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能源技术公司-南巴卡



业务演示

我们把知识
成为优质!



简介

我们建立了一家强大的公司。

技术资源不断发展，业务效率，社会责任，质量管理，透明度和竞争
优势,这些是280多名员工的一些共同价值。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是一家以项目为导向的公司，其
应用最先进的项目管理方法，并应用各种标准，如 IEC，
SRPS，EEN，ISO以及现代软件工具。

六十年来，由于我们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创造力，我们接受
项目而克服挑战了，根据技术进步移动边界。

不断地采用新的知识，证书和许可证，并遵循电力学，热力
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全球趋势，使我们每年都能宝留
该地区领先的位置。



使命

六十年来，我们给消费者供能源之路。 被公司设计的及

制造的系统对社会和环境是高质量，可靠，耐用和安全
的。

我们公司对人最尊敬，以跟客户互信为基础上建立合作
关系，而导正为整个社区带来快乐。

随着采用新知识，创新和技术，“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

的每个人员都不断在改善自己的团队，并建立一家强大
的公司，优秀的人，以及良社会全体。



远景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是在该地区和欧洲市场的领导者之
一。

公司特征是保证质量于能源领域的。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欧洲的最负盛名的公司团队的队
员。



历史

成立于1958年，“能源技术公司-南巴卡”，已经半个世纪以来，成功地提供建设和维护服务对所有电压

等级发电厂，生产能源，设备及为国内外客户。该公司经验很丰富以执行项目基于原则《交钥匙》。

在1958年6月28日，第一步项目时，前南斯拉夫电压等级改造项目，把10千伏变达20千伏，该公司的专家
参与建设与维修电厂。

《能源技术公司-南巴卡》由塞尔维亚电力工业公

司创立的，并在该专业及刺激的环境中，让公司
专业水平提高到最高水平。

自2010年7月，该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也是在塞
尔维亚的私有化积极的例子之一。

该公司不断地投资于专业训练，因此公司特有许多专业执照及工程师执照的以及现代化的设备。

公司成功
地营业已
有60年的



经营理念

我们公司以极大的
奉献精神和符合现
代技术的方式,为客

户找到最好的解决
方案

我们根据原则《交

钥匙》提供解决方
案

我们拥有国际经验
而符合当地法律法
规

效率和灵活性是我
们公司的主要特征

我们公司得意对ISO

标准的不断升级和
改进

安全和环境保护是
公司的最高优先事
项之一



HSE - 工作安全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承诺重中之重是关注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对环境保护

实施着OHSAS 18001标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

危害识别 - 风险评估 - 预防措施 - 控制对人身
安全和健康残余风险

以确定健康和安全目标与计划，为了公司提
出该领域的改进措施必要的资源



生态责任 - 废物管理

ISO 14001标准-环境管理体系确保我们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国内法规

防止产生废物和减少 废物- 减少资源的使用，减少产生的废物量和/或危险特性（用二手材料，代
替高危物品用低危物质）

重用 - 重用的例子是向学校和非营利组织捐赠电脑和电脑设备，家具（桌子）

利用（使用废物价值） - 堆肥，燃烧而利用能源

废弃物处理 - 危险和非危险废物一部分给“Bozic和儿子公司“潘切沃处理，另一部分,签订合同与
公事业公司安排公社废物的收集，运输，储存和处理。



生态责任 - 废物管理

回收 –南把卡回收发送：

电子元件的感应计其原材料含70％钢，20％铜，10％黄铜和1％

电子垃圾

绝缘和非绝缘铜电缆

绝缘和非绝缘铝电缆

铁，钢结构

纸

铝铁线



HSE - 废物管理层次

预防产生废物

优
先

重新用

回收

使用能源

销毁和处置



战略目标

征服新的市场

不断地改进产品/服务质量和流程绩效，以
便更高效地实施项目并满足客户需求

监测世界市场新技术的发展

促进良好的商业沟通和对客户，员工与所有
环境资源关心，以及可持续能源开发



部门

管理项目部门 运营和后勤部 质量与实验室
中心

销售部门
经济和金融事

务部门



2015

2016

2017

7,880,375

6,008,133

6,094,302

2,800,000

7,000,000 10,000,000

10,680,375
13,008,133 16,094,302

收入 合同交易将在下一年转交 总计

财务指标



证书

ISO 9001:2015 - 管理质量体系

ISO 14001:2015 - 环保体系

OHSAS 18001:2007 - 管理职业健康和安全体系

ISO 27001:2013 - 信息安全体系

ISO 50001:2011 - 管理能源体系

ISO 17025:2006 - 被认证过的实验室为了24种类型的测试

ISO 3834-2:2006 - 融化的金属材料焊接质量体系



道德规范

每个员工都有义务尊重公司的层级和组织结构，以及自己权力和责任限制

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参与工作时，要适当的行为和对法律，道德和道德原
则的尊重为榜样，作为员工的榜样，有助于员工之间的尊重和信任的发展

我们业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以合作商业伙伴为符合公司利益，基于服务质量，价格和可持续性等客观标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支持教育体系通过提供奖学金
形式大学生和中学生以及帮助体育，文化，社会机构等方式



许可证

为了设计及执行建设热技术气体设备和过程热能安装，电气和机械装置，《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拥有
所必要的许可证由主管部门签发了，如下：

塞尔维亚
共和国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斯普斯卡共和国的

马其顿共和
国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联邦的



特殊设备

实验室 通过认证电气，地质力学和电磁测试领域为了24种方法：

电动工厂额定电压1000千伏

低压电气装置

低压开关设备

低压配电模块块

电力电缆和电缆附件

高低压能量设备

用于冷却变电站的油

土壤紧实度测试

最终控制所有电柜的生产

启动电源设备时的最终控制

ISO 17025



我們通過
一系列優
質服務創
造能源流
程

1. 項目實施管理：
• 安全是一個優先事項。1
• 國際經驗，與當地法律法規協調一致
• 管理複雜項目的能力.
• 效率和穩定性是我們的主要特徵

2. 設計:
• 概念和主要設計
• 系統組件的最佳選擇
• 創建完整的技術文檔

3. 商業業務 - 物流:
• 國際和國內設備供應商的最佳組合
• 將設備從工廠物流到項目的位置

4. 動力:
• 中高壓變電站（TS）建
設與改造

• 所有電壓等級架空線的
建設和改造

5. 變壓器:
• 建設TS電壓高達400千伏，包括建設和電子裝
配工程

• 安裝所有電壓等級的GIS工廠
• 在TS中佈線和安裝輔助機櫃
• TS測試和調試
• 在更換大型設備，保護系統或輔助系統的部分
重建TS

6. LINES:
• 在新的支柱上建設新的輸電線路
• 更換絕緣材料
• 更換導體
• 破壞後修復線路

7. 生產:
• 為變壓器Elektrovojvodine生產中壓和低壓設備
• 中壓和高壓變電站自備消費機櫃的接線
• 保護和管理機櫃的接線
• 測量碗櫃的分配製造
• 生產分隔櫃，電動機和自動控制
• 配備氣體測量和調節站和熱交換器
• 輸電線路鋼結構和電桿的生產

8. 泵，油:
• 低，中，高壓氣體管道的建設
• 測量控制站（GMRS，MROS，MRS和
RS)

• 輸油管道的建設

9. 熱水管道, 蒸汽管道:
• 熱水和蒸汽管道的建造，維護
和修理

• 建設熱水連接

10. 鍋爐房:
• 建設容量從100千瓦到150毫
瓦的鍋爐房

• 燃氣鍋爐
• 蒸汽鍋爐房
• 生物質鍋爐

11. 加熱, 通風 和 氣候:
• 熱力站的建設
• 設施的通風和空調工程的執行
• 暖氣和空調設施使用熱泵

12. 可再生能源:
• 風力渦輪機
• 太陽能電池板
• 生物氣體工廠
• 熱電廠
• 地熱能源

13. 維護:
熱物理學:
• 輸氣管道
• 石油管道
• 熱水
• 加熱管

• 鍋爐房（燃氣，蒸汽和生物質).
• 通風，空調和供暖設施
• 熱變電站

動力:
• 所有電壓等級的變電站.
• 所有電壓電平的架空線
• 變電站的控制系統

14. 證書和許可證:
• ISO 9001
• ISO 14001
• OHSAS 18001
• SPRS ISO / IEC 17025
• ISO 50001
• ISO 3834
• ISO 13941
• PO62E1
• I030M1
• I031M1
• I032M1
• I051E1
• I052E1
• I061E1
• I062E1
• I141E1
• I141E3

• 建設高達110千伏的電纜線路
• 維護和檢修所有電壓等級的TSI線路
• 執行連接並在室內安裝工作
• 適用於公共和裝飾照明
• 生產電力設備

電力工程

暖流可再生能源



在塞尔维亚和欧洲各国参与下些领域：

电能

热能

工业 矿业

可再生能源

照明（电灯）



电能

建立了8 500多个所有电压等级的变电站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的优势在于，投资者所在电
能行业的需求一切都可以雇佣我们公司参与而得到的。

这些建造了8500个多不同电级的变电站，它们被连接
了与12,700多公里建设了与重建了输电线路，以及重建

了数百公里的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电缆线路数公里
110千伏，或维护许多远程控制系统于变电站， 还安装
公共和装饰照明等等，都能作为证据。



电能

高电压
中电压
和低电
压



电能

高电压

建设与重建变电站110 / x 千伏及更高的电压

建设与重建传输线110, 220, 100 / x

建设电缆线路110/ x

维修



电能

中低电压

建设与重建变电站35 /x千伏以下

建设与重建架空和电缆线35, 20, 10 /x千伏以下

在室内执行连接并安装工作

生产中低压电器开关设备

维修



变电站

在输电源和配电领域“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提供所有
建设施工，重建和维护服务

基于《交钥匙》原则，已经形成了专门的专家团队从事
建设变电站所有电压等级 - 从项目设计到施工，测试到
调试

除了施工，我们的专家在重建现有变电站中脱颖而出

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就是几十年前建成的一系列变电站110 / x 千伏的重建。 重建包括使用现代
技术和设备，将导正提高可靠性，简化操作和维护，以及操作变电站的人员安全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线路

公司专家人的工作范围内都包括整个过程从项目设计，
施工及调试高，中，低压线路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我们客户经常强调的一个特点是
对干预和现场响应的速度。 特别是在处理修复线路的
需求时。我们服务如更换绝缘层，导线，保护线， 复
合光缆地线，光纤电缆只是一小部分



线路

建设新的传输线

重建现有的传输线

修理损坏的传输线路

更换导体线路

Zamena izolacije

更换绝缘材料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生产

给予伏伊伏丁那电工业公司制中压配电模块和低压配电
模块厂房为了规范的变电站

装备了气体测量站与热交换器

生产输电线路用钢结构和电线杆

生产移动式和集装箱式变电站



维修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拥有一支专业团队，负责维护
从110 / x千伏以上的电压等级变电站

另外，我们的团队负责中压变电站的定期维护，也在造
成损害的情况下他们马上紧急反应。比如说，如果在伏

伊伏丁那地区发生损害的话，我们的团队将在两个小时
内就地出现，随时准备进行干预

签注塞尔维亚电工业公司-配电系统运营商年度合同，
只是证明“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是所有电压等级的
变电站维护线路最可靠合作伙伴之一



维修

变电站所有电压等级的

架空线所有电压电平的

变电站的控制系统

整体电力设施10 / 20千伏，35千伏和110千伏



OSTALE REFERENCE - ELEKTROENERGETIKA



热能

400多公里配送网络天然气管道，热水及天然气管道网路

170多公里分配气体的聚乙烯管道网

180座热水站

60公里的热水管道（直径可达900毫米）

丰富经验，高素质工作以及对知识和技能的不断投资，公司获得必要的工作证书，以及工程师许可证，
引入新的焊接技术，以及对焊工和其他操作工的持续培训，因此导正“能源技术公司 -南把卡“所有投资
者在热能，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都要选择该公司

该公司知名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有能力，应用《交钥匙》原则，从最初的项目到施工本身，完成建设
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热水和蒸汽管道，锅炉房和供热变电站，建筑物内通风和空调的整个施工， 安装设
备，直到最终调试



天然气管道 - 石油管道

与塞尔维亚石油工业开展合作，作为塞尔维亚热能
领域最大的投资者，是该领域最重要的列子之一。
为潘切沃炼油厂建造长达7公里的供应管道，供应管
道横截面为16英寸，容量为8万立方米，然后连接
15.5公里长的韦莱比特市-Rusanda天然气管道或
Elemir收集管道的连接管道，这只是我们的参考数
据一部分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的团队还实施了一系列热电联产项
目，即热电能源联产。 一个这样的项目在基金达市(Kikinda)
的油田上实施，但也在博卡城镇(Boka)，布拉达拉克城镇
（Bradarac)和图里加城镇(Turija)实施



天然气管道 - 石油管道

建设低级压，中级压和高级压气体管道

建设测量控制站（GMRS，MROS，IRS和RS）

建设输油管道



参考



参考



热水管道 - 蒸汽管道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的专家团队已经实施了一些
关于建造和维护热水管道和蒸汽管道的项目

以诺维萨德市的Bulevar Evrope 街道上的蒸汽管道，或

供热厂几数公里的公用热水设施诺维萨德市，兹雷尼
亚宁市，瓦列沃市（Valjevo) 和塞尔维亚许多其他的地
点，这些都证明《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客户可以在
一个地方获得他们所需的一切



热水管道 - 蒸汽管道

建造，维护和修复热水管道和蒸汽管道

建立热水管道的接头



参考



参考



参考



锅炉房

这些工作的外国和国内投资者一直在招聘《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拥有所有

必要的物流，而且我们的专家对于建造锅炉厂和热变电站的经验很分丰富，在最短可能的期间
内从最初的项目，通过安装和装置设备到调试

除了施工之外，我们的团队证明了保持锅炉房和热变电站的运行是高质量

严格遵循国际标准，以及随欧洲公司在该领域的执行施工要求越来越高，此事实影响了我们公
司与塞尔维亚六个城市签协议为了建造抽水泵站，连接和管理完整锅炉厂，或把现有的锅炉房
为了迁移到另一种燃料重建



锅炉房

建设锅炉房100千瓦至150兆瓦

燃气锅炉房

蒸汽锅炉房

生物质锅炉房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暖气，通风和空调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使用世界领先品牌的最高质量设备，并随
着这些领域的最新趋势，并与世界各地的分公司保持同步。 关
于空调领域，我们专注于制冷剂流量可变的系统（VRV系统），
空调室，冷水机组和热泵系统。

除商业通风外，我们还致力于建造排除烟气和热量系统在火灾
情况下。



暖气，通风和空调

建设热力站

执行设施通风和空调工程

使用热泵的暖气和空调设施



参考



维修

输气管道

石油管道

蒸汽管道

热水管道

锅炉房（燃气，蒸汽和生物质）

通风，空调和供暖设施

热变电站



工业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矿业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可再生资源

替代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也需要高质量的项目开发和绿
色能源工厂的建设

塞尔维亚共和国已开始建设500兆瓦风电场，以履行其对能源
社区的义务，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到27％。执行
南巴奇卡能源技术公司参加的风电场 Čibuk1， Kovačica，
Alibunar和Mali bunar项目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提供由替代能源供电的EPC系统，设
计，开发，采购，设备，施工，维护和管理 - 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废水，地热能，热电联产



可再生资源

风力发电场

太阳能电池板（SAJAN发电厂基金达市附近）

生物气体工厂（MIROTIN ENERGO，维多利亚州）

热电厂（KIKINDA NIS，BOKA BRADARAC 土耳其和CHP ZAPAD，贝尔格莱德-VOZDOVAC自治市）

地热能（EJB，PETROLEND Petrovac 水上乐园 ）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参考



RASVETA

Realizovano je više različitih projekata na izgradnji, rekonstrukciji i održavanju javnog i dekorativnog
osvetljenja u vrednosti preko 5 000 000e samo na teritoriji Grada Novog Sada i okoline.

Sportsko osvetljenje na stadionu „Karađorđe“, dekorativno osvetljenje arhitektonskih zdanja Matice
srpske, Pokrajinske vlade, Petrovaradinske tvrđave i mosta „Varadinska duga“ u Novom Sadu, zdanja
Glavne pošte u Beogradu, mosta u Beški, starog gradskog jezgra u Pančevu, osvetljavanje industrijskih
hala (posebni uslovi rada), izgradnja i održavanje javnog osvetljenja na javnim saobraćajnicama,
raskrsnicama i auto-putevima na teritoriji AP Vojvodine, samo su neki od projekata koje smo izveli i o
kojima brinemo.

Kvalitet u radu i šezdeset godina iskustva, razlozi su zbog kojih, pored Grada Novog Sada, za usluge
održavanja, izgradnje i rekonstrukcije javnog osvetljenja, „Energotehniku - Južna Bačka” kao pouzdanog
partnera biraju i druge lokalne samouprave i javna preduzeća.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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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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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目前的项目



教育中心的专业培训

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运作工人和学生培训教育中心

该学校有三间教室和两个实习课程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

到2017年，200多名电气人员被雇用到德国工作

根据“双重教育法”，今日“Mihajlo Pupin”电气中学的学生在实践教学



社会责任

南把卡能源技术公司给奖学金诺维萨德的一所电力学校“Mihajlo Pupin”，并在塞尔维亚是首批
公司，与学校合作，实施双重教育体系。

学生在公司教育中心进行过专业实践，毕业后有机会在《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工作。

在他们进行多年的双重教育模式，《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 和Mihajlo Pupin学校几次共同出席
了诺维萨德的教育博览会之际共同出席了。

投资于年轻人就是投资未来！



双重教育



学生奖学金

《能源技术公司-南巴卡》与能源学院，

技术科学学院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该公

司承诺每年都会从自己的基金中规定一

定钱额给学生的奖学金。

2017年获得奖学金的权利有四名最优秀

的学生 ： Slavica Gajić，Nikola Diklić，

Miloš Kukić和 Đorđe Radovanović。

完成学习计划后，他们将成为我们团队

的一员！



学生奖学金



我们培养着正正的价值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是赞助商诺

维萨德市排球俱乐部伏伊伏丁那，塞尔

维亚现任冠军。

公司总裁兼排球俱乐部伏伊伏丁那管理

委员会主席Dragoljub Zbiljic聚集赞助诺

维萨德将再次成为排球城的想法。 今

天，该俱乐部拥有来自不同领域的领先

塞尔维亚公司的30多位赞助商。

2017年12月，一个青年球员中心建成并

彻底翻新俱乐部场地。



我们培养着正正的价值



有能力赢的团队

自2016年起，《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

是塞尔维亚最赚钱的残疾人的乒乓球俱

乐部“Spin”乒乓球俱乐部的总赞助商。

只有在里约残奥会上，乒乓球俱乐部

“Spin”才获得4枚奖牌，1枚金牌，2枚

银牌和1枚铜牌。



有能力赢的团队



南把卡和划船对-成功的对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给塞尔维亚划船联合会资金为
2017年在令人羡慕的水平上的筹备，参与比赛和后期成

果做出了贡献，塞尔维亚划船队持续赢得奖牌在最重要
的国际赛艇比赛。

Milos Vasic和Nenad Bedjik队服在美国世界杯上获得第六
名，并在捷克共和国欧洲锦标赛中获得铜牌。

Viktor Pivač和Martin Mačković--普罗夫迪夫世界锦标赛的
铜牌。

Igor Djeric和Aleksandar Bedjik--在波兰的欧洲比赛银牌。

Marko Marjanovic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世界杯帆船赛中赢得了一枚铜牌



跟最佳公司伙伴关系



联系

能源技术公司-南把卡

有限公司诺维萨德市街 1号

21138 诺维萨德市，塞尔维亚

电话: + 381 21 48 77 222

传真机: + 381 21 44 21 67

电子邮箱: juzna.backa@entjuba.rs

网站: www.entjuba.rs



感謝您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