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

3

盖章区（带★号为必盖）
汇川 E1219

★ 杰瑞

E1230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 E1218
渤海钻探 E1350

中石油钻井院 E1325

中石化工程技术研究院 E1365

★中石化 E2001
★ 铁虎 E2100
★冠能 E2218
★ 科瑞 E2210
西部石油
E2010
上海神开 E2020
★
海洋王 E2058
★安东 E2150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2025
东 3 号馆

★ 道森股份 E3660
★ 华荣股份 E3620
★ 陕汽金玺 E3700

巨力 E3252
西 1 号馆：

★霍尼韦尔 W1420

卡特彼勒 W1503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W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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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13

江苏玖尚新材料有限公司 W1708

★石油与装备 W1459
★振威展览会议部 W1451
西 2 号馆：

★立方石油网

W2727

★ 振威出展部

W2545

西 3 号馆：

东 2 号馆

★三一 SANY E3580
★天津立林 E3558
★恒盛泵业 E3318

W1748

天津斯迈利科技有限公司

东 1 号馆

★吉航工业 E1213
★中船重工 E1215

★上海石化展

★上海衡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W3318

武汉鸿鑫钢丸科技有限公司

W3345

深圳潜行创新科技

W3102

天津市精诚高压泵

W3328

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W3213

温州合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W3510

中科华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华孚

W3805

W3030

沈阳中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海工装备
★振威天然气展
★振威管道展

W3545
W3520

W3910
W3910
W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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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1213

模式，实现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共同成长。在与客户的紧密合作下，
我们为其研发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先进的运
营管理与精良的生产工艺，为快速实现客户价值保驾护航。汇川技
术的公司文化将客户和满足客户需求放在首位。我们的产品及解决
方案都将使汇川技术成为您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东 1 号馆

中航工业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086-432-66566165

中航工业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航工业吉航，始建于
1956 年，1958 年建成投产，原隶属于空军，现隶属于中航航空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各型飞机、发动机、机载
设备、机械部附件修理（大修）综保设备及零备件制造，同时具备
从事石油及天然气设备研发、生产、制造及维修的公司，在石油及
天然气设备主要涉及领域为：LWD 随钻测井仪器、进口 FEWD 随钻
测井仪器的维修、保养、标定及改良。
公司现阶段已具备年生产
JH-LWD 随钻测井仪器 30 套、电阻率短节 30 套、伽玛短节 30 套
和中控短节 30 套的能力。产品与国外进口仪器完全兼容。因此公司
在维修备件上完全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现已为中石油、中海油、
中石化等各大油田生产及维修各类随钻仪器 100 余套。

印章区
展位号
E1219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512-62856726
汇川技术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在中国设有 6 个子公司，共有约
1800 名员工。在过去的几年中，汇川技术作为综合产品与解决方案
供应商，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与新能源领域，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驱动与控制技术为基础，以快速为客户提供个性货需求为主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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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1215

印章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电话 :0086-10-8859 800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简称中船重工）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军民
用船舶、海洋工程及船用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集团，拥有 46 个
工业企业，28 个科研院所，21 个控股、参股公司。中船重工拥有我
国目前最大的造修船基地，可承建和坞修 38 万吨超大型船舶在内的
各种民用船舶、海洋工程和水面、水下战斗舰艇以及各种军辅船，
产品出口到世界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科研院所中有 360 多个
专业，3 万多名技术人员，8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50 多个大型实
验室，7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和产品开发能
力。 中船重工高度重视对海洋工程和石油石化装备产业的研发投入。
充分利用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套齐全以及先进的设计和建造条件
等优势，开发出一批质量过硬、使用效果优良的产品，广泛应用于
国内外海洋工程和石油石化装备等相关领域。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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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1230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535-6921338

杰瑞，专注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国际能源公司，中国油气服务
领域市值最大的民营上市公司。15 年油气领域的深耕实践，使我们
在油气田工程建设服务（EPC）、油田工程技术服务、油气田装备
研发制造等业务领域构建了一体化产业优势。分布世界各地的 8 大
研发中心、1200 余名高级研发工程师，让我们的技术与创新从未止
步。杰瑞尖端的装备与技术已在全球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应用，
正激发着客户潜力，帮助他们改变世界能源格局。

印章区
展位号
E1218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086-10-56381688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无人机研制、系统集成、行业
应用研究及系统服务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中航智科技
为行业用户提供无人机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及无人机操纵培训。

中国石油渤海钻探工程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营业务包括：钻井、泥浆、定向井、测井、录井、固井、井下作业、
油气田开发等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技术总包服务。国际市场分布在
委内瑞拉、伊拉克、伊朗、印尼、缅甸等国家，国内市场分布在大港、
华北、新疆、长庆、冀东等油田。公司拥有 2000-9000 米各型钻机
181 部，其中 70 型以上深井钻机 69 部；压裂设备能力近 32 万水马力；
拥有 MWD/LWD 无线随钻测井仪 179 套。具备年钻井进尺 1000 万米，
定向井 2000 口，测井 3000 井次，录井 3000 口，固井 6000 井次，
井下作业及技术服务 10000 井次的施工能力。 公司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

印章区
展位号
E1325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电话 :0086-10-52784902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于 2006 年 9 月 30 日在北京
揭牌成立。担负着钻井高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致力于解决钻井工
程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从而提高我国钻井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主要从事钻井有关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性技术的研究以及新型
钻井技术装备的研发，在钻井技术研究和服务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
和丰富的经验。

印章区
展位号
E1350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印章区

电话 :0086-22-2528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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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36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电话 :0086-10-84988166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是集
团公司及股份公司石油工程业务发展的参谋部、石油工程高新技术
研发中心和国内外石油工程技术支持中心。主要从事石油钻井、完井、
测井、录井、测试、储层改造及海洋石油工程等专业技术的发展规划、
攻关研究、产品研发、推广应用工作。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前身可
追溯至 1965 年成立的地质部石油钻探技术研究队。经过五十年的技
术积累和发展，已成为石油工程领域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先后承
担并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500 余项，取得重要科技
成果 400 余项，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92 项，申请国家专利
358 项、国外发明专利 6 项，制订了数十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石油
工程技术研究院现有教授级高工 49 人、高级职称人员 180 人；硕士、
博士学位员工占 83%，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8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集团公
司高级专家 8 人，集团公司突出贡献专家 9 人，集团公司学术技术
带头人 9 人，外籍专家 3 人。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石油工程技
术研究院通过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培育发展了核心技术、品牌技
术系列，为中国石化实施资源发展战略、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
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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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2001

东 2 号馆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27-52306800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批从事石油机械制造的
企业，创造了一系列辉煌业绩。秉承石油石化优良传统，承接各方
信赖与支持，历经市场洗礼与锤炼，现已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上市公司、中石化唯一的石油工程技术装备研发、制造、技术
服务中心。公司总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拥有第四机械
厂、江钻事业部、沙市钢管厂、四机赛瓦公司、压缩机分公司和机
械研究院等单位，业务涵盖钻井、采油及作业、油气集输工程等领
域，产品包括钻机、钻头钻具、固井设备、压裂设备、修井作业设
备、连续油管作业设备、带压作业设备、井下工具、油气输送钢管、
天然气压缩机、水处理设备等，建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院士
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全国钻采专标委固压设备标准工
作部等，市场覆盖全国各油气生产区域并出口 40 多个国家或地区，
形成产品门类齐全、特色技术优势明显的石油机械装备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体系。公司多次荣获“中国名牌产品”、
“中国驰名商标”、
“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等殊荣。面向未来，公司将坚持“市场是根、
服务是魂、效益是本、合作共赢”的理念，加紧构筑科技创新、品
牌提升、国际经营“三大支撑”，积极推进服务和精益“两个转型”，
努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油工程技术装备企业。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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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2100

★
河北新铁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E2218

电话 :0086-0316-5276970

电话 :0086-317-2616808
铁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是以生产石油钻采设备及配套为主的综合
性石油机械制造企业，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井控装备制造
配套厂家之一。公司建于 2000 年，坐落于河北省任丘市雁翎工业区，
交通非常便利。历经多年的努力和拼搏，已建成集科研、生产和销
售为一体的专业制造企业。公司具备雄厚的科技研发能力；并拥有
完善的油田井控装备的配套生产能力，检测手段齐全，共有机械加工、
热处理、橡胶密封件和检测仪器等生产设备 120 多台套。公司拥有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05 年获得防喷器及防喷器控制装置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公司产品中的防喷器、管汇、套管头、防喷器液压控制装置等四大
系列产品取得了美国石油协会 API 6A、16A、16C 和 16D 会标使用权。
多年来，公司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开拓理念，不但将优质
的产品销往中国各大油田，并进入东南亚、中亚、俄罗斯和南美等
产油区域，并已形成高效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而且充分发挥公
司具有的科研实力优势为中国油田用户该关解决了许多重大的课题。
公司已培养了一支跨学科的高水平科研团队。 公司热忱欢迎与国内
外客户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和
产品。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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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固控设备与钻井废
浆处理设备及系统的公司。GN 冠能固控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
售服务于一体，产品服务于世界 60 多个国家与地区，已形成国内外
知名的固控品牌——GN 冠能固控（GN Solids Control）。冠能固控
通过了美国 API 管理认证，公司产品 70% 出口于国际市场，已销往
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中东，俄罗斯，
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公司专注于钻井泥浆固控设备和钻井废浆处
理设备的创新与研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公司在国际
市场的产品销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市场份额较国内同行有较大的
优势，并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冠能固控是国内较早成功研制出钻屑
甩干机，并成功出口国际市场的中国制造商。冠能固控目前已通过
欧盟 CE 认证，环境安全 HSE 认证，俄罗斯 TRCU 认证，也是国内
连续通过美国石油协会 API 认证次数较多的固控设备制造商。

★
展位号
E2210

印章区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电话 :0086-546-8179179

科瑞集团是一家快速发展的集高端石油装备研发制造、油田一体
化工程技术服务、油田综合解决方案提供与油田 EPC 工程总承包三
位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化企业集团，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第二大油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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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油田所在地，中国母亲河黄河的入海之地，美丽的海滨城市——
东营市。

★
展位号
E2010

印章区
成都西部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较高知名度，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获得了中国石油石
化装备制造业五十强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上海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上海市科技
小巨人企业、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产品等诸多荣誉。公司
目前是中石油的一级供应网络成员单位，是中石化和中海油的网络
采购供应商成员，公司产品目前已出口至美洲、中东、中欧、中亚、
南亚和非洲等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电话 :0086-28-88430828
成都西部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是生产石油钻井固控设备及系统的专
业生产厂家 , 于 2003 年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同时
按 GB/T24001-2009idt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
用指南》及 GB/T28001：2001 等标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生产和制造。
主要产品有砂泵系列、WJQ 系列剪切泵、LW 系列离心机、ZS/Z 系
列振动筛、CS 除砂器、CN 除泥器、QJ 系列一体化清洁器、ZCQ
真空除气器、振动筛筛网、混合漏斗、旋流器、JB/W 系列泥浆搅拌
器、BRE 重晶石回收系统和钻井液固控循环系统。

印章区
展位号
E2020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21-54332841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开股份”
或“公司”）始创于 1993 年；2007 年 9 月，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8 月 11 日，公
司登陆 A 股市场，股票代码 002278。
公司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之一，其产品涉及石
油勘探开发上游到石油产品加工下游，在我国石油化工装备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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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2150

印章区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0086-10-57397788

安东集团成立于 1999 年，总部注册在北京，是国家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2007 年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港股代码：03337）。安
东以油气藏技术为核心，提供油气资源开发全生命周期服务。安东
目前是中国规模领先、市场覆盖全面、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具有
核心人才竞争优势、具有油气田开发全过程服务能力的独立的油田
技术服务公司。安东也一直在努力成为立足于中国的全球领先的油
田技术服务公司。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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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2058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员组成的团队。另外，海默技术与管理精英团队由拥有超大型国际
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国际主流服务公司和高信誉技术咨询公
司工作经历的高学历人才组成，团队行业经验丰富，兼具执行力与
创造力。

电话 :86-755-84358042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一九九五年八月的民
营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开发、生产、销售各种专业照明设备，
承揽各类照明工程项目，股票代码：002724。 公司着力培养高素质
的职业化管理团队和专业化员工队伍，在国内各省会城市及重要城
市设立了 140 多个专业服务中心和 900 余个专业服务部，营销和服
务网络基本覆盖了全国市场，能够对客户的需求、期望和满意持续
地保持敏感，并在 24 小时之内为客户提供高绩效、专业化和敏捷性
的服务。

★
展位号
E2025

印章区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931 8553388

海默科技始创于 1994 年， 2010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办版成功
挂牌上市，简称：海默科技，证券代码：300084。 海默科技总部位
于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国家高新产业开发区，运营中心总部设立在北
京，设备加工中心设立在上海与兰州，研发与服务中心设立在西安
与北京，在国内及世界各地设有分公司与办事处。自 2000 年起海默
科技就走出国门立身于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印度、埃及、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美国等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多国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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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区

★
展位号
E3580

东 3 号馆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电话 :400-010-1318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简称三一石油装备）成立于 2013
年，定位为三一集团能源业务板块的核心之一，目前在北京、长沙
分别设有研发、制造基地。作为集团公司战略转型的新型产业，倡
导互联网思维，强调参与式设计、互动式营销，目前已形成了“压
固增产、钻（修）井口自动化、多功能钻修机、油田钻采环保处理、
高压流体元件及核心泵配”五大系列产品，并通过了 TSG、APIQ1
体系、API 4F/7K/8C 系列产品认证、公司秉承“一切为了客户 一切
源于创新”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提供安全、智能、环保的油田一体
化解决方案，立志为中国石油装备发展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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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3660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百余名。公司形成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率先通过了 I SO9 0 01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7025 实验室认可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认定，并获得了 API spec 7 会标使用权。公司是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战略合作供应商，产品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电话 :0086-512-65435543
道森股份（SH：603800）是主要从事油气钻采井口装置、阀门
及井控设备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 ISO9001、API Q1、
API 6A、API 6D、API 16A、API 16C、API 20B 等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有井口装置和采油（气）树、管线阀门、井控设备和顶驱主轴，
已取得 PR2 认证、TS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道森股份在国内取
得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供应商资质，在相应的主要油田建立
了销售网点，随时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道森股份在过去几年
中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产品出口到美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加坡、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
展位号
E3558

印章区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三合立林工业园
电话 :0086-22-28685858

天津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生产石油、石化机械设备和工具的
科技型企业，下辖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立林螺杆机械
有限公司、天津立林钻头有限公司三个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螺杆钻具、牙轮钻头、扩孔器、PDC 钻头、盾构滚刀、地面驱动地
下抽油泵、以及液压拆装工具、马达实验台等维修检测设备。公司
厂区面积 10 0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近 150 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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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E3620

印章区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21-59999999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荣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无区域性
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22600 万元，是中国防爆电器行业龙头企业。
连续 10 年防爆电气产品销售总额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第一，产品
畅销全国 31 个省市和 40 多个国家，并率先通过 ISO9001、欧洲
ATEX、国际 IECEx、俄罗斯 GOST 体系认证，独家通过 ISO10012
测量管理体系 AAA 认证。

★
展位号
E3318

印章区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317-8223055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国营泊头市齿轮泵总厂，始建于
一九七三年，中国第一台输油齿轮泵诞生地，齿轮泵行业标准制定
单位。恒盛泵业是以研发、制造“恒源”牌容积泵为主的国家二级企业、
中石油物资资源市场 A 级供应商、中石化物资资源市场成员、中通
泵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名牌产品企业。

15

恒盛泵业于一九九七年在泵行业率先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二 OO 三年通过军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二 OO 六年通过了海军装
备质量管理体系二方认证；二 OO 七年国防科工办授予我公司为舰
船用泵研发生产基地、舰船用铸锻件生产基地；二 OO 九年通过了
二级保密资格认证；二 O 一 O 年国家国防科工局授予我公司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完成了总装备部装备承制单位的注册工作，成
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工用泵研制生产基地。

★
展位号
E3700

印章区
辽宁陕汽金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电话：0086-427-8588208

辽宁陕汽金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注册资金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油装备制造基
地，土地使用面积为 866 亩。是一家与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合资
的新能源汽车及大型压力容器企业，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
是陕汽集团在东北、蒙东、山东、河北专用车市场布局的战略支撑点，
担负着突破油田、化工、危化品市场的重任，现已成为东北地区装
备制造业的重点民营企业。

印章区
展位号
E325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086-312-8999999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5 年，26 年专注于索具研发制
造，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制造最专业的索具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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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中国索具行业 " 第一品牌 " 的主导地位。在总部建立了：索具技
术研发索具生产制造索具检测实验三大基地；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河北省吊索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了：中国吊索具的
行业的先锋！世界索具文明的倡导者！索具行业标准的制订者！ 巨
力索具不仅销售索具产品，更重要的是为客户提供吊装技术方案，
解决吊装难题！ 2010 年 1 月 26 日巨力索具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
就了巨力索具产业大发展、快发展，见证了巨力索具迈进成为世界
最好的全能索具制造公司。巨力人：用心建造中国人自己的索具行业，
在中国创造世界的巨力，在世界创造中国的巨力！愿景：做 " 吊索具
大王 "，成为世界先进吊索具的主导者 ! 使命：创造世界上最好的全
能索具，让世界轻松起来！宗旨：以市场为导向 , 以客户为关注焦点，
以创造企业价值为核心！ 战略：依靠自主研发，技术进步，科技创
新、市场创新和严格的精益管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
制造最专业、最好的吊索具制造公司！

印章区

★
展位号
W1420

西 1 号馆
霍尼韦尔

电话 :86-21-28942000
霍尼韦尔在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5 年。当时，霍尼韦尔在上
海开设了第一个经销机构。1973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应中国
政府之邀从十大领域推荐精英企业来华推动两国双向交流，并促进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中炼油石化领域唯一被选中推荐给中国政府
的美国环球油品公司，正是霍尼韦尔旗下的子公司。80 年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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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成为了霍尼韦尔融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作为首批
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跨国企业，霍尼韦尔在彼时开始了一系列的高
品质投资。目前，霍尼韦尔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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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10 亿美金，员工人数超过 12,000 名 .

印章区
展位号
W1503

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Inc
网址 :http://www.caterpillar.com

For over 90 years, Caterpillar Inc. has been making sustainable
progress possible and driving positive change on every continent.
Customers turn to Caterpillar to help them develop infrastructure,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Caterpillar is the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equipment,
diesel and natural gas engines, industrial gas turbines and dieselelectric locomotives. The company principally operates through
its three product segments -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Resource
Industries and Energy & Transportation - and also provides
financing and related services through its Financial Products
seg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aterpillar.com. To connect
with us on social media, visit caterpillar.com/social-media.

展位号
W1363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电话 :0086-21-58850520

海隆赛能致力于开发、生产特种涂料，化学材料，销售自产产品；
防腐保温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在国内长输管道防腐工程的材料供应市场中也占有重要的地
位并受到客户好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工业重防腐涂料和海洋船
舶涂料已经全方位的进入市场。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研发团队 ,
和强大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团队，不乏经验丰富的行业资深专家，为
公司涂料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公司不惜
巨资建立了高规格的研发和检测中心，公司拥有数十项涂料产品国
家发明专利和科研转化项目。 公司非常注重管理体系，通过了挪威
DNV 的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以及英国劳士船级社的管理评审
体系。我公司在 2012 年初同时通过了 ISO14001 和 OHSAS18001
双认证。公司的石油专用管内防腐特种涂料已多年来广泛应用于国
内各大油田及及众多国际油气公司，与美国最先进的涂料、涂层技
术争雄于市场。

★
展位号
W1748

印章区
上海石化展
电话 :010-58236561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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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简称 cippe），是国际石
油石化行业例会，国际展览联盟 UFI 认证的全球最高级别展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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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在北京，秋季在上海举办。cippe 振威上海石化展已成功举
办八届，上届展会有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法国、日
本、新加坡等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0 家知名企业参展，展出面积
38,000 平米。国内外知名企业有 GE、康明斯、三菱电机、实用动力、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威逊连接、氟蒙密封、金齐氟、科瑞集团、
鲁西工业、四川宏华、唐山冠能、上海神开、瑞昌石化、西安科迅、
东海石油装备、乐科节能、费尔过滤、盛唐泵阀、郑州博大、曙光
电缆、江苏武进、新铁虎石油、胜利新大、太重、朗威石油、浙江
久立、华威焊割、中外油气化学产业联盟等。第九届中国（上海）
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将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欢迎您届时参展参观。

印章区
展位号
W1813

天津斯迈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086-22-88956811

成立 50 多年来，Smalley Steel Ring 公司已发展为制造和开发
如下产品的世界领导者： Spirolox 弹性挡圈、 等截面挡圈 和 波形
弹簧。 Smalley 在推出最先进的产品方面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并在
未来的创新中继续走在前列。 在 Smalley，
我们寻求不同的业务方式。
我们的品牌和文化代表着品质、诚信、精确与稳定。 在 Smalley，
我们充满热情地为客户及其业务提供服务。 我们时刻致力于为您带
来理想的解决方案。 Smalley 产品系列包含采用碳素钢和不锈钢为
原料的 10,000 种标准库存零件，以及采用特殊合金或符合客户特定
尺寸的特殊设计产品。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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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W1708

江苏玖尚新材料有限公司
电话 :0086-511-83170708

SunTexx 公司是技术领先的光固化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专业供应
商，在复合材料应用领域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能够在管道保温保
冷外保护，腐蚀防护，管道穿越防腐层保护、储罐泄漏修复、结构
加固等方面，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专业可定制的复合材料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以其出色的防火阻燃抑烟、防腐、耐化学品、耐老化、高
强度等特性，广泛应用于油气储运、海洋、石油化工、电力、航空、
轨道交通、汽车、船舶行业。

★
展位号
W1459

印章区
石油与装备
联系方式：010 58236535 13810213220

《石油与装备》刊物是一本石油技术装备业的综合性刊物。
2009 年成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石油与装备》
报道石油与装备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观念 ; 提供石油
装备制造厂商与石油生产企业信息交流的平台。刊物主要以石油石
化行业的高层管理者、决策者、科技人员及物资采购人员等为重点
读者对象，读者遍布全国各大油田、工程公司、石化公司、科研院
所及装备制造公司。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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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W1451

振威展览会议部
联系方式：010-58236514

振威展览会议部负责策划和组织国际性行业高端综合性论坛、专
业技术交流会、产品采购交流会、产品技术发布会、工业园区投资
洽谈会等。目前项目主要涉及石油石化、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
电池、电子化学品、供热供暖等领域，已成功在北京、上海等地多
次召开行业性论坛，主题涵盖石油产业、装备制造、海洋工程、物
探技术、非常规油气等，深受客户好评，会议品牌形象现已凸显。
会议部立足于为行业高端客户和专业人员提供信息和市场平台，协
助业内人士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学习前沿技术、探讨实践经验和扩
展人际关系。连同振威集团展览项目的强大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
与展览会完美对接，为客户提供高端、高价值的服务。

印章区

★
展位号
W2727

西 2 号馆
立方石油网
电话：010-69945175/13581630352

立方石油网是石油行业的垂直媒体，主要发布石油新闻资讯、
石油商业信息、石油技术动态以及石油会展信息等。目前主要有立
方石油网 www.cubeoil.com、立方石油招聘网 www.cuberoil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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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立方石油微信平台（CubeOil）三大平台。其中立方石油网为石
油行业知名的专业性媒体，立方石油网微信平台为石油行业关注度
最高，粉丝活跃性最强的专业性平台，目前已经有 50000+ 的粉丝
数量，每天的文章点击率在 10000+。
目前立方石油网提供网站及微信平台的广告服务、品牌树立及网
络营销服务、高端油气猎头服务、油气专业翻译服务、油气技术调
研及咨询、国外新技术引进服务等。

★
展位号
W2545

印章区
振威出展部
电话：010-58236583

网址：www.vippe.cn www.zhenweiexpo.com
振威集团出展部以帮助行业客户开拓海外市场为己任，为企业提
供海外展会交流平台，协助企业迅速提升海外知名度及产品认知度。
经过振威员工十几年的努力，我们不仅将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
备展览会（CIPPE）发展为全球最大石油展，更积累了大量的客户
资源，同国际各大展会主办方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我们依托专业的
组展团队，多年的办展经验，必将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出国参展
服务。
振威集团出展部已成功组织国内企业参加伊朗石油展、俄罗斯石油
展、英国石油展、美国石油展、巴西石油展、加拿大石油展、哈萨
克石油展、沙特石油展、迪拜石油展、越南石油展、泰国石油展等
国际知名石油展会。同时，振威集团出展部已经成功开拓了建材、
照明、工业机械、管道泵阀、环保水处理等其他行业领域的展会。
振威集团出展部，打造海外组展第一品牌！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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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W3318

切丸、 高碳钢丝切丸、 棱角钢砂生产厂家。

西 3 号馆
上海衡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 :86-21-64718118-4525

上海衡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
研究所的船舶减摇专业，于 2013 年 8 月转制而成。公司加工车间及
试验室逾 8000 ㎡，各类加工及试验设备价值数千万元。公司现有员
工 130 余名，其中设计人员近 50 名，80% 以上为硕士以上学历。
公司专注于船舶设备和海工装备的设计和生产。其中海工装备的主
力产品是海洋平台升降系统，可广泛应用于自升式钻井平台、生活
平台、风电安装船、抛石整平船等各类自升式平台。

印章区
展位号
W3102

电话 :0755-26407202
深圳潜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水下机器人研发的高科技
企业，核心团队多年从事水下运载器研究，有丰富产品开发经验。
潜行创新致力于成为全球水下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面向水下探
测与拍摄的新兴市场，向客户提供智能、便携、一体化的产品解决
方案。产品和设备能够用于水产养殖监测、水库大坝巡检、科考探索、
潜水娱乐、海钓娱乐和海岛旅游等市场。

印章区

印章区
展位号
W3345

鸿鑫钢丸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086-10-82388888

武汉鸿鑫钢丸有限公司 简称”鸿鑫钢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是华中地区专业生产各种钢丸，钢丝切丸和钢砂的生产厂家。公司
创始人陈群芝女土历任公司总经理 16 年来，一直专注于钢丸的生产
与销售，为八百多家企业提供钢丸解决方案和服务支持，深受客户
的依赖，发展至今，公司已拥有专门的技术团队，生产团队和销售
团队，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为现在的几十人团队，公司销售网络已
铺向全国各地，在整个华中地区行业市场极具影响力。 鸿鑫钢丸－
你身边最专业的防腐除锈专家。 专业生产－合金铸钢丸、 高锰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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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潜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W3328

天津市精诚高压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2-88823668\022-88823669

天津市精诚高压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坐落于有
着”环渤海经济中心”之称的津南区双港工业园内。始终致力于高
压柱塞泵、高压水射流设备以及专用机械的技术创新和研发。精诚
公司所研发生产的高压泵等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石油、煤炭、化工、
电力、机械、冶金、食品、制药、纺织及钢铁热轧除鳞等行业；同
时我们也为客户提供特定用途的高压泵、高压水射流清洗机组的技
术咨询和成套设备产品供应。我们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矿用产品安全认证、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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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等多项国家级系列认证资格。在研发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公司
产品取得了二十五项国家技术专利，并逐步成为国内高压水射流行
业的引领者。

有色行业；石油、化工行业；交通、轻工、建材行业；能源电力行业、
食品、制药造纸行业等。

印章区

印章区
展位号
W3213

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电话 :0086-0532-58759869

青岛海山海洋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是由宜昌测试
技术研究所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青岛市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北海、东海、南海和京津唐四大营销区。依
托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强大的技术力量，研发、生产、销售海洋装
备及仪器仪表，主要开展实时传输潜标、C-Argo 浮标、空化清洗设
备、水下机器人、水下滑翔机、拖网船网位仪、波浪能发电装置、
潮流能发电装置及海洋仪器仪表等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公司以“高
效做优质产品，用心做完美服务”为理念，努力打造海洋装备及仪
器仪表的世界知名民族品牌，为中国“海洋强国”梦想贡献力量。

印章区
展位号
W3510

温州合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电话 :0086-577-62929666

温州合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动阀门执行器、防爆执
行器、风阀驱动器、气动执行器等自控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为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服务于暖通、环保、水处理行业；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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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W3805

中科华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Zhong Ke Huayee technology Co.,Ltd

电话 :0755-86955115
中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是行业领先的激光气体监测专家，核心技
术基于可调谐激光光谱分析技术，自主开发多款激光气体在线监测
系统和巡检系列产品，拥有全面的激光气体监测产品线，通过多种
产品组合形成多维立体激光气体在线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工艺复杂、
设备种类繁多的现场气体状态。广泛应用于油、气、煤能源行业从
上游到下游所有领域，包括陆地钻井、海上采气平台、煤矿综采、
液化天然气加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气库、工业发电、城市综合管廊、
LNG 加气站等。
Zhong Ke Huayee company is the leader of laser gas monitor
specialist, the core technology based on TDL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eries laser gas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and
routing inspection products, including LNG gas station tank car
on-line monitoring/ Open laser gas on-line monitoring/ Scar laser
gas on-line monitoring / No power laser gas on-line monitoring
ETC.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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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解决方案。

展位号
W3030

电话 :0086-427-2202166
辽宁华孚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油气田环保领域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各大油田、以及加拿大卡尔加里和美
国加州等地设有 12 家子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公司主要从事水处
理技术研发，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咨询、设计、供货与施工，环保设
备研制与生产，水处理工程项目的投资，水处理工厂的调试、问题
诊断及运营管理，危险废物处理工程、污染土壤和水体修复工程；
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拥有环境工程 ( 废水 ) 专项工程设计
甲级资质、压力容器设计许可证、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环保工程
建筑资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甲级资质等资质证书。先后完成
国家级和省市级污水处理技术研究项目数十项，其中“稠油污水深
度处理回用锅炉”技术、“低渗透油田精细注水处理技术”和“含
聚污水回注处理工艺”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均属国内首创，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印章区
展位号
W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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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区

辽宁华孚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中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W3520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 :0086-0755-22961366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无人
机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无人机的整套系统包括无人机飞行器部分、
光电吊舱部分、数链图传部分和红外热成像部分等完善的整套系统
研发、生产的高科技术公司，公司在无人机飞行控制、图像稳定、
动力系统设计、红外图像技术方面拥有多年的沉淀，为无人机产品
技术的持续研发和无人机应用的不断完善提供坚实后盾。公司现有
员工 150 人，其中研发人员 45 人，硕士、博士以上人员 31 人占到
设计人员的 70% 以上。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部坐
落于中国的科技中心——武汉光谷，拥有 200 亩的研发工业园，雄
厚的资金，先进的管理，领先的技术以及顶尖的人才，为公司在无
人机领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北美、欧洲设有分公司。

★
展位号
W3910

印章区
中国海工展

电话 :0086-24-83781111-7431

电话：010-58236520

沈阳中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公司是由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共同发起设
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的重大科研成
果 WIA-PA 技术标准为核心，拥有核心芯片技术，并能提供全面的

中国（北京）国际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展览会（中国海工展），
英文简称“China Maritime (CM) ”，将于 2017 年 3 月 20 ～ 22 日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CM 2016 有来自 65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家参展企业，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46 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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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积 100,000 平米，80,000 名专业观众进场参观。预计未来 5 年，
全球海工装备市场年需求规模大约在 600 亿美元 -750 亿美元之间。
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列为战略新兴产业加
以扶持。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对海工装备制造的投入将达 2,500
亿～ 3,000 亿元。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
期间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建设海洋强国是国家长期
的发展战略。

★
展位号
W3910

印章区
振威天然气展
电话：010-58236578

第七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CING）与第十七届中
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同期举办。CING2017 吸
引来自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 1800 家展商，世界 500 强
企业 46 家，18 大国家展团，专业观众 80,000 人，展会面积达到
90,000 平方米。CING 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
意大利、俄罗斯、韩国、荷兰等 18 个国家展团亮相。著名展商有国
民油井、GE、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霍尼韦尔、康明斯、泰科、瓦锡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
国船舶、中船重工、中国航天、中集集团、烟台杰瑞、山东科瑞、
三一天然气装备、北方重工、烟台冰轮、成都安美科、上海电气等。
展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石油报、
中 国 石 化 报、Upstream、Worldoils、 Oil and Gas Australia、TB
Petroleum、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华尔街日报
及新华网、新浪、搜狐、人民网等国内外上千家媒体报道。第七届
中国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CING），将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欢迎您届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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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参展！

★
展位号
W3910

印章区
振威管道展
电话：010-58236560

中国国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展览会 (CIPE) 与全
球最大石油展（cippe）同期举办，是石油石化领域的行业例会。
CIPE2016 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
俄罗斯等 15 个国家展团展出。知名企业有 Transneft、GE、TMK 、
TRAPIL、国民油井、霍尼韦尔、罗克韦尔、伊萨焊接、卡斯特林、
阿特莫斯、宝华压缩机、海虹老人、阿克苏诺贝尔、森迈尔钢铁、
塔塔钢铁、博乐特殊钢等。国内知名企业主要有中石油展团、中石
化展团、 中海油展团、宝鸡钢管、珠江钢管、山西太钢、中原特钢、
太原重工、祎达特钢、湖北新冶钢、哈焊所、惊雷科技、马钢、久
立特材、南方泵业、新兴铸管、沈阳鼓风机、浙江富润、中油管道等。
展会有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美孚、BP、壳牌道
达尔、康菲、雪佛龙、俄气、巴西石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石油海外项目部、管道局、中外运、总后
装备采购部等上百个国内外采购团现场参观洽谈。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展览会 (CIPE) 将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 -22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欢迎您届时
参观参展！

印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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