中明：智慧消防引领物联网新时代

6 金舟股份田桂兰：经济债可以欠，良心债不能欠

7 曾晓亮：“传统实业＋资本”重在实业强根基

8 2017年消防十大品牌盛会用户专家评审阶段启动

9 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暨TOP10会议日程及参会须知

10 格拉曼张秀伟：消防机器人前景可期 亟待行业市场化程度

11 刘蔚：强根基 兴事业——青岛楼山消防不忘社会重责

12 50强名单新鲜出炉 消防十大品牌即将入复选阶段

13 云盾彭尉：智慧消防用“数据驱动安全管理”

14 伟隆股份高峰：小阀门拧开的“大”市场

15 北大青鸟报名竞选“2017消防十大报警品牌”

16 联城安泰刘建华：消防产品是一种道德产品

17 品牌盛会倒计时3天 目前最高票数突破61555票

18 红立方苗军光：如何让我们生活的更安全？

19 CFIC2017新闻发布会暨消防品牌盛会启动会隆重举行

20 2017年(第十届)中国消防行业十大品牌报名火热进行中

21 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暨TOP10获奖企业参会须知

22 CFIC2017刘祥凤：归因向内，构建消防行业认同策略

23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最后1天！附会议流程

24 CFIC2017(第十届)慧聪网消防行业品牌盛会报名即将启动

25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报名破纪录！初选即将开始

26 CFIC2017特邀嘉宾美国消防协会科技部主任盖伊·科隆纳

27 中盛消防徐志豪：凝聚企业力量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8 九江浩川曹卫兵：质量是命脉，技术是灵魂

29 品牌盛会组委会：各参选企业合理有序参与活动票选公告

30 青岛中阳曾学义：安全永远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位

31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倒计时2天！

32 关于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CFIC2017)成员联系方式公布

33 紧急公告：2017年消防品牌盛会复选阶段前两小时数据异常公告

34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倒计时7天！

35 图解：CFIC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PC端】报名

36 2017年第十届消防品牌盛会专家评审顺利举行

37 视频|CFIC2016 精彩视频回顾

38 广州鼎亚入围“十大自动灭火品牌”20强

39 有安全才会有未来——苏州鼎盛陈建忠产业融合驱动未来发展

40 CFIC2017特邀嘉宾北京市公安局原消防局长吴志强

41 尼特消防报名竞选“2017消防十大报警品牌”

42 慧聪十大品牌盛会复选进行中 最高票数已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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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资讯报道(会前)
43 上海正尔金勇华：打破小散多格局 助力优秀企业成长

44 威海广泰总经理孟岩确认出席CFIC2017产业资本分论坛

45 图解：CFIC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微信报名

46 CFIC2017新闻发布会精彩现场集锦（高清组图）

47 今日消防CFIC2017与中国C919首飞同占媒体版面

48 CFIC2017王军：十年庆典，十年荣耀，十年品牌

49 中国消防安全一级学会协会函复支持CFIC2017产业大会

50 2017消防十大评选用户票选踊跃覆盖面广

51 CFIC2017特邀嘉宾金轮股份执行总裁钱栋玉

52 泰安消防原支队长许传升确认出席CFIC2017智慧消防分论坛

53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倒计时6天！

54 献礼八一：工匠精神引领强国梦 技术创新铸就企业魂

55 深圳广安消防董事长曾晓亮确认出席CFIC2017产业资本分论坛

56 CFIC2017高伟：国际平台打造国际品牌

57 CFIC2017北大青鸟张惠波：以工匠精神坚守消防产业

58 CFIC2017杨迺文：融合创新 开创消防产业新局面

59 赵建斗：服务客户，聚焦需求，让经营常新

60 CFIC2017访谈邀约函|2017年十大消防品牌参选企业

61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倒计时5天！

62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 倒计时4天！

63 南消股份与慧聪十大品牌十年同行共成长

64 意静科技CEO王菁川确认出席CFIC2017智慧消防分论坛

65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报名倒计时剩6天

66 霍尼韦尔参与申报“2017消防十大报警品牌”

67 CFIC2017卢建新：资源聚合 提升行业安全

68 CFIC2017品牌盛会报名 剑指中国消防青年企业家

69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报名突破1000家 已超历史同期

70 CFIC2017特邀嘉宾浙江大学微电子学院副教授竺红卫

71 法安通总经理王京欣确认出席CFIC2017智慧消防分论坛

72 坚瑞永安总经理刘亚强确认出席CFIC2017自动灭火分论坛

73 CFIC2017周政懋：共享行业新资源 创行业新希望

74 CFIC2017特设应急救援十大品牌 应急救援产业格局或将改变

75 营口新山鹰报名品牌盛会 剑指十大报警品牌

76 消防产品呈用户市场细分趋势 CFIC2017奖项设置理念详解

77 2017品牌盛会组委会现已接收9家入围企业资料

78 南消董事长王以丹确认出席CFIC2017自动灭火分论坛

79 CFIC2017陈旭：五四青年节，消防再出发

80 信达可恩总经理邓红确认出席CFIC2017自动灭火分论坛

81 威景技术负责人傅武平确认出席CFIC2017自动灭火分论坛

82 中伦律所杨和平确认出席CFIC2017产业资本分论坛

83 银行财经：CFIC2017归因向内 构建消防行业认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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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资讯报道(会后)
李引擎：科学引领行业发展，互助创建事业繁荣

王军：消防事业会做大、做强 走出国门

高伟：消防产业大会是科技交流的平台

齐智慧 ：我们致力于创建消防应急产业示范基地

盖伊·科隆纳：NFPA规范与标准源自社会智慧

竺红卫：故障电弧检测技术及其产业化

张文骏：跨越式创新迈向信息化智能时代

刘清华：既防“黑天鹅”更防“灰犀牛”阻燃材料应用势在必行

钱栋玉：新常态下的企业转型升级路径

王建华：物联网底层技术与智慧消防

CFIC2017消防行业互动论坛智慧消防分论坛文字实录

吴志强：智能报警技术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陈宇弘：消防企业不应该盲目做平台

许传升：火灾预防相关是消防的核心资源

张燕杰：智慧消防需要与物联网相结合

王菁川：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做精细化的分工

王京欣：商业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

邱彦强：智慧消防是一种价值链的重新设计

CFIC2017消防行业互动论坛自动灭火分论坛文字实录

马恒：要确保消防系统万无一失 永远可靠

王以丹：我们的责任是合理选择不同的手段把火灭掉

邓红：标准和市场准入规则的完善也是创新

刘亚强：报警技术更侧重于防 灭火技术更侧重于消

花文辉：干粉灭火应该增加进规范要求

傅武平：我们希望把水的灭火潜力发挥到最大

CFIC2017消防行业互动论坛产业资本分论坛文字实录

高伟：资本运作是我们今后成功的重要因素

曾晓亮：没有实业金融是空中楼阁

孟岩：资本市场介入是对企业的监督

蔺旭升：教育行业有利于消防市场

杨迺文：金融需要小企业的支撑

杨和平：知识产权管理需要上升为企业战略

CFIC2017中国消防安全产业大会北京举行 共庆十年品牌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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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工程企业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自动灭火品牌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中国智慧消防先锋品牌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民族企业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应急救援品牌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消防报警品牌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建筑防火品牌、新锐企业榜单揭晓

慧聪网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中国消防青年企业家榜单揭晓

2017年消防行业品牌盛会消防单项领军品牌榜单揭晓

[TOP10]苏州鼎盛陈建忠：产品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提升

南京消防荣获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匠心荣耀奖

[TOP10]深圳赋安郑春华：做优质产品 服务大众

[TOP10]广安曾晓亮：消防行业的潜力非常巨大

[TOP10]四川炳森陈泽彦：创新技术寻找新机遇

金刚玻璃荣获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民族企业

[TOP10]杭州湘隽范伟平：永久阻燃 从源头控制火灾发生

[TOP10]南消王以丹：消防的春天刚刚开始

[TOP10]营口赛福德张萌：为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

[TOP10]江西剑安彭建建：开创消防产业未来发展

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中国消防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奖项揭晓

[TOP10]华诺联动方为：市场需求是现实的引领者

[TOP10]赛特威尔张益波：消防人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广州瑞港荣获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民族企业

[TOP10]金舟邓磊：消防行业会向“以人为本”继续发展

[TOP10]金刚玻璃吴从真：创新研发能力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

[TOP10]河南力安谢永涛：消防产业需要整合升级

深圳市赋安荣获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民族企业

中天明防火门监控系统荣获2017年消防单项领军品牌

海湾携手UTC旗下兄弟品牌斩获多项行业大奖

[TOP10]英特来丁志新：企业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浙江金盾荣获2017消防行业品牌盛会十大民族企业

媒体报道-资讯报道(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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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上海意静王菁川：近几年消防取得了长足进步

[TOP10]江西清华廖丹：质量是企业之本

[TOP10]青岛鼎信王建华：把原创技术应用到行业中去

[TOP10]天一消防郭晓瑜：以人为本 争做行业排头兵

[TOP10]新疆利安杨万新：新疆人要办好新疆人的事情

[TOP10]黑龙江炎盾邹波：开创消防产业新局面

[TOP10]泰和佳袁潇：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不断推出新产品

[TOP10]国泰瑞安王林娜：服务定品牌 以技谋发展

[TOP10]浙江金盾马建东：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力量

[TOP10]潍坊华宝吴林军：为中国消防产业出一份力

[TOP10]上海正尔金勇华：打通销售制造屏障 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TOP10]威景傅武平：始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TOP10]北大青鸟张惠波：产品质量得到市场认可

[TOP10]科维迪王文麒：紧跟消防形势 不断创新

[TOP10]青岛伟隆高峰：国内企业已逐步走向国际舞台

[TOP10]重庆力杰刘小惠：消防行业在法律方面更加规范化

[TOP10]重庆君道陈志伟：用心做消防 回报社会

[TOP10]广州瑞港徐宁：科技发展引领企业创新

[TOP10]甘肃和平高和平：齐心协力将消防事业做好

[TOP10]广州六瑞禹铎：做一流的产品 当良心企业

御祥鑫背包式灭火装置荣获2017年消防单项领军品牌

[TOP10]金舟田桂兰：应该多给消防工程企业一些支持

[TOP10]鸿嘉利郁铖：产品质量塑造企业品牌

[TOP10]欧菱电气叶小光：不断前行 不断创新

[TOP10]航天常兴王德坤：做好未雨绸缪 不要亡羊补牢

[TOP10]信达可恩马文婷：做好产品服务 引进前沿技术

[TOP10]智信安装朱永杰：消防工作干到老就要学到老

[TOP10]海博智恒张燕杰：电气火灾监控在消防中占重要地位

海博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荣获2017年消防单项领军品牌

[TOP10]青岛中阳许修行：为消防行业做出一点贡献

[TOP10]安耐特吴权成：用心做产品 为社会排忧解难

[TOP10]联城安泰刘建华：互联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TOP10]营口天成林宁：竞争激烈 力争上游

[TOP10]依爱消防崔进：产品获得客户认可才有市场

媒体报道-资讯报道(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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