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 所属单位 联系电话
胜利局 0546-8710051

胜利油田分公司 0546-8771491
中原油田 中原局、中原油田分公司 0393-4818307
河南油田 河南局、河南油田分公司 0377-63830366
江汉油田 江汉局、江汉油田分公司 0278-6509153
江苏油田 江苏局、江苏油田分公司 051487762003
东北油气 东北局、东北油气分公司 0431-87958807
西北油田 西北局、西北油田分公司 0991-3166159
华北油气 华北局、华北油气分公司 0371-86002207
华东油气 华东局、华东油气分公司 025-66201217
西南油气 西南局、西南油气分公司 028-65285869
上海海洋 上海海洋局、上海海洋油气分公司 021-20896640/021-20896637

石化机械公司 本部机关 027-52306827
新星石油公司 本部机关 010-82335561

本部机关 010-59965957
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010-59965363

地球物理公司 010-59965707
胜利工程公司 0546-8719128
中原工程公司 0393-4822769
江汉工程公司 0728-6501117
华东工程公司 025-66202373
华北工程公司 0371-60197665
西南工程公司 028-65285707 
海洋工程公司 021-20896628/021-20896640

国际石油工程公司 010-59965636
经纬公司 0532-58288979
本部机关 010-56730586

工程建设公司 010-84876124/010-84876099
洛阳工程公司 020-22193190
上海工程公司 021-58366600-5023
宁波工程公司 0574-87975503
南京工程公司 025-85935405
第四建设公司 022-63862588
第五建设公司 020-28348257
第十建设公司 0532-55681625
起运公司 010-52805233
节能公司 010-57693808
本部机关 010-59968140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 025-57765689
重庆川维化工公司 023-68974448

上海会议中心 021-59262960-2523
上海培训中心 021-59262960-2509

本部机关 010-59966984

华北分公司 010-51587051

华中分公司 0275-9356904

华南分公司 020-28387146

华东分公司
021-22196424/021-22196414    021-

22196436

江苏分公司 025-84765897

本部机关 010-59969126
销售华北分公司 022-23059629
销售华东分公司 021-62118952
销售华中分公司 027-65798202
销售华南分公司 020-38083974
销售西北分公司 029-88319618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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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油分公司 010-67006740
天津石油分公司 020-27201625
河北石油分公司 0311-87182248
山西石油分公司 0351-2217169
上海石油分公司 021-63390262
江苏石油分公司 025-58808888-8336
浙江石油分公司 0571-87818833-3337
安徽石油分公司 0551-62212716
福建石油分公司 0591-87805796/0591-87817288
江西石油分公司 0791-88529105
山东石油分公司 0531-85857132/0531-85857135
河南石油分公司 0371-60689600-7249
湖北石油分公司 027-68837159
湖南石油分公司 0731-84841422
广东石油分公司 020-38084230/020-38084242
广西石油分公司 0771-6757893
海南石油分公司 0898-68680982
贵州石油分公司 0851-85661510
云南石油分公司 0871-63115285/0871-63111763
辽宁石油分公司 024-86856617
四川石油分公司 028-65286753
重庆石油分公司 023-63107555
陕西石油分公司 029-87257918

内蒙古石油分公司 0471-5289702
新疆石油分公司 0991-3163048
吉林石油分公司 0431-81332977

黑龙江石油分公司 0451-51530835
青海石油分公司 0971-6233787
甘肃石油分公司 0931-8520659
宁夏石油分公司 0951-3803531
西藏石油分公司 0891-6239067
北京龙禹公司 010-84788628
香港公司 0898－28812836
燃料油公司 010-69166200

天津悦泰科技 022-23059710
易捷公司 010-59963721

质量监督总站、质量检测公司 本部机关 010-21720158/010-52135273
招标公司 本部机关 010-21720158/010-52135273

石油商业储备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5093
百川经济贸易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6201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本部机关 010-56606756
石化管理干部学院 本部机关 010-52591851

经济技术研究院、咨询公司 本部机关 010-52826021
共享服务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3738

石化报社 本部机关 010-59963386
石化出版社、经济出版社 本部机关 010-57512587

北京化工研究院 本部机关 010-59202811
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本部机关 0411-39699773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本部机关 021-68461025
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本部机关 0532-83786216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本部机关 010-82368464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本部机关 010-56608917
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本部机关 025-68109986

石化盈科公司 本部机关 010-84191031/010-84191352
国际事业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6107
天然气分公司 本部机关 010-69166097
润滑油公司 本部机关  010-62913398  
催化剂公司 本部机关 010-69166552
镇海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574-86445435
海南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898-28820307
北海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779-8528612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塔河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997-7979036
上海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21-57941941-20912
扬子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25-57782146

中科（广东）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759-8936037  
燕山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10-69344016
长城能化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5261

石家庄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311-80861000/0311-80869105
中韩（武汉）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27-86595306

济南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531-89922388
青岛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532-86915780
青岛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532-66762162
茂名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668-2240316
高桥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21-58711001-21812
齐鲁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533-7584943
巴陵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730-8493835
中原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393-4471863
福建炼化公司 本部机关 0595-27355127
金陵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25-58977313
天津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22-63803641
荆门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724-2271488/0724-2271878
安庆分公司 本部机关 0556-5381908
沧州分公司 本部机关 0317-3551477
九江分公司 本部机关 0792-8492428/0792-8495257
长岭分公司 本部机关 0730-8452129
广州分公司 本部机关 020-62121096
洛阳分公司 本部机关 0379-66992382
湖北化肥公司 本部机关 0717-4232248/0717-4232258
仪征化纤公司 本部机关 0514-83234131
炼油销售公司 本部机关 021-60863417
石油销售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5093
联合石化公司 本部机关 010-59966682
上海赛科公司 本部机关 021-52574688-3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