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618

单通道纯自动选讯接收机

VT-22

ST-32

萨克斯风专业无线发射器

小提琴专业无线发射器

机箱及频道数
载波频段
频宽
接收方式
接收天线
预设频率数
振荡模式
偏移度
实用灵敏度
综合S/N比
综合T.H.D.
综合频率响应
静音控制
音量输出
输出插座
最大输出电压
电源供应
尺寸(mm)
重量(kg)
备注

「真分集演出」

ACT-618

ACT-68T+MU40G

吉他专业无线发射器

ET-32

二胡(胡琴)专业无线发射器

EIA标准半U，单频道
UHF 480~934MHz
24MHz
双调谐纯自动选讯
后置分离式设计
第1～6群组各预设8个无条件限制互不妨干扰频率，第7～8群组各预设12个无条件限制互不妨干扰频率，
第9～10群组各预设16个无条件限制互不妨干扰频率，共预设104个频率组合。最后11群组是使用者自行设
定及储存偏好的16个频率。
PLL电路，频率稳定度≦±0.005% (-10~+60℃)
< ±40kHz
输入6dBμV时，S/N>80dB
>106dB(A)
<0.5% @ 1kHz
50Hz~18kHz，具低频衰减滤频电路
独创的闸式『音码及噪声锁定』双重静音控制
预设等于音头灵敏度，使用者不必调整音量输出
非平衡式及平衡式
两段式切换：非平衡式+10dBV / 0dBV，平衡式+16dBV / 0dBV
外加AC电源供应器，12~15V DC，1A
210(宽) × 44(高) × 180(深)
约0.85
1. 各项规格若有误差，以实际产品为依据。 2. 载波频率范围、最大偏移度等以各国电波法规为依据。

阅 兵
建国70周年阅兵
北京-天安门、长安大街、阅兵村

MIPRO MA-808无线（专业）扩音机有幸参与这一盛典,无论在
阅兵村训练准备，到多天安门次彩排中，成为海军潜艇部队、无
人机部队、火箭军部队等多个部队的指挥助手。

面对这一重要的任务，必须清晰、稳定的传达每一个动作指令。

MA-808

旗舰型无线扩音机

MRM-72B

双频道自动选新接收模组

全球无线扩音领导者

MA无线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部队演练场合

ACT-32HR/ACT-52T
专业无线手持发射器

阅 兵
旗舰型携带式无线扩音机
MA-808

定向对数天线
AT-90W

双频道自动选新接收模组
MRM-72

建军90周年阅兵
内蒙古-朱日和

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阅兵

此次阅兵使用了MIPRO的领袖系列的无线扩音机MA-808 ，总共40
多套，其中拾音方面用了ACT-52T发射器加MU55L-XLR领夹式麦克
风来拾音。

由于内蒙风沙比较大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拾音清晰跟高还原度，用
了双海绵包裹；还用了MT-90A中继发射器加AT-90W定向对数天线
来增强信号的强度。

军警类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解放军西藏军区文工团
慰问边疆战士期间为了成功慰问不同的边疆战士，文工团
战士在无道路允许的条件下，搬着两套MA-808在海拔五
千多米的我国领土边疆以洪亮歌声歌唱着我们边疆战士的
光辉使命，MIPRO MA-808产品也得到了部队一致认可！

党政机关
西北某火箭军部队集训排练以及演示之用

2019年6月，西北某火箭军部队集训排练以及演示用。使
用了12套MA-808，为庆祝建国70周年活动做充分的准备
。

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7月10日，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大楼前，来自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到场参加
挂牌活动。这种空旷开放的地方进行讲话，MIPRO无线扩音机MA-808在移动扩声中，声音
清晰，发射频率稳定，可以满足这种重要场合的扩音讲话。

香港特警 MA-708和MA-808 助力用于演习

香港警察用于市民游行时扩声

宁夏银川公安局2016—2018年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MA 202 MA808 及多个机种 助力香港警察用于市民游行时
的扩声，轻松为警务人员讲解劝导以及提醒起到很好的效果。

前后使用MA-101U 、MA-100、MA-202和MA-707设备，
用于属下派出所的单位领导参观讲解宣传，户外安全宣传
以及人流集中地方讲解。

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届时将以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良好形象欢迎八方来客，庆祝中国人民海军建军70
周年。这次活动MA202给活动扩音有着很大的助力，合共
使用MA202B-52套，给每个相关部门扩声以及训练带来了
便利，有效提高部队整合集训以及疏散速度和效率。

MA 202 MA808 及多个机种 助力香港警察用于市民游行
时 扩声，轻松为警务人员讲解劝导以及提醒起到很好的效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被广泛称为中国的西
点军校。此军校多次使用MIPRO MA808\MA708、MA202
等机型用于学校集训，文体宣传，以及广电拍摄之用，广
电拍摄用于（湖南卫视真心英雄等多个真人秀节目组上）

MA-808手提无线扩音机可灵活运用于政府、教育、培训以及各种大型活动及会议讲话。可
满足大小规模的扩音需求。采用高传真、高效率的D类放大器驱动双音路高效率喇叭音响，
放最大的音量也不会出现失真。

学校

北京东城区第二文化馆案例

城区第二文化馆为开启新时代的文化、法制宣传，丰富市民日常文娱活动，扩大各区
县的文化交流范围，采购一批MIPRO无线扩音机设备。

数字无线 - 导览系统

MTG-100Ta
数字无线发射器

MTG-100Ra
数字无线接收机

MTS-100T

陕西省中共靖边县委办公室

数字发射器

陕西省 中共靖边县委办公室 使用多套MIPRO设备 MA202b 和MA100

北京

第五届中外大学校长体育论坛

MIPRO作为此活动的音频设备供应商，我方技术人员
与北京体育大学工作人员密切协同配合，助第五届中
外大学校长体育论坛顺利圆满完成。

内蒙古包头供电局
内蒙古-包头

内蒙古包头供电局 使用MA303 和MA202 用于企业文
化宣传以及领导讲话之用

论坛中采用的是MIPRO的世纪系列导览系统作为现场的同声传译
系统的信号接收和发射。现场使用了100个MTG-100R接收器作为

各位外宾同声传译语音信号的接收，两台MTS-100T数字发射器作
为同传语音信号的发射。接收器佩戴的是E-20S头戴式耳机，同时
还为该同传系统配备了两台MTG-100C-28充电箱。

MIPRO扩音系统，遍布全国各大院校及普校

上海

锐智国际教育六一儿童节活动

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浙江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福州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深圳大学
复旦大学
集美大学

由上海锐智国际教育幼教中心承办的锐智六一嘉年华

活动在浦东新区举行。
活动以“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为指导思想，涵盖了手绘DIY、艺术画、3D雪花泥制作等
等。

活动中采用的是MIPRO的子曰系列MA-101U 无线喊话

器，其袖珍轻巧便于肩挂、手提的设计，搭配着手持、领
夹与头戴无线麦克风，为现场传声的老师们灵活在活动

全场走动，解决活动的移动扩声需求。
欢乐活动，轻便传
声！

中山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厦门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小学

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小学
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苏州善耕实验小学
上海东二小学
深圳振解小学
重庆巴蜀小学

幼儿园

沈阳和平区音思爱儿幼儿园

杭州市滨江区硅谷蒙学幼儿园

MA-101U

Portable Wireless PA System

专业携带式无线扩音机

使用场景：课室讲课、运动场、集体户外活动。

主题公园

广州动物园

MIPRO无线扩音机的移动扩声，MA101/MA202/707等型号
多年以来一直应用于广州动物园，其音质清晰，原音呈现，接

大力宣传“动物课堂”科普公益项目

收稳定，主要助力园内宣传“动物课堂”科普公益项目，科普
讲解志愿者分队开展定点讲解服务，游客疏导等等

广州动物园-动物课堂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海洋王国-缤纷世界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作为世界级旗舰式海洋公园、中国20年海洋主题公园巅峰之作,除了有丰富的娱乐设备、活动之外，对于

场馆的扩音设备也有很高的要求。
一共使用了16台MIPRO MA-808无线扩音机。
园内扩音设备多用于表演背景音乐播放，
语音播报等；复杂的场景要面对游乐设施、游客以及环境产生的噪音影响。
根据不同主题区域的需求，设备要随时调配到各
个区域，所以产品的便携性很重要。

基于上海海昌MIPRO扩音机的成功应用，海南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也在2019年采购了多套MA505/MA808。

MA-808

主题公园

珠海长隆海洋公园
海洋王国-缤纷世界

2014年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正式开业，作为全球最大的海洋

主题度假区，在游客的体验服务必须做到最好，在选用移动扩音设
备时，MIPRO必然也成为了不二之选 。从开业到现在，基于对

MIPRO扩音机体验度的满意与信任，期间也是不断的增加MIPRO
设备，而MA101/MA100/MA708等型号的应用最多。

MA-808

Portable Wireless PA System

旗舰型携带式无线扩音机

MA-101

Portable Wireless PA System

无线喊话器

园区内的以下活动中MIPRO扩音机的身影随处可见

（
“鹅童”相约，关爱极地/2019“世界鲸鲨日”珠海长隆盛大启动/科普进社区/长
隆科普走进珠海市第二小学/海洋王国亲子课堂/海洋王国亲子园艺社等等）

广州长隆

大力宣传“动物课堂”科普公益项目

广州长隆度假区作为全国知名旅游5A景点，使用MIPRO无线扩音
机已有长达10年之久，期间也不断的增加MIPRO设备，在园区的移

动式表演活动可以见到MA808提供扩声，这也正是体现了我们所
宣传移动扩音的理念。

景区内飞鸟乐园的亲子研学游，也是可以清晰见到科普师使用
MIPRO扩音机进行讲解。
我们的产品可以说与长隆一起成长，而长

隆给与我们的评价是“很放心，给我们园工的扩声带来了便利，值
得信任。
”

主题公园
花车巡游扩音方案

主题公园扩音系统图解

第一辆车采用1套MA808扩声，再通过天线系统可将音源信号无线传
输到后面第二三辆上的MA808扩音机接收，实现音源同步。

由1号车通过AT-100天线发
射信号，覆盖随后车辆实现
音源同步。
MA-808

1号车

2号车

3号车

MA-808

MA-808

MT-90A
AT-100

3

2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上海迪士尼乐园/南昌万达乐园与广州融创乐园这
几个园区都是国内知名乐园景区，开园后也是寻找
合适稳定的移动扩音机系统。

1

行驶方向

小型现场活动方案
上海迪士尼/南昌万达乐园/广州融创乐园

AD-90A

产品：

南昌万达

综合了多方体验与意见了解到MIPRO的产品高性
能与好口碑，最后选择了MIPRO MA100/MA707/MA808等机型，应用于园区内的花车巡演，导游讲
解，各类临时活动表演扩音等等。

MA-808
MTM-92

2套
中继发射器

在其中1套MA808主机内装上MTM92无线中继发射器，将信号无线传输到另外1套MA808实现
两套MA808人声与音乐同步。

MTM-92
MA-808

广州融创乐园

适用于室内/户外无电源供应的小型会议/促销/发布会等活动

MA-808

宗教类

交通、公共
弘法寺

五台山

浙江宁波天主教堂

深圳弘法寺使用MIPRO | MA708无线扩音机，每周日信众朝拜
都可以看MA-708的身影,方丈印顺大和尚用来诵经扩音。

嵩山少林寺

高邮极乐庵

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ATA：PEK，ICAO：ZBAA）
，距离市中心25
公里，为4F级民用机场 ，是中国三大门户复合枢纽之一、环渤海地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群成员 、世界
超大型机场。
采用ＭＩＰＲＯ ＭＡ808等多款无线扩音机用于讲解，交通指挥、客户指引等。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是我国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是我国重要的形
象代表。采用ＭＩＰＲＯ ＭＡ808等多款无线扩音机用于讲解，交
通指挥、客户指引等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使用多台MA-303，不仅搞活动的时候使用，而且
分散使用到其它机场的厦航办事处。

更多
福建省极乐庵
上海普渡禅寺
四川观音寺

郑州铁路局应急办

厦门地铁

广州地铁

展馆

品牌推广

品牌4S店应用

MA808应用于北京奔驰4S店，为品牌产品推介现场提

供扩声解决方案；声音清晰洪亮，信号稳定，保障公司

领导讲话不断频，让客户听得清楚。同时，也解决了员
工户外活动音乐以及发言扩声的需求，给员工活动增
添活跃氛围。

MA-808是MIPRO无线扩音机拥有Hi-Fi音效、功能最
齐全、特性最完美的机种。

国家大剧院

MIPRO领袖系列II携带式无线扩音机MA-708应用于国家大剧院内，用于
安全疏导工作，对人流较大的场所，进行安全引导，以维护剧院内的良好
秩序。

部分使用案例

海淀安全馆
北京市-海淀区

小小讲解员决赛在海淀公共安全馆如期举行。

大赛由于选手较多，无线麦克风需求较多，对扩声的要
求较高，还要考虑到赛后设备的组合使用等条件，故选
用2套MIPRO MA-808无线扩音系统。

《 深圳华为 》

《 蒙牛乳业集团 》

《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

《 美的集团 》

广州地铁博物馆
北京市-海淀区

广州地铁博物馆是广州市政府牵头出资筹建的
“2015-2016年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由
广州地铁集团承建，旨在推进青少年科普教育，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该馆使用MA100无线扩音机以清晰
稳定的音质给参观人员讲解。

乐器表演应用

MUSIC CHINA

湖南萨克斯协会副会长
钟娅妮老师

北京鲲鹏爱乐 庄绪鹏老师

美国演奏家 Tommy Alvarado

墨西哥演奏家教育家 juan Alzate

上海音乐学院章啸路教授

中国萨克斯演奏家 陈嘉俊

日本教育家演奏家 宮崎隆睦

日本演萨克斯演奏家 MANA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

乐器表演应用

萨克斯风演奏应用

SAXOPHONE

上海吴越精英萨克斯俱乐部

南京萨克斯俱乐部

北京鲲鹏爱乐萨克斯

北京万阳萨克斯俱乐部

全国著名俱乐部表演活动

部分案例应用
学校

党政机关、部队公安
建国70周年阅兵
朱日和建军90周年阅兵
西藏成立50周年兵工团慰问活动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
瑞士驻华大使馆
澳大利亚大使馆
广州市公安局
内蒙古包头公安局
成都公安局成华区分局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中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
佛山公安局南海分局
甘肃宁县公安局
宁波市黄湖监狱
安徽省铜陵监狱
浙江嘉兴钟埭派出所
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
江苏建湖县公安局
杭州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广东化州公安消防大队
广东云浮市消防大队
北京海淀安全使馆
北京东城区文化馆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
上海人才服务中心
中共海口市委组织部
中共新田县委组织部
中共巴马县委组织部

中共金川县委宣传部
中共上高县委宣传部
中共墨脱县委宣传部
中共塘厦镇委员会组织办公室
中共崇州市委党校
中共丹阳市委办公室
中共福安市委办公室
中共富川瑶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海口市委办公厅
中共龙胜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茂名市茂南区委办公室
中共南昌县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中共桃江县委宣传部
中共乌海市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浠水县委组织部
中共徐州市委办公室
中共张店区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樟树市委办公室
浙江象山县委宣传部

廉江市人民检察院
佛山市南海区档案局
天津空港检验检疫局
天津市北辰区档案局
海南澄迈县人民检察院
广东珠海城管局
佛山市水务局
佛山高新区管委会
深汕特别合作区
广州市南沙区政府

中山市板芙镇党政办公室
广东惠州海关
山西长治电视台
广平县广播电视台
长乐广播电视台
广州天河区政府
佛山桂城街社区服务中心
龙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惠州人民政府河南岸街道办事处
广东海事局

焦作市博爱县政协
佛山狮山镇社会工作局
福清江阴应急救援中心
海南乐东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南京市体育局办公室
苏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江苏太仓市司法局
江苏宿迁宿城区司法局
长沙五福村委会
政协山东乐陵市委员会

浙江嘉善县气象局
凉山州德昌县农牧局
铜仁市天堂镇人民政府
昆明市安宁市文明办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
佛山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东莞市大朗镇法律服务所
中山市南头镇党政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平胜社区服务中心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浙江嘉善县气象局
凉山州德昌县农牧局
铜仁市天堂镇人民政府
昆明市安宁市文明办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
佛山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东莞市大朗镇法律服务所
中山市南头镇党政办公室
安徽省三山区政府党政办公室
佛山南海区桂城街平胜社区服务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委办公室
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
福建福州保税区海关
福建蓝溪镇人民政府
福建泉州市街道市行政中心
福建省 泉州市湖头镇人民政府
甘肃省张掖市 民乐县县人民政府
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人大办
河北廊坊市香河县委办公室
河北省唐山市城镇人民政府

广东江门白沙街道办事处
广西贺州市公安镇人民政府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青少频道
邯郸市复兴区农林局
河北省宁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河南省 商丘市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农业局
湖北十堰竹溪县兵营镇人民政府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办

湖南长沙市长沙县水务局
吉林省中共延边州委党校
济宁海关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政协办公室
无锡市 江阴市青阳镇人民政府
江苏徐州市桃园镇人民政府
江西省 南昌市太平镇人民政府
辽宁盘锦市盘锦高新区管委会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芦溪县银河镇人民政府

梅州市梅江区委区政府办公室
内蒙巴彦淖尔市党政大楼政府办
宁夏石嘴山市科技馆
宁夏吴忠市委老干部局
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山东省 枣庄市区政府办公室
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法院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人民政府

广州市南沙区龙穴街道办事处
贵州黔西安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陕西省 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道
深圳市宝安区人大办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委办
浙江省 杭州市文昌镇人民政府
浙江省 金华市武义县委组织部
浙江省玉环市委党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
重庆市铜梁区委宣传部

清远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
重庆渝北区大盛镇人民政府
大咀山双湾村村民委员会
东双沟镇政府
黄麓镇人民政府
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人民政府
遵义市汇川区松林镇人民政府
角美镇福龙社区居委会
溧阳市溧城镇城管中队
中共厚街镇党政办公室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体育大学
浙江大学

中南大学
中山大学
复旦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南京大学
福州大学
深圳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河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三亚学院
厦门大学
山东师范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天津理工大学
燕山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广州番禺北城幼儿园
北京窦店中心小学
福建三明学院附小
福州市魁岐小学
广东塘厦实验小学
厦门特殊教育学校

山东张家楼镇中心小学
陕西城关小学
上海东二小学
深圳振能小学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苏州善耕实验小学校
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小学
宿松县教育局
云南勐腊镇中心小学
河北省廊坊市小哈佛幼儿园
江西省九江市幼中心南区幼儿园
北京师范大学任丘附属学校初中部
新疆乌鲁木齐市泰能心理学校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第四中学

小叶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宾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广西梧州商贸学校
贵州省内贸学校
南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
海南金鹰保安培训学校
北京人人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音思爱儿幼儿园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杭州市滨江区硅谷蒙学幼儿园
北京嘉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中心小学

浙江文城第三实验小学
重庆巴蜀小学
上海锐智国际教育
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哈罗学校
北京物资学院
铜仁学院
惠州学院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市南城中心小学
福建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石家庄邮件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濮阳市明月湖小学

常熟理工学院
瓦房店市幼儿园
北京致道中和医学研究院
东莞市万江中学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延安典训干部教育培训中心
广东药科大学
云南良才职业培训学校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东莞市万江中学
巴蜀小学
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内蒙古省博物馆
广州地铁博物馆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湖北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江苏西双湖风景区
江苏徐州图书馆
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公司
青海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重庆市四面山旅游公司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科普中心
河南白马寺景区
徐州市睢宁县博物馆
日照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榆社县云竹湖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正佳广场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
无锡融创乐园
广州市动物园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广东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馆
武汉湿地科普馆

福建省极乐寺
江西普利寺
天津潮音寺
上海知也禅寺
浙江广安禅寺
广东定光寺
浙江广德禅寺

浙江慧日禅寺
浙江白雀寺
宁波慧日寺
江苏兴福禅寺
江苏乾元寺
江西洞山寺
广东极乐庵

浙江宁波天主教堂
宁德八都慈化禅寺
福建华严寺
吉林佛手山天齐禅寺
江西洞山普利禅寺
福建莆田龙泉寺
辽宁佛祖寺

旅游景区

陕西西安兵马俑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海南海昌公园
武汉万达电影乐园
南昌万达主题乐园
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
珠海长隆旅游度假区

宗教
山西五台山寺庙
深圳市弘法寺
珠海市普陀寺
上海普渡禅寺
四川喇荣五明佛学院
甘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四川观音巷

应用场景

企业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牛集团
首都国际机场
厦门机场
中国人民银行泗洪县支行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乳业集团
山东省中国南车
太原电力局
北京丰台科技园
聆听耳机北京现场发布会
北京野鸭湖冰雪马拉松比赛
北京市妫河女子马拉松半程赛
北京市水里画廊森林马拉松比赛
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烟台万华工业园
上海轻音乐团有限公司
宁煤集团
河南郑州铁路局应急办
中芯国际（深圳）有限公司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扬州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型车分公司

南京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上海远跃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西藏藏缘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烟台开发区30周年全区观摩活动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
安庆泰邦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百老泉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领 导 讲 话

西安高科(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
许昌鹏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招商展示中心
中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高碧隆（北京）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城市铁建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大象前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韦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未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合荣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旺盛源智能终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顺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味儿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集海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粮屯河崇左糖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湖北）有限公司

学校、幼儿园及培训机构讲课；

商场、购物中心、店铺及展览会的宣传讲解

党政国企及公司的各种会议扩声

军队、公安及应急管理等部门的移动扩声、广播

工厂、码头、旅游景区等安全指挥调度

宗教、社团及俱乐部等团体的集会扩声

排练厅、健身房、音乐室及娱乐场所的扩声

街头艺人、婚庆等表演扩声

企业拓展、学生校外活动等各种户外活动扩音

记者会、拍卖会等场合演讲
南海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安华消防新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温泉开发区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百事饮料（南昌）有限公司

企业单位学校等的接待讲解

北京千江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扬思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佛山崇艺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天毅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迎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渝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振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洲际速买（大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海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珠海市钰海电力有限公司
珠海市忠诚海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驻马店和谐医院有限公司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