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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BMB Steel以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对安全的关注而
闻名，我们致力于透过不断改进工艺和程序来保持高
标准。 我们的组织机构和所有工厂均已通过ISO 9001
认证。 BMB Steel分为以下两个主要部门
（1）预制钢结构建筑
（2）结构钢
自2004年以来仅十年内，BMB Steel已完成了超过2000
栋建筑和各种钢结构项目，例如仓库、工厂、陈列
室、钢铁厂、肥料工厂、造船厂、水力发电厂、桥
梁、通讯塔、高层建筑的KINGPOST等。
BMB Steel的承诺是高质量，及时交货和满意的客户。 
我们一直与客户保持联系。
BMB Steel，我们很高兴并期待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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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工厂的
总面积
90.000 平方米
每年生产力
60.000 吨
(钢结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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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

1, 自动电焊机及自动生产线 2, 表面处理喷砂机

3, 浪板冷轧机

全自动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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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水管冷轧机 8, 钢板裁剪机

5, 檩条冷轧机

6, 交合式浪板冷轧机

7, CNC 系统及液压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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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整套质量方案　
设计／制作／安装

提供整套质量方案 设计/制作/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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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管理 计 划

质量管理计划 – 安装团队＆劳动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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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团队 & 劳动安全管理

个人防护设备

移动式安全梯

升降机安全网－救生绳

血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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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钢结构模块

预制钢结构模块

杆撑
屋顶面板

山墙修剪

端墙面板

角修剪

檩条

下垂杆

卷帘门

端墙面板

带

窗,

百叶窗

屋顶面板

刚架椽

墙板

屋檐

侧墙板

砖墙(其他厂商)

钢柱

锚栓/

C 型檩条

Z 型檩条

基础角度

13

边缘

气楼

墙板

采光板

排水沟

百叶窗

刚架

撑杆

雨棚

切割带

边缘修剪

檐沟

夹子

梁

撑杆

■墙板

端墙柱

屋顶板

梁

墙板

屋顶延伸

屋顶板

重力桥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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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钢结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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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筑
STANDARD CODEAPPLIED 钢结构设计软件

（MBMA）高层建筑系统手册金属建筑制造商
协会

必须在报价单中指定地震荷载、雪荷载、附带荷载或其他任何荷
载,
负载是根据MBMA、AISC、ASD、AISI、AWS、ASTM等最新的美国法规
设计的

设计荷载：除非另有说明，否则预先设计的建筑物是为以下标准荷
载而设计的：

屋顶的活载:  0.57 KN/m2

屋顶活荷载: 0.30 KN/m2

风速: 110/130/140 ... Km/h

BMB STEEL 使用建筑结构设计软件
许可最新版专门为结构设计、工程
施工图纸、钢结构的制造与安装规
划　

来自美国CSI和 BENTLY的软件

（AISC）钢铁施工手册，容许应力设计，美
国钢铁协会，

（AWS）结构焊接规范-钢ANSI / 
AWS，DU-2008，美国焊接学会，

（AISI）美国钢铁协会冷弯钢设计手册,

建筑宽度 (W)

典型剖面图

标准建筑-主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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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架构型
BMB STEEL推荐一些最优化的钢架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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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细节

结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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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配件

标准配件－各种特殊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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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特殊组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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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埋地结构

大型埋地结构 – 隔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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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材料

檩条 玻璃纤维

镀锌铁丝网 顶板

铝材

气泡棉
带有一个/两个铝箔面。该产品不
含纤维，由粘合在聚乙烯泡沫片
上的纯铝箔制成。它是一种比较安
全、无毒、易于安装、免维护的产
品。

玻璃棉
保持隔热和保护功能，是一种具有
很好的减震和吸音功能。铝合金表
面的玻璃棉具有很强的抗热抗辐射
能力，是一种符合高温车间，控制
室，内墙，设备室的隔间和顶棚衬
层的优质材料。

岩棉
岩棉为建筑，加工，船舶和海上工
业提供防火、防热、防寒和隔音保
护。 岩棉产品的巨大优势在于可
以将隔热与优异的降噪能力及高机
械强度的结合。此外，它还提供有
效防火和防水性能的最佳保证。

PU
聚氨酯是一种节能保温材料，重量轻及硬度高。 
它可以很容易附在各种材料如：纸张、胶合板、钢
板、铝、混凝土、瓷砖等。我们的硬质PU隔热板广
泛地用于建筑物室内的墙面和房屋，并用于在门
户、冷藏仓库，冰箱等。双面板的表面层可压花铝
箔，牛皮纸，彩色锡或单独使用。

岩芯板
夹层隔热材料被广发使用于建筑物的墙面与屋面、
户门窗子以及建筑的冷藏库冷冻库、工业仪器和特
种车辆等等.

1 4

2 5

3

反射率和发射率系数

No 材料表面 R 反射系数 发射系数E

1 银箔 98% 2%

2 铝箔 97% 3%

3 玻璃棉 25% 75%

4 锌箔布 80% 20%

5 镀锌板（新） 72% 28%

6 镀锌板（旧） 12% 88%

7 醇酸涂料（平均16种颜色） 4% -> 8% 92% -> 96%

8 具体 10% 90%

9 砂浆 13% 87%

10 木 9% 91%

R系数越高，隔离性能越好

导热系数K

No 材料
导热系数K

W/m.0K @ 25 0C

1 空气 0,024

2 玻璃棉 0,037

3 岩棉 0,034

4 聚氨酯（PU） 0,026

5 夹心板 0,038

6 （发泡聚苯乙烯EPS） 50,2

7 片材 0,80 (0,38)

8 混凝土（轻质 0,12

K系数越低，隔离性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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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面板型材
屋面彩钢板：铝锌钢板，具耐腐蚀性及延长使用年限
墙面钢板：镀铝锌钢板不仅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外，装饰性也很好

优点：成为最受欢迎的材料之一；易于安装; 高肋金属网； 适用于屋顶，强风地区，低坡度可
达10％。

优点: 承受强风吸力作用; 出色的现代外观; 高可靠性; 寿命; 没有任何端圈; 彻底防止泄漏; 低
坡度可达 3％

优点：非常适合装饰；易于安装，高肋金属网，适合墙面

优点：良好的防止防漏措施；现代性; 适合屋面，强风地区， 低坡度可达 6％

250 250 250 250

1000

32

315 315315

41

SEAM - PLUS

480480

65

71 65 65 65 6526 26 26 71
480

65
24

R2

R2

R2

22
63

14

20 20 20

3

S1 S2 S3

面板简介　盖板　面板标准颜色　各种螺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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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板

面板标准颜色

各种螺丝材料

顶部的盖板安装

B – 红色

B - 棕色

B - 蓝色

B - 灰色

B - 绿色

B – 白色

屋面交合式自动缝合机

A

类型 YX50-334-1000 空气
应用

效果宽度 (mm) 1000 玻璃棉

入料宽度 (mm) 1219 岩棉

厚度 (mm) 0.8-1.2 聚氨酯（P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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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项目
SHENZHOU GROUP (申洲集团)
1 Gain Lucky
面积: 600,000 平方米
位置：西宁省葛油县福东工业园区
2 Worldon
项目类型：纺织服装厂、染厂
面积: 250,000 平方米
位置：胡志明古芝县东南工业园区
3 Marvel
面积: 400,000 平方米 ，位置：柬埔寨

典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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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 (诺基亚)
项目类型：工厂
面积：75,000平方米
地点：河内北宁工业园区

DUY TAN PLASTIC
面积: 180,000 平方米
地点： Tan Do 工业园区 - 隆安 - 越南
Phase 1
工程类型: 仓库 
面积: 30,000 平方米

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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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GRO
项目类型：饲料厂和仓库、机架
面积: 45,000 平方米
钢吨位：3,000吨钢

UNI PRESIDENT
项目类型：饲料厂
钢吨位：1,200吨钢
地点： 越南前江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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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N KEAN NEW WAREHOUSE
项目: Charoen Pokphand Group 

地点 :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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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ILL 1
项目类型：饲料碾磨厂
钢吨位：1,000吨钢
地点： 河南省同文工业园区

CARGILL 2
钢吨位: 1,100 吨钢
地点： 越南平阳省

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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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AMILK
项目类型：养牛场
面积: 40,000 平方米 
地 点： 越南清化省

ROYAL FOOD
项目类型：海鲜加工厂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越南艺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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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H DO
项目类型：制饼厂
面积: 80,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
VS工业园区工业园区

TANCHONG GROUP
项目类型：日产汽车组装厂
面积: 60,000 平方米 
地点： 岘港

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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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Y WORLD BRIDGE
面积: 30,000 平方米 60 公顷土地
地点：柬埔寨金边

KERRY LOGISTIC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兴安省、河内

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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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Y LOGISTIC
面积: 50,000 平方米 
地点： 缅甸仰光

KERRY LOGISTIC
面积: 25,000 平方米 
地点： 缅甸曼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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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苣机场航站楼
面积: 20,000 平方米
钢吨位：1,500吨钢
地点：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

HYUNDAI SHIPYARD 船坞
一期
工程类型: 油漆厂
钢吨位: 1,500 吨钢 
工程类型: 工厂 
钢吨位: 1,000 吨钢

二期
工程类型: 车间
钢吨位: 2,000 吨钢

三期
工程类型: 物料仓库和爆破
车间
钢吨位: 1,500 吨钢

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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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CO SS VINA 一期
工程类型: 熔炼车间 
面积: 25,000 平方米 
地点： 巴地头顿富美工业园区

POSCO HGI VINA 二期
工程类型: 仓库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巴地头顿富美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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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的日本项目
INAX
工程类型: 卫浴洁具厂 
面积: 24,000 平方米 
地点： 巴地头顿省富美县

PLUS
工程类型: 卫浴洁具厂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同奈省仁泽工业园区

KATOLEC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北宁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日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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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TOMO
工程类型: 水泥厂
钢吨位: 800 吨钢
地点： 海防市廷武工业园区

UNIDEN
工程类型: 电子配件厂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海洋省新长工业园区

TANAKA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海防市廷武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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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STONE
工程类型: 工厂 
钢吨位: 1,500 吨钢 
地点： 海防市廷武工业园区

YOKOWO
一期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河南省同文工业园区  
二期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河南省同文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日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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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 SEAL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12,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VS工业园区 2

JFE SHOJI
工程类型: 钢筋车间 
面积: 16,000 平方米 
地点： 海防市廷武工业园区

PANASONIC
工程类型: 扩建 
钢吨位: 500 吨钢 
地点： 河内升龙工业园区



42

在越南的项目
ORTHOLITE
面积: 80,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

XUAN THANH CEMENT
工程类型: 仓库
面积: 50,000 平方米 
地点： 河南省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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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工程类型: 电动工具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VS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

SIKA 工程项目
面积: 18,000 平方米 
地点： 北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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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N
面积: 40,000 平方米 
钢吨位: 800 吨钢 
地点： 平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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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工程类型: 电子工厂 
钢吨位: 2200 吨钢 
地点： 太原省

JOHNSON CONTROL
工程类型: 汽车配件厂 
面积: 12,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VS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

PAIHO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胡志明市平正区黎明春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项目



47

TAN PHUOC KHANH
工程类型: 片材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巴地头顿富美工业园区

VINAMILK
工程类型: 咖啡厂 
面积: 14,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美福工业园区

DHL
工程类型: 物流办公室和仓库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胡志明市新山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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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 - LONG BINH
工程类型: 物流仓库-4楼建筑
面积: 80,000 平方米 
地点： 同奈省隆平县

ALS
工程类型: 物流仓库 
钢吨位: 3,000 吨钢 
地点： 河内内排机场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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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 GROUP
工程类型: 咖啡厂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同奈省隆睿工业园区

KEPPEL ITL
工程类型: 物流仓库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VS工业园区 1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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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ID
工程类型: 小孩娱乐中心 
面积: 12,000 平方米 

CO.OP MART
在胡志明市、平阳、普雷酷的5个超市

THACO GROUP
胡志明市KIA 展销室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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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US 展销室
胡志明市1区展销室

东亚房地产样品房
地点： 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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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HUB SAIGON
钢吨位: 200 吨钢 
地点： 胡志明市9区

在越南的项目



53



54

RALS INTERNATIONAL
工程类型: 腰果工厂 
面积: 25,000 平方米 
地点： 隆安省

INTERFLOUR
工程类型: 面粉磨坊 
钢吨位: 1,500 吨钢 
地点： 巴地头顿富美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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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IKEN (VBL)
工程类型: 啤酒工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前江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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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华塑料
工程类型: PVC & HDPE 工厂
面积: 40,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美福工业园区

SUPOR
工程类型: 炊具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美福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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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A
工程类型: 冷库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胡志明市

雄王集团
工程类型: 冷库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胡志明市新造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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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G GROUP
工程类型: 服装厂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太原省富平县

TWINKLE
工程类型: TUMI 服装厂
面积: 25,000 平方米 
地点： 巴地头顿省美春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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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ET
工程类型: 制鞋厂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槟椥交龙工业园区

NPK
工程类型: 化肥仓库 
面积: 6,000 平方米 
地点： 巴地头顿葛油工业园区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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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G GROUP
工程类型: Vina Kraft 造纸厂
面积: 18,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美福工业园区

SOVI
工程类型: 纸包装厂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平阳省美福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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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
工程类型: 家具工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海洋省大安工业园区

绿凤凰
工程类型: 人造石厂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河内

在越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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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HONG 工厂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60,000 平方米 
地点： 广宁省

巴熏公司
工程类型: 鸡蛋工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隆安省黎明春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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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的项目
ISUZU 仓库
工程类型: 仓库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Mingalardon 工业园区

AKTIO 工厂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MDG 仓库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Mingaladon

在缅甸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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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SEN 物流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YANMAR MYANMAR
面积: 12,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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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N - LANDMARK
钢吨位: 2500 吨钢 
地点： 仰光Bogyoke Aung San Road

在缅甸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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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C 饼干工厂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32,000 平方米 
地点： Mingaladon 工业园区

FOSTER (日本) 
一期
面积: 16,000 平方米 
地点： Thilawa 工业园区

二期
面积: 32,000 平方米 
地点： Thilawa 工业园区

在缅甸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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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GROUP
工程类型: 饲料厂和仓库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

OJI GS PAPER
面积: 16,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Mingaladon 工业园区

SHOWA GLOVES
面积: 18,000 平方米 
地点： Thilawa 工业园区

在缅甸的项目



71

KONOIKE 运输
面积: 7,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HONEY 服装
面积: 24,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Mingaladon 工业园区 

KOYORAD
面积: 8,000 平方米 
地点： Thilawa 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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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UBENI 化肥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RK 钢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ACECOOK 项目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在缅甸的项目



73

RICHEST TIME 工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Mingalardon 工业园区

PATHEIN HOSPITAL
面积: 30,000 平方米
钢吨位: 4000 吨钢
地点： Pathei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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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化肥厂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在缅甸的项目

PCG 项目
面积: 30,000 平方米 
钢吨位: 2,000 吨钢 
地点： Bago 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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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OTSPA
面积: 40,000 平方米 
钢吨位: 4,000 吨钢 
地点： 仰光Thil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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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酒店项目
面积: 7,000 平方米
地点： 缅甸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在缅甸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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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U PHC - 桩厂项目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7,000 平方米
地点： 缅甸仰光Thilawa 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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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的项目
BORG WARNER
工程类型: 工厂和办公室 
面积: 8,000 平方米 
地点： Chonburi

NEW CS
钢吨位: 700 吨钢 
地点： Lopburi

在柬埔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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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O
面积: 8,000 平方米 
地点： Prachinb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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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ATE
工程类型: 电脑主板 工厂六期工程 
钢吨位: 350 吨钢 
地点： 泰国

TOPRE
丰田汽车零部件 
面积: 50,000 平方米 
地点： Asia 工业园区 - 

在柬埔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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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JAPHOL 项目
面积: 13,000 平方米 
钢吨位: 670 吨钢 
地点： Samutsakorn

NEW CS
面积: 50,000 平方米 
地点： Lopb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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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的项目
GOLDEN 大米厂
面积: 35,000 平方米 
地点： Battambang

SIX PLUS
工程类型: 服装厂 
面积: 12,000 平方米 
地点： Kandal

Projects type in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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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URBAN (SINGAPORE)
工程类型: 服装厂 
面积: 15,000 平方米 
地点： 金边

CAMBREW
工程类型: 办公室和仓库 
面积: 16,000 平方米 
地点： 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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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
马口铁罐头厂
钢吨位: 500 吨钢 
地点： Shihanoukville

DON BOSCO
修女学校 
面积: 6,000 平方米 
地点： 金边

Projects type in 柬埔寨



85

LYP GROUP
KKN 服装厂: 30,000 平方米 
一期 - 28,000 平方米 
二期 - 30,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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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LLIS
工程类型: 大米厂 
面积: 50,000 平方米 
地点： 金边

LONG GRAIN
工程类型: 大米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柬埔寨

Projects type in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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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MARKET
工程类型: 配销中心 
面积: 12,000 平方米 
地点： 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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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 RETHTHY GROUP
工程类型: 砖厂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Sihanoukville

SIEM REAP 机场航站楼
工程类型: Extension 
面积: 5,000 平方米 
地点： Siem Reap

Projects type in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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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 HUAT
工程类型: 钢焊网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金边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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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RO SIEM REAP PROJECT
工程类型: 工厂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柬埔寨

KINGMAKER
工程类型: 服装厂 
面积: 16,000 平方米 
地点： 巴维Mahatan 工业园区 

Projects type in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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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桥学校
钢吨位: 500 吨钢 
地点： 金边

SWANTY
工程类型: 服装厂 
地点： 巴维Taiseng 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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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度尼
西亚的项目
UTRACO
工程类型: 船坞 
钢吨位: 1,000 吨钢
地点： 印尼Batam 

PUNGGOL DEPOT
工程类型: Warehouse 
面积: 5,000 平方米 
地点： Singapore

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尼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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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A
钢吨位: 300 吨钢 
地点： 澳大利亚

SAMSUNG
工程类型: 扩建 
钢吨位: 350 吨钢 
地点：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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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的项目
KNAUF GYPSUM PHILIPPINES
工程类型: 制造工厂 
面积: 40,000 平方米 
地点： Calaca, Batangas

CHAROEN POKPHAND FOODS (CPF) PHILIPPINES
工程类型: 私聊工厂
面积: 6,000 平方米 
地点： Gerona, Tarlac

在菲律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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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IA
工程类型: 制饼工厂 
钢吨位: 500 吨钢 
地点： Binan, Laguna

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 (URC)
工程类型: 仓库和工厂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San Pedro, Lag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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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CON DEPOT ZAMBOANGA
工程类型: 商业大厦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Zamboanga

WILCON DEPOT ZAMBOANGA
工程类型: Commercial Building 
面积: 10,000 平方米 
地点： Zamboanga

CABUYAO MULTI PURPOSE HALL
工程类型: Commercial Building 钢吨
位: 700 吨钢 
地点： Cabuyao - Laguna

在菲律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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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COR HOSPITAL
钢吨位: 700 吨钢

SPWS 六期 
面积: 8,000 平方米

UNILAP
面积: 13,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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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客的项目

LOCK & LOCK GLASS
一期
Cookware – 富美 工业园区 - 30,000 平方米 
二期
富美 工业园区 - 60,000 平方米 
三期
富美工业园区 - 30,000 平方米 
四期
仓库- 20,000 平方米 - 巴地头顿富美工业园区 
五期
分销中心 - MM 2000 工业园区 – 印尼雅加达 
六期
分销中心 - 30,000 平方米 – 胡志明市隆厚工业园区 

回头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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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SICO
芹苣Pepsico 
第一项目 - 30,000 平方米 
北宁省Pepsico 
第二项目 - 45,000 平方米 - 北宁省VSIP工业园区 
Pepsico 扩建
8.0 平方米 - 北宁省VSIP工业园区  
Pepsico 三期
工厂- 20,000 平方米 & 管架 – 同奈省Amata 工业园区 

回头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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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JI TEX
第一项目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北宁省VSIP工业园
区 

2 OJI HARTA
第二项目
面积: 18,000 平方米 
地点： 柬埔寨
Sihanoukville 工业园区 -

3 OJITEX MINGALADON
面积: 20,000 平方米 
地点： 缅甸仰光
Mingaladon 工业园区 

4 OJITEX PP经济特区
面积: 30,000 平方米 
地点： 柬埔寨金边 

回头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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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Y SHIPYARD
一期
Body Shop -30,000 平方米 – 胡志明市
一期
架设-起重机80 吨钢 – 胡志明市
二期
15.0 平方米 – 仓库– 胡志明市
三期
18.0 平方米 – 车间- 巴地头顿隆船工业园区 
Phase 4
10.0 平方米 - 设施建设 - 巴地头顿隆船工业园区

回头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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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CABLE
一期
20.0 平方米 - 同奈省仁泽工业园区 
二期
12.0 平方米 & 管架 - 同奈省仁泽工业园区 
三期
15.0 平方米 - 同奈省仁泽工业园区 
四期
10.0 平方米 - 同奈省仁泽工业园区

回头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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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和客户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为BMB Steel提供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The Contractor

The Client

Vietnam

承包商和客户



108 推荐函

推荐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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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活动
BMB慈善午餐馆每天提供500顿免费餐点，而且我们每年努力做
到一百万顿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