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销售及服务网络

电话：010-69910862
传真：010-69910508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星西路
43 号楼 3 层普析

电话：0551-62670826/0879
传真：0551-62670860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91 号立基大厦
A 座 2007 室   

电话：0591-87513361
传真：0591-87629170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
号华城国际北楼 18 层 1138 室
 

电话：0931-8487730
传真：0931-8487730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永昌 
路 153 号陇华大厦 1505

电话：020-8753628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北路 601 号华标广场 A 栋荟萃阁
2109 室

电话：0771-5726086
传真：0771-5726086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
秀区东葛路 20-1 号广西中医药
研究院内 10 栋 A 单元 803 号

电话：0851-85772720
传真：0851-85772994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
园金融街 2 号楼 2016 室 

电话：0898-36367837
传真：0898-36381598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15-1 号盛海大厦 1502 室

电话：0311-86050158
传真：0311-86050158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1 号
富邦大厦 559 室

电话：0371-65677201/02
传真：0371-65677201/02-811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
路 22 号恒美国际商务 1208 室 

电话：0451-53651667
          0451-58886696
传真：0451-53651667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
政街 446 号神舟名邸 B 栋二单元
2003 室

电话：027-87161649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明泽
丽湾 6-1501 室

电话：0731-82953165/3265
传真：0731-8295319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
中路 359 号佳天国际新城南栋
16E

电话：0431-88981293
传真：0431-88985466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解放
大 路 1011 号 金 碧 阁 大 厦 A 座
1202 室

电话：025-83606239
传真：025-83606139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洪武路 359
号福鑫国际大厦 2403 东

电话：0516-83998159
传真：0516-83998159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南三环路风
华园 58 栋 1 单元 201 室

电话：0791-85203885
传真：0791-85203885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莲塘镇迎宾
中大道盛汇城市广场领馆 708 室

电话：024-83810637
传真：024-83810637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怒
江北街 220 号恒大城二期 46 栋
（1-8-1）

电话：0471-5255611
传真：0471-5255611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公务员小区 45 号楼二单元西户

电话：0951-4117498
传真：0951-4117498
地址：宁夏省银川市兴庆区星光
sohu 公寓 804N

电话：0971-5131480
传真：0971-5131480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
路 14 号玉珠花园小区 1276 室

电话：0531-86565852-0
传真：0531-86565863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能
路 89 号质监大厦 403 室

电话：0351-8717213
传真：0351-8717213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北美
文创区 6-1605

电话：029-62276503
传真：029-62276552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高新
银座 A 座 2304

电话：021-64681026 
传真：021-64681026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通路 360
号一天下大厦 23 楼 C07 室

电话：028-66339588
传真：028-87797316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西安中路 8
号豪瑞新界 B-7-5 号

电话：022-87820120
传真：022-87820120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东方环球国
际 B 座 1707 

电话：0991-5201959
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江苏东
路 406 号润和园 2 栋 203 室

电话：0871-63632677
传真：0871-63632677
地址：昆明市东风西路 162 号
电子大厦 1408 室

电话：0571-85861367
传真：0571-85861357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环城北路
10 号通宝商厦 1609 室

北京联络处                          安徽联络处                           福州联络处                          重庆联络处                          甘肃联络处

广东联络处                          广西联络处                           贵州联络处                          海南联络处                          河北联络处

浙江联络处                          南京联络处                           徐州联络处                          江西联络处                          辽宁联络处 

内蒙古联络处                       宁夏联络处                           青海联络处                          山东联络处                          山西联络处

陕西联络处                          上海联络处                           四川联络处                          天津联络处                          新疆联络处

云南联络处                                                                       

河南联络处                          黑龙江联络处                        湖北联络处                          湖南联络处                          吉林联络处

    国内免费服务热线：400-610-0172

电话：023-67612835
传真：023-67612836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泰山大道东
段 58 号北城中央汇 B 区 7-6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Purkinje General Instrument Co.,Ltd.
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平三路 3号

公司总机
010-69910114

邮政编码
101200

电子邮箱
webalexa@pgeneral.com.cn

公司网址
www.pgeneral.com

销售热线
010-699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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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用户操作 降低记忆效应

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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