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部分采购商列表

序号 主营业务 联系人姓名 职务 公司网址

1

林德大中华区的总部位于上海，业务足迹覆盖
华北、华东、华南以及西部地区。是国内领先的
工业气体和工程公司之一，在化工、石化、冶金、
制造、电子、食品和医疗等行业，与众多客户建
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以高质量的技术、服
务和解决方案，助力客户取得更大的成功。

2

贝克休斯公司(Baker Hughes)是美国一家为全
球石油开发和加工工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大型
服务公司，在美国500强企业福布斯排名135，
销售额214.1亿美元，利润13.11亿美元。

3

佛兰克油田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海
上油田服务，是大型油田服务公司佛兰克集团
在中国的子公司

4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总
部位于荷兰海牙和英国伦敦
它是国际上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的
生产商。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总
部位于荷兰海牙和英国伦敦
它是国际上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的
生产商。

5

6

惠生集团是以能源化工服务为主的多元化集团
公司，主营业务为工程服务、海洋工程及化工新
材料，全球化布局已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东、非
洲、北美、南美、欧洲等地，涵盖陆上能源工程服
务，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和下游化工新材料发展，
致力于为不同地区的跨行业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和高品质产品。

7

总部设在德黑兰，代表政府主管石油工业各方
面的业务活动。公司下设6家子公司，分别为伊
朗国家海洋石油公司、钻井公司、油轮公司、石
油产品公司、卡拉有限公司和国家石油工程与
开发公司。另外还有一家附属于伊朗国家石油
公司的Naftiran国际贸易公司。

8

（Statoil ASA）于2007年由原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Statoil）和挪威海德罗公司（Norsk Hydro）油

气部门合并而成的世界大型石油企业，是北欧
最大的石油公司和挪威最大的公司。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原油净销售商之一和欧洲大陆天然气
的主要供应商，挪威国家石油在9个国家经营
2000座加油站。

9 油、气田勘探及开发技术服务大型跨国公司

10

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之
一，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拉蒙市（San Ramon）
并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有业务。其业务范围渗
透石油及天然气工业的各个方面

埃克森美孚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上市
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爱文市。在全球
拥有生产设施和销售产品，在六大洲从事油气
勘探业务。

11

 吴晓曦 应用总监 www.linde.com.cn

张瑞 首席技术支持
专员

www.societe.com

总经理常伟超 www.franksinternational.com

高级采购
全球运作经理

赵淳 www.shell.com.cn

壳牌中国
副总经理

王威 www.shell.com.cn

资深设备
采购工程师 

刘荣威 www.wison.com

国家经理
（中国）

李勇军 www.exprogroup.com

中国区总经理Walter Perez www.chevron.com

副总经理Martin Wu  www.mobiloil.com.cn

中国办事处
总经理

Maziar Hojjati www.nioc.ir/portal/home

国家经理
（中国）

 Marc Courtemanche www.statoil.com

海外油气公司驻华机构VIP买家邀请名单(100家)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林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贝克休斯（中国）油田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佛兰克油田服务有限公司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北京代表处

挪威国家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办事处

英国艾斯普罗集团北京办事处

雪佛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第7届国际油气化工装备买家见面会暨展会
7th Interna�onal Oil, Gas and Chemical Equipment Meet the Buyer Conference & Exhibi�onOIL & GAS MEET THE BUYER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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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石油平台和海底管线工程、海洋、河流工程
、液化气储运工程等

13
成立于1920年，是美国跨国公司，综合性石油垄
断企业，公司总部在洛杉矶。主要经营石油和天
然气、化学产品、煤炭和农业等方面的业务。

14

意大利埃尼集团是意大利政府为保证国内石油和
天然气供应于1953年2月10日成立的国家控股公司
，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阿吉普公司，即意大利石
油总公司。是世界第七大石油集团公司之一。

15

迈克德莫特国际公司创立于1923年，总部位于
美国德州休斯顿，全职雇员31,900人，是一家为
全球油气行业上游领域提供工程、采购、施工、
安装（EPCI）和模块制造服务的公司。

16
印度Reliance集团是印度最大的商业公司之一，
Reliance集团经营范围包括石化产品、合成纤维、
纤维中间体、纺织品、石油和天然气、精炼和销售、
电力、电信和信息产业、金融服务和保险等。

17

伍德集团（Wood Group）全称为约翰伍德集团有限
公司，它是一家总部位于苏格兰阿伯丁的跨国能源
服务公司。伍德集团为全球能源和工业部门提供一
系列工程，生产支持和维护管理服务。

18
伍德赛德石油公司(成立于1954年，坐落于西澳
大利亚。是一家从事探测、开发和生产石油和天
然气产品的能源公司。是澳大利亚国内第二大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公司，

19

哈里伯顿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为能源行业提供
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之一。为一百多个国家的
国家石油公司，跨国石油公司和服务公司提供
钻井、完井设备，井下和地面各种生产设备，油
田建设、地层评价和增产服务。

20

德希尼布能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工程和技术公
司之一，在液化天然气、氢气和乙烯领域拥有领
导地位，在再生能源和二氧化碳扑捉等领域的
地位不断提高。此外，能源公司将依托强大的项
目交付能力和广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继续成
为行业的领导者。

21
斯伦贝谢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休斯顿、巴黎和海牙，在全球140
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BP由前英国石油、阿莫科、阿科和嘉实多等公
司整合重组形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石化
集团公司之一。22

 Jasmine SHEN 采购主管 www.bouygues.com

刘红亮 项目经理 www.oxy.com

中国区总经理Gianni Di Giovanni eni.com

亚太区总经理E C Leong www.mcdermott.com

中国区总经理Sabyasachi 
Mohapatra 

www.ril.com

执行总监 任宇 www.woodplc.com

采购主管Betty CHANG technipfmc.com

供应链主管 Wei Leang Tan www.slb.com

海外项目
副主任

中国区采购主管 www.bp.com

中国区总经理 Kristine Leo www.woodside.com

钻井国家经理唐欢 www.halliburton.com

序号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法国布依格海洋工程公司
中国代表处

美国西方中国公司北京代表处                                                         

意大利埃尼集团北京代表处

迈克德莫特国际公司中国代表处                                                     

印度Reliance集团上海代表处                                                                 

伍德集团上海代表处

 伍德赛德石油公司北京代表处

哈里伯顿（中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德希尼布FMC公司上海代表处

斯伦贝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BP中国（英国石油公司）

23

中国研发中心是GE多个业务集团中国和亚洲
采购团队的总部。采购团队致力于发展中国及
亚洲的供应商，并应用GE的各种资源，包括设
计、机械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帮助供应商
更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产品质量和整体技术水
平，从而促进GE在中国和亚洲的采购增长。

 Alan Zhou 供应链主管 ge.com/power通用电气（中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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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道达尔（Total）是全世界第四大石油及天然气
一体化上市公司，业务遍及全球130余国家，涵
盖整个石油天然气产业链，包括上游业务（石油
和天然气勘探、开发与生产，以及液化天然气）
和下游业务（炼油与销售，原油及成品油的贸易
与运输）。

25

通用电气（GE) 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服
务和金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多元化企业，致力
于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GE的产品和服务
范围广阔，从能源、石油天然气、水处理、航空、
医疗、运输系统、家电、照明，到金融，客户遍及
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30多万员工。

26

该公司的主要活动是为海上能源行业提供浮动
生产解决方案的设计，供应，安装，运营和延长
使用寿命。 该公司在租赁浮动生产系统方面处
于市场领先地位。

27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是一个有多年历史的
综合国际石油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公
司和世界第六大石油炼制商，业务遍及沙特王
国和全世界。它主要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生产、
炼制、运输和销售等业务，拥有世界最大的陆上
油田和海上油田。

28

福斯早在1988年就进入中国市场，是最早在中
国投资建厂的国际润滑油公司之一。经过20多
年的发展，福斯中国已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研
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全面体系的规模企业

29

德西尼布化学拥有约15,000名员工是全球最大
的工程技术公司之一，在LNG，氢和乙烯方面处
于领导地位，并且在可持续发展和二氧化碳管
理方面的市场地位不断增长。

30
高恩可以为海上和造船项目提供各种技术解决
方案，专注于项目完成，预调试，调试，制造和维
护服务。

31

思伯曼为上游，生产，运输，炼油及相关行业的
油气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在
全球范围内提供工程机械和旋转设备的维修和
升级，油田和钻井设备的维修和认证，备件的快
速原型制作，包括强大的资产管理和现场工程
服务。

32

为该行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公司数量众
多，但艾默生独占鳌头。该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
一个关键设施已经开放，创建了一个全面的勘
探和生产软件组合。

NOV 提供钻井技术、井筒技术和完井方案。该公
司在全球拥有逾 200 亿美元资产和 3.7 万名员
工。该公司的创新解决方案已经在世界各地找
到了现成的市场，但 NOV 在中东地区的钻头、
扩孔和取芯业务继续取得成功。该公司刚刚与
常规合作伙伴沙特阿美 ( Aramco ) 签署了一项
重大合资协议，将建立一个钻机制造设施。

33

 William Zhao 中国区主席 www.total.com

高级项目
采购经理

 李冀 www.ge.com

中国区总经理Srdan CENIC www.sbmoffshore.com

供应链总经理 Paul Poon www.saudiaramco.com

供应链总监Anne Yu www.fuchs.com.cn

中国区
采购经理

Chris Yang www.spmoilandgas.com

中国区
副总经理

Julmy Zhou www.emerson.com

亚太区经理 Jeremy Jones www.nov.com

采购工程师 LupSan W. www.technipenergies.com

中国区副总裁 Steven Studebaker www.coens.com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道达尔（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GE(中国）有限公司

SBM Offshore 中国上海办事处                           

沙特阿美亚洲有限公司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德希尼布化学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COENS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

思伯曼SPM上海分公司

艾默生电气公司

国民油井华高石油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34

施耐德电气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专业致力
于电气工业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实
力，输配电，工业控制和自动化是施耐德电气携
手并进的两大领域。

35

德国西门子利用其创新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
其数字业务在石油领域的发展。该公司将斥资 
5 亿美元在全球建立 MindSphere 应用中心，数
据专家和工程师将与西门子客户合作开发数据
分析和机器学习应用程序，与成立的联盟为油
气行业提供网络安全援助。

 Zhang R. 供应链副总 www.schneider-electric.cn

 Jingtao Zhan 中国区
副总经理

www.siemens.com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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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威德福公司已经向美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国际
公司出售了 31 个陆地钻井平台 ( 第 15 个新平
台 ) ，包括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
业务。美国创纪录的产量帮助该公司总收入增
长 6%，至 15 亿美元。

37

ABB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其运营专家和数据
分析技术池连接起来。这项基于云的服务根据
各种指标来衡量工厂的绩效，包括启动时间和
运营商干预措施。ABB 收购通用电气工业解决
方案公司，证实了它在电气化领域的领先地位。

38
威尔泰的业务基础是为客户提高采收率，提高
油井效率。作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它在整
个中东地区都有存在。

39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在全球工业自动化动
力、控制与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占据领先
地位。罗克韦尔的 ConnectedProduction 是一
个连接生产设备、设备和系统的数字油田解决
方案。

40

总部位于英国的 Penspen 在阿联酋拥有重要
业务，该公司已在阿联酋运营了 40 年。该公司
提供工程和管理服务，并在管道工程方面具有
专业知识。该公司已从 ADNOC 赢得数个陆上
和海上项目管理合同。

41

阿布扎比的AlMansoori去年达成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交易，从肯尼亚的一个早期生产设施项目，
到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定向钻井协议。此
外，该公司还与ADNOC在岸业务等行业巨头签
订了合同。该公司提供套管井和裸眼数据采集
服务，包括随钻测井，这是一种地层评价技术。

42

伦敦上市的 ADES 国际控股公司是一家石油和
天然气钻探生产服务提供商，提供海上和陆上
合同钻探，以及修井和海上移动生产单元服务。
该公司斥资 2.87 亿美元收购了 Weatherford 
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的陆上钻
井平台。

43

法国电缆解决方案领导者 Nexans 在 40 个国家
拥有 25000 名员工。该公司为阿布扎比海岸附
近的 Nasr 二期全油田开发项目的第二批提供
电缆，该公司还在墨西哥湾的疯狗油田与英国
石油 ( BP ) 合作。

今年，KCA Deutag 以 6.6 亿美元收购了陆上钻
井承包商Dalma Energy在阿曼和沙特的业务，
在全球又增加了46座陆上钻井平台。在阿联酋、
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也有业务。该公司还与 
Equinor 在挪威北海的5个钻井平台签署了一
份海上钻井合同，价值高达 8 亿美元。

44

中国区总裁李书团 www.weatherford.com

周斌 social.abb/website

技术总监

中国和北亚
供应链副总

王绪建 welltec.com

大中华区副总 Ian Shih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

亚太供应链
主管

Mohamed Al Hegawy investors.adihgroup.com

亚太区总经理Jeremie Cuvelier www.nexans.com

高级钻井师向涛 www.kcadeutag.com

首席技术
支持专员

罗洋 www.penspen.com

亚太业务
拓展经理

金莎 www.almansoori.biz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威德福（中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Penspen能源服务公司

AlMansoori工程服务公司

ADES国际控股集团

耐克森（中国）线缆有限公司

KCA Deutag钻井公司

45
SPX在伊拉克巴士拉的合资企业 SPX FLOW & 
WTE Energy Industrial Services 为伊拉克的
油气、工业和电力客户提供旋转和静态设备支
持。

46

霍尼韦尔在油气行业中是下游工业的一头巨兽
，提供一系列旨在提炼和石化产品的尖端技术。
但它的许多创新对勘探开发运营商同样重要。
该公司最近在迪拜开设了一个卓越的网络安全
中心来支持该行业。

47

霍尼韦尔三大业务集团均已落户中国，旗下所
辖的所有业务部门的亚太总部也都已迁至中国
，并在中国的20多个城市设有多家分公司和合
资企业。目前，霍尼韦尔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约10
亿美金，员工人数约12,000名。

 Billy Zheng 全球系统
供应链主管

www.spxflow.com

孙参 上海分公司
总经理

www.uop.com

战略采购副总金鑫 www.honeywell.com

斯必克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SPX中国独资公司）                          

霍尼韦尔UOP中国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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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对运营商来说，最昂贵的问题之一可能是管道
和基础设施的腐蚀。该公司的油气解决方案涵
盖了海底、海上平台、船舶和管道等具有挑战性
的环境。

49

Glasspoint 利用阳光产生蒸汽以提高采收率 ( 
EOR ) 的技术，正在阿曼的阿迈勒油田取得成
果。该公司与 PDO 合作建设的一座吉瓦的米拉 
( Miraah ) 太阳能发电厂已在该油田投产。前四
个区块 ( 最终总数为 36 个 ) 的总容量超过 100 
兆瓦，每天输送 660 吨蒸汽。Glasspoint 希望通
过其解决方案渗透到其他市场。

50

科威特石油公司与 Tendeka 签订合同，使用流
入控制装置 技术，通过对科威特水平井进行更
有效的油藏管理来提高产量。ADNOC在岸和 
PDO 也已授予 Tendeka 使用其流入控制技术
的合同，包括 FloSure 自主 ICD。ADNOC将在阿
布扎比的油田部署 FloSure 自主 ICD。

51 勘探，油田开发，油气生产，市场营销和运输，以
及油田的收购，石油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52

HESS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独立能源公司，从事
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是一家领先的页岩油
气生产商，深水开发和生产的领导者，也是一家专
注、高影响力的勘探商。拥有高等级、重点投资组合
包括圭亚那近海、墨西哥湾深水区、北达科他州的
巴肯页岩和马来西亚。

53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是一家跨国能
源公司，成立于1975年8月30日，是委内瑞拉最
大的国有企业，也是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石油
企业。公司在国内外从事作业和商业经营

54

科威特石油公司是科威特的国家石油公司，总
部设在科威特城。科威特石油公司的活动集中
在石油勘探、生产、石油化工、炼油、销售和运输
方面。科威特石油公司生产的原油约占世界原
油总量的7%。

ADNOC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生产商之一，业务
范围包括勘探、生产、储存、炼油和分销，以及各
种石化产品的开发。

ADNOC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生产商之一，业务
范围包括勘探、生产、储存、炼油和分销，以及各
种石化产品的开发。

55

 Ferran Bueno www.jotun.com

项目高级主管

亚太区副总

 Alec Hart www.glasspoint.com

总经理 化京衡 www.tendeka.com

驻华分析师Eglee Karina 
Carrillo Rivas 

www.petrocedeno.com

中国区经理Ahmad Al Sallal www.kpc.com.kw

经理黄祖西 adnoc.ae/adnoc-onshore

石油和能源
专家

朴世钊 www.petrokazakhstan.kz

CEO吕超 www.hess.com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佐敦中国            

 Glasspoint玻点太阳能设备
(深圳)有限公司

Tendaka集团           

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                     

HESS CORPORATION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科威特国油中国公司

ADNOC陆上

56

57

ADNOC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生产商之一，业务
范围包括勘探、生产、储存、炼油和分销，以及各
种石化产品的开发。

58

卡塔尔石油公司（QP）是一家国有公共公司。它
负责卡塔尔国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所有阶段。
主要活动是勘探、生产、在当地和国际上销售原
油、天然气和液化气、精炼产品、合成燃料、石化
产品、燃料添加剂、化肥、液化天然气、钢铁和
铝。

59

俄罗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石油行业的领导者，
也是全球最大的公共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俄罗
斯石油公司主要从事油气田的勘探和评估，石
油、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析油的生产，海上油田开
发项目，原料加工，在俄罗斯境内外销售石油、
天然气和精炼产品。

吴胜金 钻机主管 adnoc.ae/en/adnoc-drilling

李勇 高级应用
工程师

www.adnoc.ae

采购胡世津 www.qp.com.qa.

Galina Wuttke www.rosneft.com亚太办处事处
副总

ADNOC钻井                                                                                

ADNOC集团

 Qatar Petroleum

Rosn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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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成立于1953年
10月3日，也被简称为巴西石油公司，是一个以
石油为主体、上下游一体化跨国经营的国家石
油公司。

61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能
源公司之一，其主要业务线是地质勘探、生产、
运输、储存、加工和销售碳氢化合物，以及生产
和销售热能和电力。

62

Maharatna ONGC是印度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
生产商。原油是IOC、BPCL、HPCL等下游公司生
产汽油、柴油、煤油、石脑油、食用气-LPG等石油
产品的原料。ONGC是一家综合能源公司，业务
涉及油气价值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部门、液化
天然气、发电、石化和增值产品。

63

是世界上领先的垂直一体化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之一，主要业务是勘探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生
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以及销售这些产
品。卢克石油公司拥有现代化的炼油厂、天然气
加工厂和石化厂，这些工厂位于俄罗斯、东欧和
西欧、近郊国家。

64

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天
然气生产商。主要从事天然气和液态烃的勘
探、生产、加工和销售，并有20年的俄罗斯石
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经营经验。

65
Aker Solutions ASA是一家位于奥斯陆的工
程公司，提供石油、天然气和海上风电等所需
的产品、系统和服务。该公司成立于1841年

阿曼石油发展公司（PDO）是阿曼大型的勘探和
生产公司，为阿曼提供大部分的原油生产和天
然气供应。公司由阿曼政府、壳牌集团、道达尔
公司和Partex公司共同拥有。气田和加工厂由
PDO代表政府独家经营。

66

中国区总裁Roberto Barbieri petrobras.com.br

中国区项目
拓展主管

Ekaterina Antonova www.gazprom.com

中国区总经理 Alif Musa www.novatek.ru

采购工程师余强 www.akersolutions.com

工程监事冉起东 PDO.Oman

总工程师张振飞 www.ongcindia.com

中国区
OEM主管

Sultan V. www.lukoil.com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Petrobras

 Gazprom China

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 Ltd

卢克石油 (中国) 有限公司

Novatek                        

Akersolutions                                    

Petroleum Development Oman

67
PT Pertamina (Persero)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
国有企业，在印度尼西亚从事综合能源业务。
Pertamina成立于1957年12月10日，在上游、
中游、下游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50多年的经验。

68

嘉能可斯特拉塔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大宗商品
交易巨头。成立于1974年，总部设于瑞士巴尔，
是全球范围领先的商品的生产商和经营商。嘉
能可成立初主要从事于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
实物营销，其后不久扩展到矿物、原油及石油产
品等领域。

69

贡渥于 2000 年成立，在公司经营策略上向上
游、中游和下游部门的资产加大投入，为国际化
发展搭建了平台。今天，贡渥在协助全球能源商
品市场的平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集团从 35 
个国家采购原油和成品油，行业资产值超过 20 
亿美元，遍布亚太、美洲、中东以及欧洲地区。

70
贝斯敏多集团在1991年于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成立，为国际钻井承包商的扩张和业务发展提
代工具产品。

71
挪威Dolphin钻探公司是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领先的恶劣环境钻探承包商。

Frank li 国家经理 www.pertamina.com

张楠竹 项目经理 www.glencore.com

总经理陈美玲 www.gunvorgroup.com 

邱守博 www.besmindo.com

工程监事

运营经理

Michael Gall www.dolphindrilling.com

PT.Pertamina (Persero) 

Glencore

贡渥集团中国分公司

贝斯敏多集团深圳分公司

挪威Dolphin钻井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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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于1938年，是墨西哥
政府将控制在美、英等国的17家石油公司收归
国有后，所建立的一体化国家控股公司，也是墨
西哥最大的石油和化工公司。

73
开发、开采、销售石油及相关产品的合资企业。
Tengizzevroyil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石油开采
企业。

74 道达尔是一家广泛的能源公司，生产和销售燃
料、天然气和电力。

75
雪佛龙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各个方面，包括油
气勘探和生产；炼油、营销和运输；化学品制造
和销售；以及发电。

76 Tarbagathai Munai公司从事地质调查、建筑勘
测、工程地质技术勘测、通信勘测和水压试验。

项目经理陈官明 www.pemex.com

首席采购官Steve Freeman www.chevron.com

副总经理周广胜 tbmunay.com

信息负责人郭雷 www.tengizchevroil.com

中国区总裁Francois Issard www.total.com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墨西哥石油公司驻中国办事处            

田吉兹雪佛兰石油公司

道达尔中国代表处

雪佛龙中国分公司

"塔巴加泰穆奈"地球物理
中国分公司

77 石油的开采，初加工和销售

78 Petrofac是国际油气行业的油田服务提供商。

79 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

石油管道运输
80

项目经理Humphry Lui www.petrofac.com

专家沈仁甫 kgm.kz/en

石油检验监理
工程师

Axakalov Talgat www.kcp.kz

董事会成员邓元忠 www.kbm.kz"卡拉扎尼巴斯穆奈"石油公司

"Petrofac"油气公司

"卡兹戈尔穆奈"石油公司

哈中管道运输有限公司

81
“肯泰克”股份公司在俄罗斯市场上是主要过滤

器,压缩机和液压设备得制造商。

82
ERIELL是一个国际油田服务集团，为俄罗斯联
邦、中亚、南亚和中东的领先油气公司提供钻井
和修井服务。ERIELL集团拥有由70多支最新钻
井单元组成的船队，从移动钻井单元到起重能
力超过600吨的超重型钻机

83

Enter Engineering是一家专业从事乌兹别克
斯坦境内油气项目建设的现代化，充满活力的
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1年。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
内，它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建设
市场公认的领导者之一。 

曾云双 专家 www.kentech.com

 Sergey Kim 中国区代表 www.eriell.com

项目控制和
协调专家

Samandar Yuldoshev www.ent-en.com

“肯泰克”集团公司

埃里尔油田服务有限公司

"ENTER" 工程中国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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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管道、机械辅助设备、备件、压缩机、阀门、执行
器、泵和各种其他管道项目的所有等级的钢材。

85

SBM离岸公司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为海上能
源行业提供浮动生产解决方案。该公司在目前
交付的租赁浮动生产系统方面处于市场领先地
位，目前有多个机组正在运行，在该领域具有无
与伦比的运营经验。本公司的主要活动是为海
上能源行业提供的设计、供应、安装、运营和浮
动生产解决方案的延长寿命。

86 Integra集团是提供石油服务和生产专门的碳
氢化合物生产设备。

87

作为全球领先的建筑解决方案提供商，在成为
零 碳 公 司 的 道 路 上，拉 法 基 霍 尔 金 提 供 了
ECOPact等全球解决方案，实现了碳中和建
筑。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循环利用废物的领导
者，通过其领先的循环水泥Susteno等产品，
将废物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来源。

88
Cryogenmash是俄罗斯最大的制造空分技术
和设备，提供工业用气以及开发综合解决方案
来处理伴生气，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公司。

主管Javohir K. K. www.petropipefze.com

工程师郭慰 www.lafargeholcim.com

工程师茌平爱 cryogenmash.ru

首席规划师汪锦刚 www.sbmoffshore.com

区域经理
（中国）

段大卫 integra.ru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石油天然气管道中国分公司

 SBM离岸公司           

因泰格拉公司

拉法基·霍尔西姆公司

俄罗斯深冷机械制造股份公司   

89 西布尔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体化油气化工公司，
也是全球油气化工最具活力的公司之一。

90
YAMALLNG是一个包括天然气生产、液化和运
输在内的综合性项目。本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
产能约16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厂，以南坦贝
油田为资源基地。

91
我们是KT-动力学技术(KT)，一个高度专业的炼
油领域的EPC承包商，是梅尔泰克尼蒙特集团
的一部分，主要在烃类领域（石化、化肥、油气精
炼）的工厂工程领域的国际领导者。

西屋电气公司是美国主要电气设备制造商生
产者工厂。主要业务领域涉及发电设备、输变
电设备、用电设备和电控制设备、电子产品等
门类共4000多种产品。其中，以发电设备、输
变电设备尤具特色，从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享
誉世界。

92

材料支持marcelino agustin www.oilcareer.ru

KT二级代理常晓芳 www.kt-met.com

执行总监Phil Zhang www.westinghousenuclear.com

执行董事Mariya Voronkevych www.sibur.ru西布尔国际贸易中国上海分公司

   南坦贝液化天然气

 KT-动力学技术             

瑞士西屋过程控制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处

93
亚什兰集团为全球100多个国家提供特种化学
品、技术和创新理念，帮助客户创造改良的产品
，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亚什兰化
学品应用从建筑涂料、汽车、建筑、能源、到制药
等领域。

94

哥伦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于1951年，是一家
完全由国家控股的综合石油公司，主要业务范
围包括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管线建设和石油
炼制等。下设勘探开发、运输、炼油和市场销售、
国内贸易和天然气等15个部门。

95

伊朗海上工程建设公司（IOEC）是最早的伊朗
海上总承包商之一。该公司能够为管道铺设和
其他项目提供完整的工程，采购和制造，安装
和调试功能，可以为国内外的海上和陆上项目
提供服务。

Dominic Seto 中国区副总 www.ashland.com

陶维阳 专家 www.ecopetrol.com

驻深圳主管 Philli Chen www.ioec.com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哥伦比亚国家石油公司驻京办事处

伊朗海上工程建设公司驻
广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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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Novel Energy Ltd.是一家致力于通过提供创新
的产品和服务来提高能源效率的企业。

97
美国德士古公司美国大型石油公司之一。在32
个国家勘探石油，在18个国家开采石油，在130
多个国家销售石油产品。

98 萨利姆油田群的开发

99 输油管道系统中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运输服
务等

100 油田化学与技术、油田服务等

北京代表处
副总

Xiangyi Peng www.novelenergylighting.com

经理Lyudmila Q www.transneft.ru

机械主管张建和 molgroup.info/en

上海分公司
经理

 J  L www.texaco.com

运营团队
负责人

Sergey Antipenko salympetroleum.ru

采购商公司名称logo

 Novel Energy Ltd.

 德士古中国公司

萨利姆石油发展公司

俄罗斯“石油运输股份公司”

“摩尔集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