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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  TESS 在俄罗斯电网市场上经营的联邦控股组织。
•  公司拥有1000多位员工. 
•  2012的营业规模达到23亿卢布。
•  上缴俄罗斯联邦财政的税额为2,4亿卢布，非财政基金的保险费为1,3亿卢布。. 
•  公司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从事经营活动，包括位于西西伯利亚的，乌拉尔的**TESS 乌拉尔**
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TESS 西伯利亚**的七个分支机构. 

•  采用和实施符合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国际标准要求的整体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包括月度监测客户对完成的工作的满意度。

年 收入, 千.卢布. 利润, 千.卢布. 

2010 2 459 917  139 617 
2011 2 177 476  32 352 
2012 2 361 710  98 865 



价值观
使命



价值观

精准履行我们对合作伙
伴，客户，员工，社会
的责任的条件.

利用资源和时间合理解
决所面临的任务的体系

长期的伙伴关系和合
作的基础

持续发展业务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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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高效 稳定合作



使命

确保向消费者提供可靠电力和促进国家社会-经济
繁荣的电力系统设备的高效和不间断运行 。



服务



服务

•   0,4-500千伏的变电站和输电线的基本建设和改造 
•  电网设施的设计
•  能源审计和动力服务合同
•  高压设备和继电保护和自动化装置，防险自动装置的供应和维修
•  供电设施的综合服务 
•  大规模应急响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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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已经竣工的项目



 2012年已经竣工的项目

•  220千伏变电站的同步装置的改造  (乌连戈伊,  纳迪姆,  穆拉夫联考夫斯卡娅,  温
嘎布勒, 瓦利耶甘) 和 500 千伏变电站的改造(哈勒玛郭乐思卡亚, 达勒考-萨列)

•   依据开放式股份公司 «ФСК ЕЭС»的固定资产革新项目，西西伯利亚主干电网非
成套设施改造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  项目标题为  «捷米扬斯卡娅»的500千伏变电站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220千
伏户外配电设备扩建为两条220千伏的分支线路。

•  项目标题为  «雪花的»的220千伏变电站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110千伏户外
配电设备扩建为一条110千伏的分支线路。

•  项目标题为  «220千伏«尅利亚诺夫斯卡娅»变电站，110千伏户外配电设备的改
建»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220千伏«瓦西里耶夫»变电站，110千伏户外配电
设备扩建。

•  项目标题为  «220千伏«卡绵丹»变电站，110千伏户外配电设备的改建»的方案和
技术文献的制定.

•  项目标题为  «正在改建的南35/6变电站和«乌斯其-巴雷科»220/35/10变电站，
户外配电设备--35工艺技术连接»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2012年已经竣工的项目

•  现运行的35/6 千伏变电站(М1,М2,М3,М4, 南部的) 及 市 第一，第二35 千伏输电线 
同贝奇-雅赫变电站 500/220/110/35 户外配电装置-35的技术工艺链接。

•  用于开放式股份公司  «ФСК  ЕЭС»的分支机构--西伯利亚主干电网的需要的110千
伏«摩尔多瓦--– 高里科夫斯卡娅»输电线的改造。

•  开放式股份公司 «斯拉夫石油»的电网设备的技术维护。
•  110千伏双链电源线的*卡梅申斯卡娅 110/1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
•  110千伏*东方*户外配电设备到同110千伏输电线有交叉的110-13线路的扩展。
•  «因戛»变电站的改造。110千伏分支的油开关的替换。
•  110千伏变电站的改造:北--瓦金斯卡娅变电站，37污水泵站，*一月*变电站，阿甘斯
卡娅变电站，带有高频阻断装置，电流和电压互感器和新的变电站控制的南--阿甘斯
卡娅变电站。

•  伊赛特斯卡--阿雅斯卡亚 35/6千伏变电站的改造。
•  110千伏*海浪*变电站的改造。



2012年已经竣工的项目

•  关于改造«巴拉道夫斯卡亚» 变电站并同时替换6千伏油开关为6千伏真空开关的方
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  110千伏卢斯肯斯卡娅变电站的改造，同时替换110千伏，35千伏断路器，电缆
设备，变电站控制（开放式股份公司«秋明能源»）

•  110千伏«石油管道»变电站的改造，同时用电器开关替换油开关，110千伏户外
配电设备转移到横梁地基上（开放式股份公司«秋明能源»）

•  «北西伯利亚煤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电气设备的技术维修。
•  开放式股份公司«南-巴雷科斯天然气加工联合体»的电气设备的技术维修。
•  **下涅瓦勒道夫斯天然气加工联合体**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一，二启动总体的主供
变电站-2 220,110千伏户外配电设备的现代化。



2013年已经竣工的项目



2013年已竣工项目

•  带有110千伏双链电源线的卡梅申斯卡娅110/10千伏变电站建设。
•  项目标题为«库纳沙克--卡缅斯卡娅220千伏输电线»项目的设计和承包工作。
•  «110 千伏 *东方*变电站»的改造。10千伏开关替换为真空开关，110千伏户外
配电设备的电磁锁定装置的修复。

•  在实施开放式股份公司«ФСК  ЕЭС»确保电力设施保护项目下的«布勒-1»220千
伏变电站的改造。

•  « 220 千伏*东方--玛郝娃亚*变电站»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  « 220 千伏*汶噶布勒*变电站»的方案和技术文献的制定。
•  « 110 千伏*卡扎洛娃*变电站»的改造。
•  开放式股份公司« 秋明能源»的变电站的大修和中修。
•  电视制作协会的易申木斯克变电站，南变电站，达堡乐思科变电站的大修
•  *十月*电站的变电站设备的大修。



2013年已竣工的项目

•  开放式股份公司«秋明能源»卡苷类慕斯电网分支达芙里切斯卡娅降压变电站的
技术更新（更换了七个110千伏的变压器的油开关） 。

•   «  110/10/10 千伏*汉奴巴*变电站改造»项目的勘测设计工作。
•   «  110千伏输电线并入220千伏*俄罗斯*变电站»项目的勘测设计工作。
•   «  110千伏*热力线网*变电站改造»项目的建设安装调试工作。
•   «  110/10千伏*三镜片*变电站改造»项目的建设安装调试工作。
•   110千伏乌兹洛瓦亚--西--浩合利靠夫斯卡娅--巴黑洛夫斯卡亚输电线的技
术更 新。



2013已竣工项目

•  开放式股份公司**秋明能源**十月电网110千伏变电站的现代化。
•  以哈马杜林命名的卡扎奇耶110/1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改造。
•  **下涅瓦勒道夫斯天然气加工联合体**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供变电站--2， 

220千伏户外配电设备的现代化
•  «装配工»变电站的改造。
•   «火花»220千伏变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和改建。
•  用于开放式股份公司«托博尔斯克石油化学»的10千伏«索卡洛夫斯克水源地--1»，

10千伏«索卡洛夫斯克水源地--2»的输电线的设计文件制定和现代化。
•  用于苏鲁贡斯卡娅国家区域电站--1的220千伏户外配电设备的基本单元的改造.



客户 
合作伙伴



客户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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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S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TO Our COmp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ESS MAnAging CoMpAny

Skolkovo, novaya St., 100, villa 103, 

Russia, Moscow region, 143023

Т : +7 (499) 703 30 08

F : +7 (499) 703 30 09

www.tessholdi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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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holding.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