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2018）协字第 009号 

 

 

关于举办氯碱行业有关能源消耗国家标准学习班 

暨 2018年氯碱技术经济信息网交流会议的通知 

 

各氯碱生产企业： 

为贯彻落实氯碱行业有关能源消耗国家标准实施情况，配合企业顺利开展能耗核算和行业对

标工作，提高企业核算人员业务素质，经研究，协会定于 5 月 16日至 18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氯碱行业有关能源消耗国家标准学习班暨 2018 年氯碱技术经济信息网交流会议。现将学习班主

要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协会氯碱技术经济信息网联络员（见附件 2），企业能源核算人员、计统和财务人员等。 

二、培训内容 

1、 《节水型企业  氯碱》国家标准； 

2、 《取水定额 第 29部分：烧碱》国家标准； 

3、 《取水定额 第 38部分：聚氯乙烯》国家标准； 

4、 《甲烷氯化物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 

5、 《烧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 

6、 《聚氯乙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 

7、 烧碱和聚氯乙烯产品碳排放交易； 

8、 总结协会氯碱技术经济信息网近年工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内容。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8年 5月 16日 

培训时间：5月 17日至 18日 

培训地点：泸天化酒店（成都市青羊区上同仁路 1号） 

    酒店联系电话：028-86242030 

乘车路线：1、成都火车北站（成都站）：出租，距酒店 5公里，车程约 18分钟，车费 15元

左右；乘坐公车 54路槐树街西站下车，步行 80米即到达。2、成都高铁站（成都东站）：出租，

距酒店 12公里，车程约 40分钟，车费 35元左右；乘坐公车 48路西月城街下，步行 550米即达。 

3、成都机场：出租，距酒店 20公里，车程约 45分钟，车费约 60元左右。 

因会务人员所限，报到之日不安排接站。 

四、收费 

培训期间收取会务费 1800元/人，住宿费 300元/间.天 。 

五、协会联系人 

吴永梅     电话：022-27428232     13902144898 

朱建平     电话：022-27428256     13312165527 

附件：1、会议代表回执 

2、氯碱技术经济信息网企业联络人员名单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2018年 3月 29日 

 

 

附件 1： 会议代表回执 

 

代    表    回    执 

 

单位名称： 

姓    名 部    门 手  机  电  话 

   

   

   

   

因会议期间宾馆住房紧张，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5 月 11 日之前将代表回执传真至协会，

以便提前订房。11 日之后，参会代表请及时与会务组人员电话联系订房，谢谢合作。协会传

真号：022-27428220 

协会联系人：吴永梅  电话：13902144898  022-27428232 

天津澜轩会议会展有限公司：杨  静  电话：13011309853 



附件 2：氯碱技术经济信息网企业联络人员名单 

企业名称 部 门 联络员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协调部 杜玉洁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统计处 刘玉欢 

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 计统部 史桂兰 

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科 段  丽 

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人事企管部 王培炎 

河北冀衡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八维化工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山西榆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企管部 李  敏 

内蒙古三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处 杜  鹃 

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生产部 刘  晶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企管部 王  颖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晨宏力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东集团东兴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计划处 王  锦 

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部 邵  英 

赢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公司 氯碱车间 孙  颖 

吉化电石厂 计划处 杨婕妤、李明超 

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部 郑  炀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部 李清漪 

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 薛  榕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生产中心 张彩霞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部 秦思佳 

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部 周爱民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部 仇志义 

   

企业名称 部 门 联络员 

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部 戴金贵 

双狮（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海化工有限公司 

徐州天成氯碱有限公司 

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新浦化学（泰兴）有限公司 

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南京金浦锦湖化工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企管科 齐毅华 

杭州电化集团公司 财务部 戴铁军 

宁波镇洋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 忻红珠 

万华化学（宁波氯碱）有限公司 生技处 吴巧杭 

浙江闰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芜湖融汇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部 吴  佳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 柏丽红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福建湄洲湾氯碱工业有限公司 厂办财务部 陈  凯 

福建省南平市榕昌化工有限公司 财务部 唐闽生 

福建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龙岩龙化化工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部 彭晓霞 

蓝星化工新材料公司江西星火有机硅厂 

江西蓝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经营办 

自定 

邓卫海 

自定 

齐鲁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氯碱厂 计划处 张先广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处 谭思颖 

山东中联化学有限公司 生计处 张  蕊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规划管理处 赵  娜 

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氯碱化厂 生产运控部 刘海蓉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技术部 任吉同 

山东滨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计划科 王媛媛 

山东鲁西化工股份公司氯碱分公司 调度室 付淑平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企管办 丁兰慧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运行处 祝  伟 

东营华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科 袁  红 

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部 孙丽敏 

文登市西郊热电有限公司 生产办公室 潘玉芳 

山东金岭集团 氯碱厂 张洪国 

山东东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部 张秀伸 

山东铝业公司氯碱厂 生产机动科 欧阳玉霞 

山东海化氯碱树脂有限公司 企划部 侯孝强 

新汶矿业集团泰山盐化工分公司 经营运行中心 郭晓炜 

济宁金威煤电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 孙  静 

山东信发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昊邦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莘县华祥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昌邑海能化学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管理部 廉文华 

中平能化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部 闫莹莹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处 杨萧珂 

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 企管审计处 李文倩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自定 自定 

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 经营部 叶文俊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服务部 张小平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 蔡智慧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宜化宜都化工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中石化集团巴陵石化公司 特种实验室 贺  涛 

衡阳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广东省江门市广悦电化厂 生产计划科 许彩匀 

广东佛山华昊化工公司电化厂 厂长办公室 朱丽华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自定 自定 

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部 潘建文 

广西柳化氯碱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部 吴晓莉 

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计划处 卢昌梅 

重庆三阳化工有限公司 计划管理部 方秋玲 

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设备处 李  容 

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办公室 刘明强 

四川泸州鑫福化工公司 生产部 龙良玉 

四川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能调处 李  霞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 王小平 

泸州发展碱业有限公司 技术处 黄静静 

成都华融化工有限公司   财务部 王朝文 

四川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油启明星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企管部 花文玉 

陕西北元化工公司    财务部 马  晔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甘肃稀土公司烧碱厂 计划部 强  新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自定 自定 

宁夏金昱元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财务部 张虹霞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自定 

自定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运行部 刘  莉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 赵  靓 

新疆圣雄氯碱有限公司                                  自定 自定 

伊利南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自定 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