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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搬运吊装
Machine moving and hoisting 設

備運搬クレーン

出口精密包装
Export precision packaging 輸
出に向けて厳密な梱包

产线组立
Production line set up 生
産ラインの組み立て

水平精度调整
Horizontal accuracyadjustment  水

平線の高精度調整

道路运输
Roadtransport  

道路運搬

仓库存储
Warehousestorage 倉

庫貯蔵

拆解与安装
Disassembly and installation バ

ラシと据え付け

水电气二次配
Secondary distribution

水、電力、ガスの二次配電システム

工厂搬迁
Factory relocation 工

場の引越し

赛瑞福成立于2004年，坐落在苏州工业园区；全国10余家兄弟公司，
多点联动、服务全国
致力于提供设备服务的方案解决者、专家型服务商
固定资产8000万；自有叉车、随车吊、平板车、气垫、电动牵引车、
电动工具等百余套
专业人士、专业做事；拥有机械电气工程师、吊装指挥员、工艺工程师、
起重技术工、安全员等 700余人

SF Engineering Group was founded in 2004 and located in Suzhou SIP; More than 10 branches  to serve in 

nation with multi-point linkage mode.

A solution provider and professional supplier of machine logistic service.
Fixed assets achieved to 80 million; owned more than 100 sets equipment, including forklifts,  truck cranes, 

transport carts, air cushions, electric tractors and others

Qualified technical team to support. More than 700 mechanical ,electrical engineers, hoisting  commanders, 

process engineers and safety supervisor.

SF Engineering Groupは2004年に創立し、会社が蘇州の工業園区にある。全国において、関 連会社
が１０社以上ある。全国を対象として、サービスを全方位提供できる。

設備サービスに取り組み、専門的なベンダー。
固有資産が8000万元に至り、フォークリフト、クレーン、台車、空気ばね、電気牽引車や電気ツ
ールなどを百セット以上用意する。
専門性の高い従業員たちは真剣に仕事に打ち込み、機械電気技術士、吊り具指導員、工芸技術士、
クレーン技師や安全員などが 700人いる。

安全高效一条龙服务
One-stop service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安全で
効率的な一貫サービス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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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
Technical Team  
専門従業員

注册二级建造师
Registered secondary  

constructor
登録済みの二級建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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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电工
Qualified electrician 専

門電気技師

电气工程师
Electrical engineer 電

気技術士

机械工程师
Mechanicalengineer 機

械技術士

叉车司机N1
Forklift driver N1  フ

ォークリフト運転士

起重机司机Q2
Crane driver Q2  

クレーン運転士

起重机指挥Q1
Crane CommandQ1  ク
レーン指導員

登高作业证
Climbing operation permit  登

高作業資格証

专业木工
Carpenter 

専門大工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A5
Safety managementof  
special equipment A5
特種設備安全管理

工艺工程师
Process engineer  

工芸技術士

安全员资格证
Safety offic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安全員資格証

专业焊工
Qualifiedwelder 

専門溶接技師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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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Main Customers  
主な取引先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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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布局
Network
ネットレイアウト

»赛瑞福起重装卸（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赛福精密包装有限公司

»赛瑞福机电安装（苏州）有限公司

» 天津赛福起重装卸有限公司

» 赛福工业（大连）有限公司

»赛瑞福（杭州）有限公司

»赛敦福（上海）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南京赛福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赛福起重吊装（惠州）有限公司

»赛瑞福起重装卸（广州）有限公司

»重庆赛渝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Chongqing重庆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重慶

苏州Suzhou
蘇州

上海Shanghai
シャンハイ

Nanjing南京南京

Hangzhou杭州杭州

Tianjin天津天津 大连Dalian
大連

惠州Huizhou
恵州

Guangzhou广州広州

秉承多点同步、紧密协作、资源共享的格局理念；

全国范围内，拥有10余家兄弟公司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multi-point synchronization, close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SF had established more than 10 branches in China.

一斎作業し、緊密連携し、資源を共有するという旨を保つ。全国において、関連会

社が１０社以上ある。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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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足迹
Our OperationFootmark  ぼ
くらの足跡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全国80+城市的作业足迹
Operation Footmark was more than 80 cities in China  全国

で8０町以上にわたる作業チェーン

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

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张家口、保定、唐山、

南京、杭州、台州、温州、黄岩、温岭、金华、宁波、芜湖、盐城、南通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合肥

郑州、洛阳、潍坊、济宁、滨州

广州、惠州、南沙、深圳、东莞、厦门、南平、肇庆、漳州、汕头、梅州、韶关、清远

重庆、武汉、成都、青岛、西安、贵阳、荆门、十堰

南昌、九江、上饶、赣州、长沙、湘潭、浏阳

包头、徐水

柳州、南宁、防城港、湛江、海口

兰州、酒泉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安全为本 专业为基

主要业务
MainBusiness 
主な業務

产线安装 工厂搬迁
Technical advantages  技

術メリット
Technical advantages  技

術メリット

产线设备拆解 精密包装 搬运吊装 运输 仓库存储 机电安装
Production line disassembly Export precision packaging Machine moving and hoisting Road transport Warehouse storage ME installation

生産ラインのバラシ 輸出に向けて厳密な梱包 設備運搬クレーン 道路運搬 倉庫貯蔵 据付作業

• 测量 • 木箱 • 移位定位 • 普通运输 • 厂内1000㎡ • 二次配设计铺设

• 水电气断开 • 铁箱 • 吊装上楼 • 气垫运输 • 恒温恒湿 • 水电气管道安装

• 主体附件拆解 • 混合包装 • 装柜卸柜 • 提供包装、装 • 产线设备组立安装

• 中英文安装标识 • 真空、防水、防 • 划线定位 柜场地 • 协助开机调试

锈、防腐蚀处理 • 水平调整

• 地面养生

• 气垫搬运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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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搬运
Machine moving andhoisting  設
備運搬クレーン

• 单体200T以下设备搬运、吊装、运输、定位、水平调整

• 根据国标、作业经验、实地现场，提供安全严谨技术方案

• 単体で２００Tまでの設備運搬、クレーンによる据え付け、輸送、

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横向き調整できる。

• 国家標準により、作業経験、現地化管理、安全で厳密な技術方案

• Moving, hoisting ,transportation, positioning and horizontal adjustment of  machine 

which weight below 200T/pc

• Provide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olutions based on national standards,  operation 

experience and on-site checking to make sure safety.

叉车牵引
Forklift Traction  フ

ォークリフト牽引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场内就位
Machine in place 設

備の入場

龙门吊入基坑
Move in foundation by Gantry Crane  ガン

トリークレーン入坑

坦克轮移动
Moving by tank wheel タ

ンク輪移動

协助包装
PackingSupport 梱

包協力

吊篮上楼
Hoisting By Platform ゴ

ンドラ上階

双台吊机作业
Two cranes work together  ク
レーン二台一斎作業

电动牵引车作业
Electric tractor operation 電
動レッカー車の作業

室内组立
Inside setup  
室内組合せ

气垫搬运
Moving by air cushion 空

気ばね運搬

斜坡进门
MovingIn  
斜面入室

吊装作业
Hoisting  ク

レーン作業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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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包装
Export precision packaging  輸
出に向けて厳密な梱包

• 设备包装解决方案“量身设计定做”

• 熏蒸木箱、胶合木箱、铁箱、铁木混合箱；减震包装

• 真空、防水、防锈、防腐蚀处理

防锈处理
Antirust Treatment

設備上のお盆 真空防水 錆止め処置 枠の固定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真空防水
Vacuum waterproof

框架柜固定
Fixation of FR container

设备上托盘
Putting machine on pallet

减震木箱
Shock absorbing packaging 緩

衝木箱

混合包装
Mixedpackaging 混

合梱包

熏蒸木箱
Fumigation wooden packaging  燻

蒸木箱

铁箱包装
Iron packaging  

鉄箱梱包

• カスタマイズできる梱包問題解決方案。

• 燻蒸木箱、ベニヤ木箱、鉄の箱、鉄と木の箱、振動緩衝梱包

• 真空、防水、防錆、防蝕の処置

• Solution of machine Safe packaging with customized design

• Fumigation wooden carton; Plywood carton, Iron box and mixed styles;  Shock 

absorbing packaging

• Vacuum, waterproof, anti-rust and anti-corrosion treatment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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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配铺设安装
Secondary distribution
水、電力、ガスの二次配電システム

• 二次配设计方案、桥架铺设、管道安装

• 各种专业标识

区域围挡
Area enclosure

チューブ接続 ケーブルトレーの取付 区域囲い 方案設計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桥架安装
Cable Tray installation

设计方案
Design scheme

管道连接
Pipes connection

电缆铺设
Cable laying  
ケーブル布設

动力电箱接线
Cabinetwiring  
動力盤配線

吊筋安装
Hanging bar installation 筋

の据付

管道标识
Pipesidentification チ

ューブ標識

• 二次配電システム方案のデザイン、橋架け、パイプの取り付け。

• 様々な専門性高いマーク

• Secondary distribution design scheme, cable trays laying and pipeline  

installation

• Various production marks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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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安装
Production line installation  生
産ラインの据付

• 卸车卸柜、开箱搬运

• 定位划线、精准就位、安装调试

组装作业
Installationwork 
据付作業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设备定位前划线
PositioningScribe  
定位前の線を引く

设备定位
Positioning 
設備定位

安全会议
SafetyTraining  

安全研修

卸柜作业
Unloading operation 物

卸し作業

安装作业
Installationwork 
据付作業

连接组装
Connection assembly 接

続組合せ

运行调试
Debugging  
稼働デバッグ

安装接入
Installationaccess 据

付接続

水平调整
Horizontaladjustment 水

準調整

• 積み荷の卸し、開梱運搬

• 定位線引き、精密定位、据付デバッグ

• Unloading、Unpacking, Moving in

• Placing Marking, Accurate positioning, Installation and debugging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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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Our advantages  ぼ
くらのメリット

技术优势

服务链优势

品牌优势

•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serving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 Engineer team provide accurate and detailed operation schemes with relevant  drawings

• Diversified service industry, familiar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a variety of machines

• Technical Team is younger, average age is only 43 years old.

• 日本、ドイツ、アメリカなどの外資企業へ長期的にサービスし

た経験の蓄積

• 専門エンジニアは正確で詳細な作業方案及び関連図面の提供

• サービス業界が多様化し、多様な設備の特性を熟知

• チームの若返り、作業チームの平均年齢43歳

• Owned operators and equipment, flexible scheduling

• Perfect service chain to avoid the trouble of multiple suppliers of the same  project.

• Several branches in China to realize multi-point linkage; Network with same  operation 

quality to expand the service scope.

• 自社作業者と装備の充実。スケジュール変化への柔軟な対応

• サービスチェーン完備。同プロジェクト·複数サプライヤーの混乱

を回避

• 全国にある関連会社は、連動·協同作業を実現。同水準のサービス

ネットワークで作業範囲を拡大

• Recommendation and endorsement of well-known enterprises

• Safety and reassuring are SF Engineering image to customers.

• 有名企業の推薦と背景

• 安全、安心が企業イメージ

Technical advantages 技
術メリット

• 长期服务于日、德、美等外资企业的经验积累

• 专业工程师提供精准详细的作业方案以及相关图纸

• 服务行业多样化，熟悉多种设备的特性

• 队伍年轻化，作业团队平均年龄43岁

Service chain advantages  サ
ービスチェーンのメリット

• 自有作业人员与装备，调度安排灵活可变

• 服务链条完善，避免同一项目多个供应商的烦扰

• 全国多家兄弟公司，实现多点联动，协同作业；同

质化水准的服务网络，扩大了全国作业范围

SF Brand advantage  ブ
ランドのメリット

• 知名企业的推荐与背书

• 安全、安心是我们的品牌形象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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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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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简章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 职位描述：
1. 参与和负责设备、设施电气部分安装和检修、电箱的配电工作。
2. 能按电气作业规范布线接线。

3. 完成项目经理安排的相关工作。

• 岗位要求：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
2. 具有有效期内的电工证

3. 具备设备、设施电气控制部分安装和检修经验。需要具备一定的电气基础知识，弱电方面的基础知识，
较强的动手能力。

4. 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学习能力，要求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5. 为人踏实肯干，责任心强，工作有热情，服从安排
6. 能适应出差和加班
7. 如果你同时具有绘图技能（solidworks、AUTO CAD）、驾照优先录取

• 招聘人数：20人
• 工作地点：客户现场，全国作业

电工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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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简章

www.sf-engineering.com 苏州 |上海 |南京 |杭州 |天津 |大连 |惠州 |广州 |重庆

机械安装工

• 职位描述：
1. 参与和负责设备、设施机械部分安装、检修和调试。
2. 按图纸或指导书完成管路联接和制作工作。
3. 焊接完成后，检验夹渣、未焊透现象，及时进行补焊、重焊；
4. 配合项目经理、客户现场负责人完成其他各项任务

• 岗位要求：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
2. 具有有效期内的焊工证，公司亦可安排考证，但必须持证上岗。

3. 具备设备、设施电气控制部分安装和检修经验。需要具备一定的机械基础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
4. 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学习能力，要求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5. 为人踏实肯干，责任心强，工作有热情，服从安排

6. 能适应出差和加班。
7. 如果你同时具有绘图技能（solidworks、AUTO CAD）、驾照优先录取

• 招聘人数：20人
• 工作地点：客户现场，全国作业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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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装配

• 职位描述：
1. 根据图纸或者作业指导单，制作木箱或者木托盘
2. 在客户现场完成设备的捆包固定工作
3. 装柜固定工作
4. 配合项目经理、客户现场负责人完成其他各项任务

• 岗位要求：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
2. 能看得懂图纸
3. 较强的动手与学习能力
4. 要求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5. 为人踏实肯干，责任心强，工作有热情，服从安排
6. 能适应出差和加班
7. 如果你同时具有绘图技能（solidworks、AUTO CAD）、驾照优先录取

• 招聘人数：20人
• 工作地点：客户现场或者公司内（苏州）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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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技工

• 职位描述：
1. 设备的移位工作以及其他辅助
2. 协助项目经理以及客户现场其他任务

• 岗位要求：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理工科背景为佳
2. 需要具备一定的机械基础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
3. 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学习能力，要求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4. 为人踏实肯干，责任心强，工作有热情，服从安排
5. 能适应出差和加班
6. 如果你同时具有叉车证、驾照者优先考虑

• 招聘人数：30人
• 工作地点：客户现场，全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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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跟单

• 职位描述：
1. 客户现场跟单
2. 项目报价、作业方案制作、收款工作
3. 客户的日常联系与维护
4. 协助总监完成其他办公室工作

• 岗位要求：
1. 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理工科背景为佳
2. 会电脑操作、逻辑思维能力强。
3. 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学习能力，要求具有服务精神。
4. 为人踏实肯干，责任心强，工作有热情，服从安排
5. 能适应出差和加班
6. 英语能力佳优先

• 招聘人数：5-8人
• 工作地点：苏州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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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构成：
1. 基本工资
2. 安全奖
3. 满勤奖
4. 月奖
5. 节假日津贴
6. 加班补助
7. 年度奖金

• 食宿：
1. 公司提供免费宿舍，4-6人每间，可以洗澡，有空调
2. 公司有食堂：免费早、中、晚3餐
3. 节日聚餐
4. 加班饭贴

• 保险
1. 全员社保，五险一金（公积金在根据本人意愿转正后购买）
2. 100W每人的雇主责任险
3. 作业过程中的意外险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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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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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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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司的员工，会安排技能培训、安全培训等

◆获取资格证后岗位转换

◆经过经验的积累，能力突出者可晋升为管理人员，如项目经理、

业务主管等

◆成为公司的高管人员，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工作

◆优秀的员工，成为股东，享受分红福利

http://www.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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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赛瑞福大家庭

联系人：VICKY HU 
电 话 : 133 7210 1398
Email : Vickyhu@sf-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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