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邮箱 联系电话

1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刘芳 liufang10@cnooc.com.cn 010-84523924

2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 仇宇婷 qiuyt@cnooc.com.cn 022-25808459

3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深圳分公司 张凡 zhangfan1@cnooc.com.cn 0755-26022017

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惠州分公司 谭崇柳 tanchl@cnooc.com.cn 0752-3680365

5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分公司 陈敬华 chenjh17@cnooc.com.cn 021-22833810

6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何达 ex_heda@cnooc.com.cn 0351-2415974

7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湛江分公司 张悦 zhangyue2@cnooc.com.cn 0759-3910261

8 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 符文静 ex_fuwj3@cnooc.com.cn 022-66907125

9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成静 chengjing@cnooc.com.cn 022-66918791

10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梁巧稚 liangqzh2@cnooc.com.cn 022-66919564

11 湛江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王春娟 wangchj1@cnooc.com.cn 0759-3910292

12 湛江南海西部石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张川 zhangchuan@cnooc.com.cn 0759-3901390

13 中海油（天津）管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孙锋 sunfeng@cnooc.com.cn 022-25806555

1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油服务分公司 任恬慧 renth@cnooc.com.cn 022-66916090；

15 天津中海油能源发展油田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张玲 zhangling8@cnooc.com.cn 022-66909977

16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油服务深圳分公司 祝梦娜 zhumn2@cnooc.com.cn 0755-87859823

17 南海西部石油油田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祝梦娜 zhumn3@cnooc.com.cn 0755-8785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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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采油服务文昌分公司 畅婧 changjing@cnooc.com.cn 0759-3910280

19 海油发展施维策船务服务（广东）有限责任公司 童俊哲 tongjzh2@cnooc.com.cn 022-66913092

20 中海油珠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黄慧玲 ex_huanghl2@cnooc.com.cn 13928002046

21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汇波 wanghb@cnooc.com.cn 0755-26022989

22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饶云芳 raoyf@cnooc.com.cn 0755-26022959

23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王琴娥 wangqe@cnooc.com.cn 022-25807059

24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息技术分公司 王培德 wangpd2@cnooc.com.cn 022-25807706

25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林声严 linshengyan@cnooc.com.cn 0759-3900855

26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王  曦 wangxi@cnooc.com.cn 021-22833096

27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钟  蕾 zhonglei@cnooc.com.cn 010-84522645

28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海洋信息化科技中心 钟  蕾 zhonglei@cnooc.com.cn 010-84522645

29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惠州）分公司 翟志赛 zhaizhs@cnooc.com.cn 0752-3680523

30 中海油工业自控（天津）有限公司 廖银余 liaoyy@cnooc.com.cn 022-25809155

31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力资源服务分公司 王婉 ex_wangwan@cnooc.com.cn 010-84523917

32 海油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杨酉丽 yangyl16@cnooc.com.cn  010-89913851

33 海油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刘莎 ex_liusha2@cnooc.com.cn 13661008279

34 天津市渤海石油职工交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王雁 wangyan4@cnooc.com.cn 022-25809251

35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人力资源服务分公司 王雁 wangyan4@cnooc.com.cn 022-25809251

36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张传合 zhangchh13@cnooc.com.cn 022-66903167

37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尹建国 yinjg@cnooc.com.cn 022-6690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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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陈袁袁 chenyy7@cnooc.com.cn 010-89913826

39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安全环保分公司 陈锦标 chenjibao@cnooc.com.cn   0759-3912828

40 中海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吴国辉 wugh_sk@cnooc.com.cn 0755-26022761

41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安全环保分公司 蔡莉莉 caill3@cnooc.com.cn 0898-66556526

42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全环保分公司 张利军 zhanglj@cnooc.com.cn 021-22833701

43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分公司 黄倩雯 ex_huangqw@cnooc.com.cn 18812695651

44 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夏永强 xiayq@cnooc.com.cn 022-66903058

45 海油总节能减排监测中心有限公司 张海滨 zhanghb11@cnooc.com.cn 022-66903105

46 中海油(天津)污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震甲 wangzhj3@cnooc.com.cn 022-66902343

47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全环保工程技术研究院王维兵 wangwb2@cnooc.com.cn  010-89913855

48 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 岳航洲 yuehzh2@cnooc.com.cn 0752-5686609

49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服务分公司 陈利军 chenlj3@cnooc.com.cn 022-25800167

50 中海油能源发展珠海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陈利军 chenlj3@cnooc.com.cn 022-25800167

51 中海油能源发展珠海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赵渝杨 zhaoyy4@cnooc.com.cn 0759-3909657

52 中海油能源发展珠海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赵渝杨 zhaoyy4@cnooc.com.cn 0759-3909657

53 北京中海海油燃气有限公司 张凯 zhangkai2@cnooc.com.cn 022-25803361

54 北京中海海油燃气有限公司三河分公司 张凯 zhangkai2@cnooc.com.cn 022-25803361

55 宁波中海油船务有限公司 陈赟 chenyun2@cnooc.com.cn 0574-87348275

56 宁波中海油船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陈赟 chenyun2@cnooc.com.cn 0574-87348275

57 中海油温州能源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李书婷 lisht7@cnooc.com.cn 022-2580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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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海油发展（珠海）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程宁宁 chengnn2@cnooc.com.cn 0756-6278532

59 中海油能源发展珠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程宁宁 chengnn2@cnooc.com.cn 0756-6278532

60 深圳中海油能源发展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赵晨妤 zhaochy1@cnooc.com.cn 0755-26022066

61 中海石油葫芦岛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刘丽 liuli46@cnooc.com.cn 0429-6660388

62 海洋石油阳江实业有限公司 裴谦有 peiqy@cnooc.com.cn 0662-2285760

63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配餐服务分公司 李玲 liling@cnooc.com.cn 022-66918065

6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配餐服务分公司 丁松杰 dingsj2@cnooc.com.cn   0532-80983151

65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配餐服务分公司 董小红 dongxh2@cnooc.com.cn 0759-3901134

66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配餐服务分公司 黄诗 ex_huangshi@cnooc.com.cn 0755-26023457

67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惠州配餐服务分公司 黄诗 ex_huangshi@cnooc.com.cn 0755-26023457

68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配餐服务分公司 王冠豪 wanggh36@cnooc.com.cn 021-22833361

69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玲 liling@cnooc.com.cn 022-66918065

70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黄诗 ex_huangshi@cnooc.com.cn 0755-26023457

71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宣汉分公司 李玲 liling@cnooc.com.cn 022-66918065

72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王冠豪 wanggh36@cnooc.com.cn 021-22833361

73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沧州分公司李玲 liling@cnooc.com.cn 022-66918065

74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董小红 dongxh2@cnooc.com.cn 0759-3901134

75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河西区分公司 李玲 liling@cnooc.com.cn 022-66918065

76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黄诗 ex_huangshi@cnooc.com.cn 0755-26023457

77 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白雅男 baiyn@cnooc.com.cn 022-669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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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湛江南海西部物资分公司 莫晓虹 ex_moxh@cnooc.com.cn 0759-3900740

79 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周建华 zhoujh@cnooc.com.cn 021- 22833203

80 中海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杨硕 yangshuo3@cnooc.com.cn 022-25808421

81 中海石油（龙口）基地物流有限公司 侯擎 houqing@cnooc.com.cn 0535-8838006

82 中海油（绥中）油田基地物流有限公司 谭超 tanchao@cnooc.com.cn 0429-3710076

83 中海石油（惠州）物流有限公司 傅楠 ex_funan@cnooc.com.cn 0752-5951326

8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基地分公司 傅楠 ex_funan@cnooc.com.cn 0752-5951326

85 中海油（舟山）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杨凯 yangkai4@cnooc.com.cn 0580-8011950

86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 钟 山 zhongshan@cnooc.com.cn 022-25801730

87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 邹子龙 zouzl@cnooc.com.cn 022-25804081

88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 朱媛媛 zhuyy@cnooc.com.cn 022-25807821

89 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李兆来 lizhl34@cnooc.com.cn 0756-6967002

90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聂花艳 niehy2@cnooc.com.cn 022-25809437

91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 玥 zhaoyue@cnooc.com.cn 022-25803142

92 天津市中海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汤志茹 tangzhr2@cnooc,com.cn 022-25801505

93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冷能利用分公司 杨琪 ex_yangqi@cnooc.com.cn 0756-6312624

9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冷能利用研究所 杨琪 ex_yangqi@cnooc.com.cn 0756-6312624

95 中海油工业气体（珠海）有限公司 赵玉敏 zhaoym18@cnooc.com.cn 0756-6271587

96 中海油工业气体（宁波）有限公司 韩浙 ex_hanzhe@cnooc.com.cn 0754-26868718

97 中海油(山西)贵金属有限公司 郑焱 zhengyan9@cnooc.com.cn 0354-85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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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毛冬 maodong@cnooc.com.cn 1380717604

99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海鹰 shenhy2@cnooc.com.cn 0519-85856392

100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毛登湘 maodx@cnooc.com.cn 0519-88063578

101 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李家锋 lijf1@cnooc.com.cn 0519-88063558

102 国恒信(常州)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苏春海 suchh2@cnooc.com.cn 0519-83299369

103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环境工程技术分公司
王臣 wangchen3@cnooc.com.cn 021-22833311

104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海铠防腐工程技术分公司王臣 wangchen3@cnooc.com.cn 021-22833311

105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海洋工业防护技术分公司王臣 wangchen3@cnooc.com.cn 021-22833311

106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赵杨 zhaoyang14@cnooc.com.cn 022-26689328

107 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任宏伟 renhw3@cnooc.com.cn 022-26689327

108 天津海化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陈熙 chenxi15@cnooc.com.cn 022-26689335

109 中创新海（天津）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何逸钧 heyj4@cnooc.com.cn 022-26689269

mailto:maodong@cnooc.com.cn
mailto:shenhy2@cnooc.com.cn
mailto:maodx@cnooc.com.cn
mailto:lijf1@cnooc.com.cn
mailto:suchh2@cnooc.com.cn
mailto:wangchen3@cnooc.com.cn
mailto:wangchen3@cnooc.com.cn
mailto:wangchen3@cnoo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