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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中外项目服务网（PC及移动版域名：中外项目服务.tm，
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是资源整合及知识共享的一个专业服
务平台，覆盖工程项目/工厂生命周期全过程管理（P-EPC-OM），侧重
于“工程项目前期及设计采购施工管理（P-EPCm）、工厂管理及运营
诊断维保（OM）”、“环境及健康安全 （EHS)、过程安全管理
（PSM所有要素，重点：HAZOP、LOPA）”、“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方面；由不同专业优秀咨询专家组成的项目团队，提供客户“付得起、
可落地”的培训、咨询及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本质安全、绿色环保、
节能减排”等工作，满足“合法合规”要求，为“卓越管理、可持续发
展”献计献策。

• 注册会员，能了解数百个培训咨询服务项目，下载数千个法规标准课件等珍贵资料，观看数百个专
业视频，参与网课学习或线下研讨，对接知名咨询专家团队；符合资格者更可获邀成为平台专业咨
询师，......。

• 有意成为平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有机会在平台设立自己专属的项目/产品网上展示摊位, …。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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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 平台 纵览

中外项目服务网

G00

纵览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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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 平台 部分成员纵览

• 南京普罗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 【中外项目服务.tm】（PC版、手机版）
• 【中外项目服务网|本安绿发平台研讨会】

• 【园区|中外项目服务.tm】专业群
江苏电小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南京市浦口区瀚若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 北京慕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 ---------------------------------

• 【本安绿发】公众号
• 【本安绿发】网课|直播间

• 【本安绿发】专业群
• 【实体联盟】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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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2 平台 部分大数据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中外项目服务网受访页总
数（页）

7,981页 网站免费下载人次 133万以上

中外项目服务网总浏览量
（人次）

25.8267万 参与
EHSS/PEPCOM公
益研讨/听课人次

3.6万人以上

中外项目服务网总着落人
次

10.738万 三平台总会员人数 2.3万

下载中心可供下载文件 2,377个 平台各类资深专业
人员

3,000人以上

可下载/在线观看的视频 880个 最大客户在中国区
员工总数

4万人以上

备注：此为2015年7月9日至2020年4月30日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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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3 平台 部分客户



中外项目服务.tm                                      
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8

G04 平台 主要业务模块

培训

咨询BUs

工程

项目

产品

销售

节能

售电

产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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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5 平台 项目承接及执行通用流程

风险评估

如具备充分必要条件，则需对该项目执行是否存在各种风险进行评估判断，如风险小或可控，继续往下…

甄别

与客户多次沟通、澄清具体项目需求以及输入文件、图纸或数据等，甄别确定项目执行是否具备充分必要条件

项目需求

客户口头或书面提出项目需求、意图、目的、范围、进度、交付成果、验收标准、预算、…

项目执行及完工

组建一体化项目团队，实施PEP，过程质保，全程管控，成果和交付，完工，尾款结算，售后支持及服务。

签订合同

跟踪客户内部研究反馈意见，与客户澄清建议书，就技术及商务方案达成共识，签订合同，获得预付款

编写项目建议书（技术标/商务标）

协助客户编写或完善该项目需求URS/SPECS, 编写该项目技术标，必要时，还需编写商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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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6 平台 组织架构

ED | 执行董事

CEO| 总经理

BU01 TRN & CSLT | 培训咨询部

培训咨询、专家诊断、安监受托外包、PSM、
HAZOP/SIL分析、EHSQ管理、三废治理等

Operation Support Dept.|运营支持部

P-EPC-OM运营、支持、控制、内审

Office | 办公室

行政、网站运维、招商招租等

BU02 EPC Execution | EPC项目执行部

EPC/EPCm 项目接洽、合同执行、交付跟进等

BU03 Product Sales | 产品销售部

信息化软硬件、特色机电设备、节能等产品

BU04 Industrialization | 产业化部

研发成果甄别、落地、运营等

BU05 Energy Saving & Sell Electricity |  节能售电部

节能技改、新能源电站/储能站EPC及托管、合同能源管理等；
购电及用电负荷控制优化、电气及用电安全等

平台专家咨询服务团队

现场项目执行、报告、跟踪服务；研讨会等

平台运营管理团队

总策略、运营，成本、品牌、内审等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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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7 平台经营理念

我们一贯倡导、秉持“本质安全（IS）、绿色发展(GD)”这一先进理念，
依托专业知识及丰富成功实战经验，

向产业实体等诚信客户提供培训、评估、咨询及服务方面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具有科学合理、接地气、可实现、因地制宜、良好性价比、令人满意等特点，

覆盖项目建设及生产运维的生命周期全过程，
助力“节能节电、提高效益、持续改善”，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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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8 平台专家亮点

根据项目需求，只有通过大数据海选、甄别并得到客户确认的培训、
咨询或各专业专家，才会外派到客户现场。

其主要亮点：
既有设计/EPC、工厂运营等经验，又有欧美日企业数年实战经验、
更知晓中国企业日常运营过程中碰到的具体本质安全及生态环保等
方面之棘手问题。能够向客户提供物超所值且高性价比的相关培训、
评估、咨询、支持、服务，以及企业管理及工程技术一体化解决方
案，能够驾轻就熟、扬长避短、中西合璧、因地制宜、充分接地气
地执行相关项目：辅导项目策划，吃透项目意图，掌握项目进度，
控制项目费用，满足项目需求，跟踪实施效果，实现项目目标，助
力客户在新常态下本质安全、绿色发展、节能节电、提高效益、自
我成长、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



中外项目服务.tm                                      
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13

G09-1 平台 专家资源

EHS/PSM培训、咨询专家，来自：

• 本平台成千上万专业会员；
• 顶级知名欧美日外企中高层（诸如：巴斯夫、扬巴、道康宁、液空、林德、BP、阿

克苏诺贝尔、国际前二十名的制药企业或新能源企业等等）；
• 央企国企民企巨头（诸如中石化、扬子石化、中海油、中石油等）；
• 国内外大学或机构（诸如南京工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安科院、江苏等几个省级安

科院、环保部南京环科所、国环、实朴土壤及地下水监测、CIH机构等）；
• 浙江某自控公司（侧重于环境三废在线监测及运维）；

• 苏伊士及其他知名HW处置公司（侧重于危废处置）；
• 电小二等（侧重于储能及节电节能等）；
• 欧美相关专家；
• 国网中国电科院；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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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2 平台 专家资源

工程技术专家，来自：

• 国家、省市研究、设计或欧美日企业工程等机构，诸如：
中国某巨头工程有限公司（综合甲级，侧重于工业\民用\能源\装备\岩土工

程、机械冶金项目、工程建设EPC、规划市政、脱硫脱硝等环保、建设监理、海外项目等

EPC）；
• 原电子工业部顶级工程科技公司（侧重于新能源、光伏、微电子、医药

行业等EPC）；

• 中建集团某工程有限公司（侧重化工及制药设计、EPC）；
• 江苏省知名设计院（侧重化工、市政燃气、SIS、本质安全等设计及EPC）；

• 原化工部有关设计院；
• 央企等大型安装施工单位（诸如中电二、化建公司等）；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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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 平台专家 首席咨询/培训师1/2

首席咨询/培训师

EPC/EPCM

（实战20+年）

完成100+项目，

担任过化工工艺设计、设计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企

业维修及工程项目部门经理，

资深化工工程师、兼央企

DGM级顾问。

EHSS/节能/CP

（实战15+年）

担任过制药公司中国区HSE

部门经理及管理者代表、行

业领军企业集团全球EHS部

负责人，尚德集团获得达沃

斯“全球安全领导力大奖”。

培训/评估|咨询/服务

（实战20+年）

客户项目业绩100+，多家专

业协会或机构特聘专家/讲师，

公益活动发起/主办人，专注

EHS、PSM、维保、EPC培

训、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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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 平台专家 首席咨询/培训师2/2

Mr. Richard Yao，首席咨询师、培训师，EPC、化工/制药工
艺、HSE专家

现任平台及普罗盈CEO。1985年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化工学院）毕业，
化工（基本有机化工/有机合成）专业。擅长中外企业/园区有关本质安
全、环境保护、工程技术及EPC、节能、运维等方面的总策划及管理、
培训、咨询、设计或EPC总包等服务。
曾在德国独资博世-西门子(BSH)中国总部、江苏省化工设计院及天辰、
澳洲沃利帕森、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荷兰阿克苏诺贝尔集团制药BU欧
加农（OBS)/美国先灵葆雅(SP)（现默沙东/MSD）、首家美国上市尚
德集团全球总部、知名CMO制药上市企业凯莱英医药集团总部等单位
任职，分别担任总部制冷技术支持专家、资深化工工程师/设计负责人/
化工项目经理、制药技术服务部（项目+工程+HSE）负责人、总部
EHS部负责人、集团EHS副总(VP)等职，此外，还受聘于央企工程巨头
公司（6000位工程师及专家）、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美国太阳能
工业协会（SEIA）等单位分别担任副总顾问、专家、讲师、核心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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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2 平台专家 资深PSM及EPC咨询师

Mr. Chen，资深PSM及EPC、化工工艺咨询师、专家

1985年南京工业大学毕业，化工工艺专业。擅长中外化工、石化、空
气化工等企业PSM/HAZOP/LOPA/SIL/SIS、工程技术、EPC领域培训、
咨询等，完成的各类项目100个左右。
曾在中石化、欧美世界500强化工企业任职：

 中石化化工装置工厂厂长；

 英国世界500强化工跨国公司亚太区运作及PSM负责人；

 德国世界500强化工跨国公司亚太区业主大型项目组经理；

 大型欧美化工跨国公司工程技术中心工程设计部负责人；

 曾任工艺设计高级工程师，亚太区工艺及工艺安全高级技术专家，

区域首席工业风险评估师，化工装置运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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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3 平台专家 资深设备及防腐咨询师

Mr. Zhang，资深石化设备咨询师、培训师、专家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防腐蚀大师，江苏省产业教授。
1985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现南京工业大学）化工腐蚀与防护专业。
就职于中国石化扬子石化，南京工业大学产业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国家
发改委国家评标专家，中国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专业培训师，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技术培训中心首席讲师。

从事石化、煤化工等特种设备及防腐蚀技术工作。主要研究特种设备安
全技术、腐蚀失效、腐蚀控制设计、腐蚀与安全运行、保温、化学清洗
等、以及工程技术；曾在扬子石化、中石化宁夏长城能源等十多家国内
大型化工企业处理炼油高酸及脱硫、保温层下腐蚀等100余项技术难题。
主持研究课题2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等奖1项，三等
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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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4 平台专家 资深设备/安全咨询师

Mr. Xu，资深设备/安全咨询师、专家

1982年春, 知名大学化机专业本科毕业。38年江苏省化工设计院
从事化工装备设计咨询工作经验。
高级工程师、注册机械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安全评价
师(一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压力容器审核人、江苏省注册咨询
专家。
具有几十年化工项目设计咨询经历，参与省内外二十几家化工厂
的设计建造过程，参与了十多年的安全评价、安全考评工作，具
有丰富的实际工作能力。完成100多家业主的各类咨询及工程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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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5 平台专家 资深消防咨询师

Mr. Shi，资深给排水/消防咨询师、专家

有40年以上工作经验，现为研究员级高工、给排水资深设计专家、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国家注册设备工程
师、国家注册项目经理，还担任全国化工给排水专业委员会顾问、
水利部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评审专家、中国土木工学会会员、江苏
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给水排水情报
网理事会理事、等等。完成的各类咨询及工程项目超过3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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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6 平台专家 资深电气咨询师

Mr. Teng，资深电气咨询师、专家

1983年大学电气化专业毕业，历任技术员、助工、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国家注册电气工程师、国家注册项目经理等，担任数十年知名化工设计
院电仪工程部主任、项目经理，同时为江苏省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核
中心专家、江苏省设备采购国际招标中心等招投标公司专家库专家、江
苏省电机工程学会工业用电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了《爆炸和火灾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2014的修编工作、江苏省电力
行业标准《低压电气装置技术规程》的审核工作。先后参加了咨询及工
程项目300多个，其中担任电气负责人的设计工程有100余项，担任项
目经理并已完工的工程有32个，优良工程率100%， 其中大型工程有几
十项，含有：230kV及以下变电所、热电厂、具有易燃易爆及腐蚀介质
的化工厂、罐区等的供配电、照明、防雷接地、火灾报警、通信等内容。
获得了1项国家级科技成果三等奖，1项省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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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7 平台专家 资深消防及安全咨询师/博士/教授

Prof. Han，资深消防及安全咨询师、工学博士、教授

现任南京工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江苏省气体工业协会
理事长（会长），江苏省老科协安全生产技术专家工作站站长。
曾担任南京工业大学消防工程系和安全工程系系主任数年，长期从事火灾科学及
消防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
2014年3月-2015年3月赴瑞典LUND大学做访问学者；2015年9月-10月到日本
筑波大学参加火灾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并到筑波大学、东京理科大学、日本建
筑火灾技术研究所进行了短期访问。先后主讲过防排烟工程、消防法规、安全法
规、灭火技术与装备、工业通风与除尘、电气安全、安全评价、安全管理学等课
程。长期从事安全评价师、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培训，自2015年一级注册消防工程
师开考以来就专门从事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的培训工作。多次参加过国企、外企、
中外合资、民营企业的一级、二级标准化的评审、消防安全检查和评估、安全诊
断，涉及化工、烟草、纺织、冶金、煤化工等众多行业。
主持或参与数个消防相关科研项目，论文发表数量100余篇，拥有2个消防方面专
利，主编教材和专著3部，参编教材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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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8 平台专家 资深环保技术咨询师/博士/教授

Prof. Cui，资深环保技术咨询师/博士/教授

现为江苏省某废物技术评审专家库成员，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从事
应用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现任南京某著名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
授，近五年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科技厅项目、企业委托
项目约10个，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多项，发表文章约20篇，其中包括：
《富含重金属铅元素的废酸预处理技术研发》、《乙酰溶剂氯仿蒸馏母
液综合利用》等；接受国家有关部委、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南京等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对危废处置企业进行核查，核查内容涉及：危废从进入相
关有处理资质企业、贮存、处置工艺可行性、次生危废处置合理性、分
析检测能力、环评一致性等所有与生产相关的环节，涉及重金属、有机
溶剂、废酸、废碱等HW处置回收所有大类，核查过的企业超过2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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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9 平台专家 资深石化、储运咨询师

Mr. Wang，资深EPC、石化/储运咨询师、专家

1979~1983年就读于郑州工学院（现名：郑州大学）。国家注
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化工工程师、压力管道审定人。现就职
于知名工程（中国）有限公司任技术副总监。1983年7月至2007
年4月，在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LPEC）工作。还担任中国石化
储运设计中心站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防火防
爆专业委员会技术委员。曾参加多个国家/行业标准规范编制工
作，例如：《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18
（2019年4月1日实施）标准主审人、《石油化工液体物料铁路
装卸车设施设计规范》GB/T 51246-2017标准主审人、《石油库
设计文件编制标准》GB/T51026-2014标准主审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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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0 平台专家资深工业炉咨询师

Mr. Xu，资深EPC、工业炉咨询师、专家

1983年毕业于安徽工学院铸造工艺及其设备专业，同年到机械部
第X设计研究院从事铸造工厂设计与工业炉窑设计工作至今。历
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现为央企巨头之一的工程
有限公司装备工程板块热工与环保所副所长，并担任项目经理。
先后参加了咨询及工程项目300多个，其中担任铸造工艺负责人
的设计工程有100余项，担任项目经理并已完工的工业炉窑EPC项
目有50余个，优良工程率100%，项目涉及钢铁、重型机械、化
工、石化、铜铝有色金属、铁路、兵器等多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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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1 平台专家 EHS咨询师

Mr. Yao，EHS/化学品/HW处置咨询师、专家

目前在南京一家化工企业担任EHS总监，全面负责公司EHS日常
管理，包括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换证，公司废水、废气和废渣
的合规性处置等工作；曾在日企著名化工公司工作十几年，担任
过环境安全科科长/EHS经理，对工厂化学品生产工艺、EHS管理、
PSM、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设计审查、消防审
核、项目建设、试生产和验收等一系列工作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领导或参与过的EHS咨询、本安诊断、风险评估、新建或改建工
程项目超过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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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2 平台专家安全咨询师

Mr. Shi，化学品/电气/机械设备等安全咨询师、专家

2004年郑州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2008年江苏工业学院化工过程机
械专业工学硕士毕业。持有注册安全评价师（二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标准化考评员（全国危化）、安全标准化考评员（浙江/江苏工贸、
江苏造修船）、低压电工上岗证、建筑类安全员C证、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员证书、危化品登记人员上岗证书、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培训证书、
英语四六级证书、HAZOP分析应用培训等证书， 2018年11月取得高
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机械工程)。2008年6月至2015年7月，在江苏
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科技服务中心，担任安全评价师、安全工程师和
安全标准化评审员，参与了400多家企业的安标及安评工作，审核危化
品登记企业2000余家，参与江苏省危化企业安全标准化评审标准的编
订工作，曾担任专家组成员对20余家企业进行安全督察。还在500强美
资企业担任过4年资深EHS工程师及区域EHS经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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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3 平台专家安全咨询师

Mr. Dai，安全咨询师、专家

200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进入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
研究院工作至今。江苏省咨询专家、国家注册安全评价师、国家注册职
业卫生评价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江苏省工贸行业安全标准化评审
员。近年来主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有：镇江、苏州、无锡、盐城、泰州、
徐州、宿迁等地二十余个化工园区的区域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福建漳州、
江苏田湾、广东阳江、海南昌江、广西防城港、辽宁红沿河等十余个核
电站的职业安全预评价；中国原子能院、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船
重工719所等大型科研试验装置的安全评价；主要完成了大众、台积电、
奇美、协鑫、路虎、南化、沙钢等各行业数百家工业企业的安全评价；
参与编制了宿迁、淮安等地安全生产发展规划；主要编写了《化工园区
（集中区）安全风险评估导则》、《工贸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基本规范》
等江苏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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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4 平台专家资深用电及储能咨询师

Mr. Gao，资深用电及储能咨询师、专家

35年以上流通及企业实体工作经验，经济管理专业毕
业。历任江苏华程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张家港拓普斯
特钢管进出口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江苏电改，
开始从事电力改革与电力储能项目的研究工作，兼任
售电BU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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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5 平台专家资深成本核算及审计师

Ms. Wang，资深成本核算及审计咨询师、专家

1995年毕业于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同年到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
作，2016年11月转到南京金**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历任助理审计师、会计师、中
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为南京金**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合
伙人。
工作多年来，出具审计报告1000多家，参与或主持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审计，参与
或主持企业上市计划与合作，出具计划书。参与或主持集团公司的管理规程编写
制作，出具流程报告。任职企业的财务顾问，帮助企业税收管理筹划。参与政府
水利项目的预决算审核。对企业出具税务审核报告，非常熟悉企业成本核算、审
计及评估流程，包括直接原材料，直接人工费，生产线折旧，其他间接费用，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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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6 平台专家 资深QA及EHS咨询师 1/2

Mr. Wang，资深质量管理及安全咨询师、专家

现任苏州一科技公司总经理。拥有中国质量协会QC诊断师、精益生产 & Lean 培
训、IATF16949内审员、UL FOLLOW UP SERVICE CERTIFICATION、ISO9001
及14001审核员等资格证书，获得中国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工贸安标评审人员
培训证书”、国家注册生产安全管理员。

20年以上质量管理经验、8年EHS管理和生产运营经验，曾分别担任汽车零部件、
光伏/半导体设备及其自动化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数家知名跨国公司的QA负责人、
EHS经理、总经理实战经验。
擅长领域：ISO9001:2015，14001:2015版，OHSAS18001/ISO45001 标准化
系列，IATF16949：2016版等管理咨询辅导培训、精益生产，中高层管理干部能
力提升系统培训，安全管理标准，公司安全体系培训(职业健康，工伤预防，特种
设备管理等等），职业素养、TTT内部讲师培训，等等。



中外项目服务.tm                                      
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32

G10-16 平台专家资深QA及EHS咨询师 2/2

专案辅导

如精益生产，QCC，Lean
企业现场持续改善（5S，TPM, BPR）

管理体系咨询

如ISO9001、ISO14001；
ISO45001、IATF16949，安标体系，

双控体系等

工具培训
汽车行业五大工具

（APQP/FMEA/PPAP/MSA/SPC）内审，产品
审核，过程审核；QC七大手法（新旧），8D

其他（DOE，QFD，PM等）
安全知识（班组长安全意识，安全培训师培训，

化学品知识等等）
职业健康知识等

管理类培训

组织能力提升，
中高层经理技能管理，

高效沟通,
企业内训师（TTT）培训等

Mr.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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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7 平台专家 资深石油化工安全咨询师

Mr. Jiang，资深石油化工安全咨询师、培训师、专家

HSE&PSM风险管理领域的专家，机械完整性管理大师，消防专家。
1997年毕业于沈阳化工学院（本科），2004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

学（硕士研究生），在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公司（如：CNPC、
SINOPEC、BASF、CIBA等）以及著名的咨询公司（如：DNV、
Capgemini等）工作20多年。擅长HSE管理、PSM管理、量化风险分析
（QRA）、资产完整性管理（AIMS）、基于风险的检验（RBI）、HSE
管理量化评级咨询、PSSR、HAZOP、LOPA、FMEA、FMECA、
SAFETY CASE、HAZID、PHA、Bow-Tie、现场HSE监督、应急响应准
备（ERP）评估、物理屏障评估、行为观察、任务观察、重大危险源管
理、特种设备管理、HSE目标考核管理、远程监控、物联网技术、智能
移动管理平台等。完成的培训/咨询项目超过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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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8 平台专家 省安全专家，资深电气咨询师

Mr. Wu，江苏省安全专家，资深电气/EHS咨询师、培训师、专
家

1986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
资深EHS顾问、风险调查员，江苏省安委会专家，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安全一体化服务分会副理事长。曾任杜邦安全咨询中国区安全顾问。超
过三十年工作经验，从事过八年工厂电气维护和六年电气工程。
曾经为维苏威中国、通用电气、奥托列夫、迈瑞精密、龙沙化工等提供
过电气咨询服务。
完成的培训/咨询项目超过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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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19 平台专家 PSM高工，咨询/培训师

Mr. Wu，石油化工企业高级工艺安全工程师、PSM咨询师

2007年毕业于常州大学（本科），有大型国企外企工作经历，取得中欧
项目Hazop主席资质，并在法国索尔维取得工艺危害分析领导人资质，
擅长PSM核心要素管理：开车前安全检查，变更管理，事件事故调查，
Hazop，LOPA，SIL验证及要素审核，主持超过20个Hazop及LOPA项目，
主持超过100起工艺安全事件事故调查，参与过多个项目的SIL验证工作，
作为专家参与过多家企业双重预防体系的建立，辅导和审查工作，并曾
为多家企业建立安全观察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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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20 平台专家 资深本质安全咨询/培训师

Mr. Lv，资深本质安全咨询师、培训师

现任德国南德TÜV SÜD工厂安全事业部大中华区高级经理，他是《机械
风险评估师》、《电气风险评估师》系列课程和工具的著名创始者、推
动人。
他具备全球水准的本质安全底蕴，其安全视野来自丰富的安全设计审核
经验： 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可靠性、大型游乐场、甚至包括部分半导
体制造和高铁信号系统， 对离散制造业安全技术的发展有丰富经验及深
厚功底。
完成的培训/咨询项目有数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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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中外项目服务网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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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普罗盈

南京普罗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8日在南京市鼓楼区合法
注册，拥有《中外项目服务.tm》平台网站：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本安绿发》公众号及直播间等
数个业界知名专业平台，会员超过2.3万人，已与国家/省/市或外企知名工
程公司、设计院、环科院、安科院等单位及机构建立了专业合作伙伴关系，
拥有众多跨专业且综合能力全面的资深咨询师及专家顾问，他们既有国际视
野、又懂中国国情，既有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调试及EPC管理经验，
又有工厂生产、工程技术、EHS、PSM、维保等方面实战经验。

作为一家独具特色、理念先进、技术精湛、综合全面、专业齐全的企业管理
及项目服务供应商，经营内容专业，业务范围广泛，其中，培训及咨询BU
包括：企业管理（如EHSQ、PSM、本质安全治理等）及工程项目生命周期
（PEPCOM）等方面的调查、诊断、评估、咨询、培训、设计\EPCM、受
托管理等服务，此外，更提供可落地执行、高性价比的一体化技改和/或
EHS信息化平台等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高效解决所遭遇的新鲜、棘手瓶颈等
问题，推动客户“本质安全、绿色发展”、“节能节电、提高效益、持续改
善”等工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回报社会。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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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业务说明

•公益：线下/线上培训、研讨，标准、

课件、视频、论文等下载服务、...

•收费：PSM（HAZOP、LOPA、SIL

定级、RBI、MI、QRA、…）、EHSS、

KYT、EPC、GEP、cGMP  、安标、

GHS、REACH、RoHS、双控、本质

安全、精益、固定资产、管理体系、…

培训

•场调/评估：EHSS、体系、风险、

防爆防灾、绩效等现状或专项评估、

诊断、审核、…

•检测：土壤及地下水、职业危害、

环境监测、消防、特种设备、…

评估
•企业管理及其体系，诸如EHSSQ、

责任关怀RC、安标、双控、SA、CSR、

精益生产、cGMP、清洁生产、工程项

目管理、能源管理及技能、信息化/智

能化, …

•本质安全|企业P-EPC-OM生

命周期，诸如反应热安全、工艺包、

P&ID及本质安全诊断及改善、PSM

（HAZOP、LOPA、SIL定级及回路验

算、SIS设计咨询、RBI、MI、QRA

等）、风险预知/KYT、检修、防爆防

灾…

咨询 •受托第三方外包服务，诸如

接受政府、园区、基建工程、企业

等的委托开展尽职调查、安监、EHS

或PMC等外包服务，消防、HVAC、

污水处理站、三废检测/监测等受托

运维管理服务，职业有毒有害性物

质检测监测、人机工位监测评估及

纠正预防服务、整改措施落地、…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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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策划、培训 01

近五年来，应数家客户邀
请，平台组建了多个培训
咨询专家团队，提供了项
目解决方案策划、二级安
全标准化辅导或通过政府
验收、EHS管理体系建设、
危化品物联网建设、维修
安全、班组安全、安全意
识、领导力、HAZOP分
析等培训，受到客户赞赏
肯定。
客户名单举例：
中国安科院；
腾讯总部；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集团；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
南京纳尔科；
南京博瑞德集团；
苏州龙沙；
南京28所；
蔚兰汽车；
万达集团；
田湾核电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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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现场诊断检查 02

近几年，应客户邀请，平
台组建了多个现场咨询专
家团队，分别开展了“安
全责任险“检查服务（浙
江省”安责险”首批试点
项目）、本质安全等诊断
检查服务，涉及约100家
工厂，其中包括浙江海盐
及上虞地区80多家工厂、
全国其他地区数家化工或
工贸企业；客户高层或外
方人员对咨询专家的敬业
精神大加赞赏、充分肯定。
亮点：由平台派遣的化工、
设备、电气、化学品、
EHS等专家与客户有关人
员组成一体化现场诊断检
查团队，按照项目执行计
划，查文件、看现场，对
照国家法规要求，结合专
家经验，导入业界最佳实
践，开展评估分析，找差
距，编写书面报告，提出
纠正改善建议，形成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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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HAZOP/LOPA分析 03

近两年来，普罗盈应江苏十几家化
工企业邀请，开展有关装置
HAZOP分析、SIL定级或SIS回路验
算等前期方案策划、现场咨询，其
中：参加德纳 “醇醚、环氧乙烷现
役装置”有关风险咨询投标活动，
在几家知名咨询机构竞争对手面前
脱颖而出，成功获得服务合同。

自2018年底开始，由具有数年欧美
外企PSM专业及领导经验的资深项
目经理率领HAZOP分析、安全仪
表及质量保证专业咨询师进驻现场，
与业主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对三套
醇醚装置、一套6万吨/年及一套10
万吨/年环氧乙烷装置进行了
HAZOP分析、SIL定级、SIF定义，
对现有SIS系统回路进行验算等工
作，涉及的P&ID图纸达300张左右，
该项目于2019年11月份圆满关闭，
其中正式报告达1500多页。
交付成果的专业度及咨询分析验算
质量，受到业主高层充分肯定及赞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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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安全信息化 04

平台核心成员之一-慕驰与知名机构独立
/联合自主开发的“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信
息化平台1.0版、2.0版”，截至目前，
已获得中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共21个。
自2017年10月至今，约20家化工、炼
化、风电企业正在享受我们“过程安全
管理/巡点检系统信息化软件/硬件平台
“专业服务，包括：中海油气（泰州）
石化有限公司、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中海石油舟山石化有限公司、中
海油大榭石化、中海石油中捷石化、中
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神华榆林煤化
工、乌海煤焦化集团、泰州东联化工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万华化学（广东）
有限公司、神华国华呼伦贝尔风电有限
公司、等等，对团队成员专业敬业精神
大加赞赏并充分肯定。
亮点：“EHS专家+IT专家+业主EHS人
员组成的一体化开发团队”执行推动，
也即：“EHS专家顾问现场评估分析，
找出合规性/专业性偏差，与业主商定并
固化EHS管理要素及其工作流程，以此
作为安全信息化平台定制化设计的输入
条件，由富有数年实战经验的IT专业人
员二次开发，交付产品满足政府法规等
要求及业主实际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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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防灾诊断 05

2018年9月，普罗盈应神钢投资有限公司
邀请，参与“中国区试点工厂防灾诊断本
质安全咨询服务项目”投标活动，在几家
欧美咨询机构竞争对手面前脱颖而出，成
功获得服务合同。
2019年2~4月份，共有工艺、消防、电气、
化学品、粉尘、工业炉、EHS管理、自然
灾害、应急响应等专家顾问对该集团企业
所属的杭州、唐山、苏州、成都、佛山等
五家工厂进行了现场诊断，期间均有日本
总部数位专家全程共同工作。普罗盈交付
的项目成果受到业主及外方数十位总部专
家的充分肯定，也为这五家企业整改、进
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提供了法规、标准、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意见及思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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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受托安监 06

2018年9月，普罗盈应捷普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4万名员工，占地1000多亩，
20个左右大型标准厂房）邀请，参与“厂
区项目安全监管委托”竞标活动，在数家
竞争对手里脱颖而出，成功获得服务合同。
普罗盈从自身强大的人才库里精心挑选数
十位工厂承包商现场安监专业人员供业主
面试，由获得面试通过的六人组成项目团
队，于2018年11月19日驻厂全职工作，
直至2019年4月底，对数百家进厂施工作
业供应商进行全程安全监管，包括进厂安
全培训、特殊作业许可及其他关键风险评
估、现场作业安全监管、发现项及其整改
关闭、撤离现场等所有环节，未发生任何
安全事故，获得业主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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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培训咨询 风险预知KYT 07

2017年8月，普罗盈应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邀
请，参与“班组危险预知训练培训咨询服务项
目”公开招投标活动，在几家风险咨询机构竞
争对手面前脱颖而出，成功获得服务合同。
KYT及手指口呼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及生产安全
管理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实用有效工
具。
按照项目执行计划，咨询专家基于该局调度、
输电、变电、配电、检修、营业等班组现场作
业过程中潜在安全风险，于2017年底直到2018
年下半年，在该局系统开展了安全文化教育、
训练、实操等培训、咨询、操练等现场工作，
有力推动了这些班组全员“自主安全管理”工
作并使之长效执行、持续改善，预测各类作业
场所的风险，预防可能出现的事故，保障员工
生命财产安全，满足国家新《安全生产法》、
原国家安监总局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
AQ/T 9004及《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准则》
AQ/T 9005、南方电网及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有关安全文化建设的法规及其他要求。
普罗盈交付的项目成果包括课件、训练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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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 调查、诊断/咨询、培训服务主目录（进行中）1/3

Master Catalogue-Surveys, Diagnosis & Training

项目编号 | Project No. 主题 | Subject

GSC-SUV/CSLT/TRN0000 法规、管理体系及其整合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000 Regulation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ir integration 

GSC-SUV/CSLT/TRN0100 项目生命周期管理（PEPCOM）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100 Proje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PEPCOM) 

GSC-SUV/CSLT/TRN0107.00 化工/制药等行业工程项目管理最佳实践系列培训

GSC-SUV/CSLT/TRN0108.00 制药/制剂/医疗器械等企业项目控制最佳实践系列培训

GSC-SUV/CSLT/TRN0200 日常运营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200 Daily operati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GSC-SUV/CSLT/TRN0201.00
最新版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及其要素/OHSAS18001(ISO45001)系列实操培训
（分园区、高危企业、一般工业企业、医院、学校等几大类）

GSC-SUV/CSLT/TRN0300 日常运营环境管理体系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300 Daily operating environment management

GSC-SUV/CSLT/TRN0301.00
最新版环境管理体系及其要素/ISO14001（分园区、流程工业企业、一般工业企业、
医院、学校等几大类）系列实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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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C-SUV/CSLT/TRN0400 日常运营运维管理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400
Dail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general category, tailor-
made clothing)

GSC-SUV/CSLT/TRN0500 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50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green development category (general category, 
tailor-made clothing)

GSC-SUV/CSLT/TRN0600 组织意识及领导力类（通用类、可量体裁衣）

GSC-SUV/CSLT/TRN0600 Organizational awareness and leadership (general category, tailor-made)

GSC-SUV/CSLT/TRN0700 管理及工具类

GSC-SUV/CSLT/TRN0700 Management and its tools

GSC-SUV/CSLT/TRN0800 工程技术及工具类

GSC-SUV/CSLT/TRN0800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its tools

GSC-SUV/CSLT/TRN0900 过程安全管理PSM及其最佳实践(专题类)

GSC-SUV/CSLT/TRN0900 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PSM and its Best practices (special category)

BU01 调查、诊断/咨询、培训服务主目录（进行中） 2/3

Master Catalogue-Surveys, Diagnosis &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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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C-SUV/CSLT/TRN1000 生产制造最佳实践（专题类）

GSC-SUV/CSLT/TRN1000 Best practices in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 (special category)

GSC-SUV/CSLT/TRN1001.00 生产制造系列培训

GSC-SUV/CSLT/TRN1002 如何将非连续/手动生产装置改造成半自动/自动/连续生产装置，提高产线产能、质量及安全？

GSC-SUV/CSLT/TRN1100
全球EHS合规及审核（美、英、法、德、意、荷、欧盟、澳洲、加、日、中国等）及其最佳
实践（系列培训类）

GSC-SUV/CSLT/TRN1100
Global EHS Compliance and Audit (US, UK, France, Germany, Italy, Netherlands, 
EU, Australia, Canada, Japan, China, etc.) & Best practices (series of training)

GSC-SUV/CSLT/TRN1200
化学品、工业气体、供热、安全仪表及其回路等设施运维（覆盖化工、制药、农药、半导体、
光伏、机械、空分、热电等行业）及其最佳实践（专项类）

GSC-SUV/CSLT/TRN1200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hemicals, industrial gases, heating, safety 
instrument & its control loops, and other facilities (covering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pesticide, semiconductor, photovoltaic, mechanical, air 
separation, thermoelectric and other industries) and their best practices (special 
category)

GSC-SUV/CSLT/TRN1300
能源（用电及储能）/节能（节电）现场调查/评估或诊断、咨询及培训（覆盖所有行业）
（专项类）

GSC-SUV/CSLT/TRN1300
Field investigation/ assessment or diagnosis, consultation and training for 
Energy (electricity and energy storage)/ energy-saving (electricity-saving) 
(covering all industries) (special category)

GSC-SUV/CSLT/TRN1400 信息化/智能化项目现场调查/评估或诊断、咨询及培训（覆盖所有行业）（专项类）

GSC-SUV/CSLT/TRN1400
Field investigation/ assessment or diagnosis, consultation and training for  
informatization/ intelligentialization (covering all industries) (special category)

BU01 调查、诊断/咨询、培训服务主目录（进行中） 3/3

Master Catalogue-Surveys, Diagnosis &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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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线下课程目录 1/2（完成时）

年份-期号 话题 讲师

2018年第01期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解读及对策 姚老师

2018年第01期 江苏电改政策及电力交易实操 刘老师

2018年第01期 本质安全三年专项诊断治理通知精神解读及对策 陈老师

2019年第01期 PSM(PHA/LOPA/SIL/IM)探讨与实操对策 陈老师

2019年第01期 本质安全诊断专项行动精神要求和企业现场实践 沈老师

2019年第01期
结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50160-2018，谈
谈储罐区设计安全设防标准实施及案例分析

王老师

2019年第01期 绿色供应商EHS审核思路 梁老师

2019年第01期 安全标准化落地实操交流 刘老师

2019年第01期 EHS-RC-PSM 管理体系应用及改善 姚老师

2019年第01期
土壤污染防治法带来的挑战及对策，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常
态化

杨老师

2019年第02期 HAZOP、LOPA、SIL定级及防爆之间关系以及分析实操 陈老师

2019年第02期 双重预防机制实践及对策 韩老师

2019年第02期 电改及企业实操 高老师

2019年第02期 消防工程EPC关键点分析及对策 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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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线下课程目录 2/2（完成时）

2019年第02期 工厂设施生命周期PEPCOM 风险管理及实操 姚老师

2019年第02期 天嘉宜事故对化工项目的影响 王老师

2019年第02期 电气与爆炸区划安全实操 滕老师

2019年第02期 粉尘防爆等专项治理实操 戴老师

2019年第03期 天嘉宜事故报告视频、事故分析及其教训 王老师

2019年第03期 EHS人员如何自我保护 全体参会人员

2019年第03期 几个重要法规及标准关键点解读及实战对策 姚老师

2019年第03期
企业 HAZOP 及LOPA 分析、 SIS系统存在的共性问题及
对策

陈老师

2019年第03期 安全信息化平台建设及实操对策 曹老师

2019年第03期 电气安全及其关键点 邬老师

2019年第03期 设备防腐、 RBI及实操对策 章老师

2019年第03期 LOTO(ECPL) 上锁挂牌实操 董老师

2019年第03期 目前安全生产存在问题深度剖析及其对策建议 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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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2019.12.14.

南京地区“2019年第三

期本质安全及EHS公益研

讨会”，于2019年12月

14日，在南京市鼓楼区

中山北路283号鲁迅园小

区内一号楼二楼会议室

隆重举办，取得圆满成

功。

本期活动由江苏省老

科技工作者协会安全生

产技术专家工作站主办，

南京普罗盈、《中外项

目服务网》、《本安绿

发》公众号平台承办。

约有55位同仁及嘉宾参加了本期研讨会，他们分别来自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扬州、盐城、上海、北京、济南、武汉、潍坊等城市的数十家企事业单位，包括（排名
不分先后）：江苏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安全生产技术专家工作站、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普罗盈EHS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中外项目服务网、本安绿发公众号、北京慕驰高
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安诺咨询、江苏电小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扬子石化、神钢投资有限公司、长安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博西家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南京钛白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亚什兰化工（南京）有限公司、欧季亚新材料（南京）有限公司、贺利氏贵金属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德司达、长兴化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瓦克、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苏州园区FMC、南京常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邦制药有限公司、南京绿叶制药有限公司、武汉久安药业有限公司、南京瀚宇彩欣、南京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斯伯格上海有限公司、江苏润阳悦达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晶澳（扬州）太阳能光伏工程有限公司、瑞尔德光伏系统（扬中）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上海锐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南京昇泰自动化
技术有限公司、南京佳和日化有限公司、天宇、实朴、南京优又酷贸易有限公司、镇江南帝化工有限公司、上海云联百川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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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长江安全沙龙，201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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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201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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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2018.9.16、20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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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直播间|网课目录（完成时）1/5

期号 话题 讲师

第01期 事件报告及管理 姚老师

第02期 过程安全管理PSM 唐老师

第03期 承包商管理 苏老师

第04-1期 安全文化 袁老师

第04-2期 质量健康安全及环境QHSE安全文化 邹老师

第05期 施工安全管理 王老师01

第06期 居家安全及其解决方案 席老师

第07期 安全信息化平台-顺谈JHA 张老师01

第08期 腐蚀与防护基础知识 林老师01

第09期 REACH & CLP 陈老师01

第10期 定量风险评价QRA 蒋老师

第11期 工厂维保安全 姚老师

第12期 手持式工具安全 王老师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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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直播间|网课目录（完成时）2/5

第13期 开车前安全审查及回顾PSSR 陈老师02

第14期 变更管理MOC 邬老师

第15期 企业安全责任 于老师

第16期 EHS人员成长之路 张老师02

第17期 粉尘爆炸 邬老师

第18期 EHS体系审核 史老师

第19期 危化品及应急 何老师

第20期 上锁挂牌LOTO 沈老师

第21期 业务连续性管理 BCM 田老师

第22期 灾难恢复 林老师02 （中国台湾）

第23期 安全生产标准化基础与实践 彭老师

第24期 如何成为EHS老大并履职 姚老师

第25期 撩起EHS合规面纱 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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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直播间|网课目录（完成时）3/5

第26期 企业“三同时”管理 邬老师
第27期 企业安全合规新动向 邬老师
第28期 风险预知训练KYT 肖老师
第29期 KYT与STOP相结合的最佳实践 黄老师
第30期 基于风险的检验RBI 林老师01

第31期
法规和其他要求及其合规性评价
-顺谈SOP编写技巧

姚老师

第32期 个体防护装备（PPE）及其管理 刘老师

第33期 巴黎协议&可持续发展报告CSR 姚老师

第34期 内部审核及其工具 姚老师

第35期 管理评审 姚老师

第36期 自愿保护计划VPP 姚老师

第37期 审核技巧 周老师

第38期 污水处理站WWTP运维及EHS 姚老师

第39期 责任关怀RC 邬老师

第40期 绿色化学GC基础课程 姚老师

第40-GC01期 绿色化学与节能减排 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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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直播间|网课目录（完成时）4/5

第41期 制造企业EHS绩效系统及最佳实践 姚老师

第42期 工程项目EHS绩效管理 姚老师

第43-R01期隐患排查及治理模型@登高动火作业案例分析 姚老师

第43-R02期节假日安全隐患排查、安全计划及其执行 石老师

第43-R03期气瓶储运及危化品装卸及分装隐患排查及治理 石老师

第43-R04期配电箱和接线电气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 石老师

第44期 工程项目绩效管理系统 姚老师

第45期
施工安全事故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兼谈江西丰城火电厂特大事故案例

王老师01

第46期
高级CFD计算机模拟软件及在石化火灾、泄漏事故后
果模拟中的应用

鄢老师（瑞典）

第47期 创建合格班组卓越班组的秘诀及工具 姚老师

第48期 集团高端EHS职位机遇及挑战 姚老师

第49期 欧盟REACH法规注册实战分析 张老师03

第50期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备考经验分享 倪老师

第51期 项目及企业运营风险系统管理 陈老师03

第52期 HAZOP基础知识及案例分析 陈老师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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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1-公益研讨会 直播间|网课目录（完成时）5/5

第01期 PDD及年中报告 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第02期 项目管理模块01 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第03期 差旅安全健康 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第04期 项目风险管理 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第05期 EHS员工入职培训 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第06期 待人技巧 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第07期 WORKSHOP 邬老师/姚老师 紫金山EHS学院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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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05 业务

中外项目服务网

• BU02-05

EPC及其他业务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中外项目服务.tm                                      
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62

BU02~05 业务简介

BU03-产品销售：侧重于制药或化工

等行业的特种或特材设备销售及技术服务，

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技术转让及产品销售，

特色领先的PSM或EHSS信息化、先进控制

系统（ACS）等软硬件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及销售，等等。

BU02-工程项目:  侧重于化工、制药、机

械、新能源、微电子等行业的P-EPC-OM: 前期(立

项申请、可研、技术及商务方案策划、环/安/卫/

节能/消防/专项等预评价及验收报告、…)，项目执

行过程EPCm（征地、地勘、设计、采购、施工、

调试、开车、竣工验收、EHS、QA、…)，EPC总

包，企业设备设施管理，改扩新、搬迁/关闭，土

壤及地下水等检测监测或报告编制，等等。

BU04-成果产业化：侧重于化工、节

能、环保、新能源等研发成果商业化全过程

操盘或咨询服务，等等。

BU05-节能售电：侧重于全行业储能

站EPC及托管运维、电改、购售电优化及合

同签订、用电负荷预测、节能、能源技术、

用电安全、能源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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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 EPC & EPCm 目录…1/5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hinacu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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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 EPC & EPCm 简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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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 EPC & EPCm 荣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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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 EPC & EPCm 资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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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 EPC & EPCm 部分业绩(制药项目）…5-1/5

业主名称 项目内容 面积（平方米）地点

上海味之素调味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生产 15,000 松江

德固赛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大楼、食品添加剂 7,000 闵行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室、化妆品生产 8,000 青浦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饮料生产 10,000 闵行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喷雾剂、针剂 9,000 浦东

上海长甲保健品有限公司 中药保健品生产 8,000 浦东

苏州长甲保健品有限公司 中药保健品生产 14,000 苏州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生产 8,500 金山

上海中西药业有限公司新冈制药
厂

中药针剂、固体制剂生产 8,000 嘉定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制剂、原料药生产 3,000 崇明

上海牙膏厂 牙膏生产 6,000 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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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2 EPC & EPCm 部分业绩(制药项目）…5-2/5

上海耀华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万吨纳米碳酸钙 6,000 浦东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综合实验楼 大型现代化实验楼 16,000 徐汇

浙江大学芯片有限公司 芯片开发生产销售 21,000 杭州

浙江耀江集团金葡液生产线 针剂生产 5,000 杭州

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实验楼 化学和生物实验室 4,500 浦东

上海铭源数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生物芯片生产基地 16,000 奉贤

南京中翠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10,000 南京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饮料 40,000 承德

杭州丘比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30,000 杭州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试验基地，三期 4,500 上海

大冢（上海）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大冢药研新研究所项目 7,103 上海

浙江惠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药制剂、原料药生产,二期
扩建

50,000 长兴

浙江英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年产4000吨中药饮片项目 13,612 金华

杏辉天力（杭州）药业有限公司 制药生产二期扩建项目 25,000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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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05 节能售电部分客户名单

2019年签约的部分客户名单

• 南京天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Nanjing Tianshi News Material Technologies CO.,Ltd.
• 苏伊士水务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 Suez Water Technologies & Solutions
• 泰兴苏伊士废料处理有限公司
• Taixing Suez Waste Treatment Co., Ltd.
• 苏州菱富铝业有限公司
• Ma China Extrusion (Suzhou) Co., Ltd.
• 欧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Eolane China Co., Ltd.
• 摩根特种陶瓷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 Morgan MMS China Co., Ltd.
• 苏州启钧电子有限公司
• Suzhou Keewin
• 达涅利冶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 EMIS China Co., Ltd

https://www.waxpi.com/
https://www.waxpi.com/
https://www.suezwatertechnologies.com/
https://www.suezwatertechnologies.com/
http://www.txsuez.com/
http://www.txsuez.com/
http://www.szcmax.com.cn/
http://www.szcmax.com.cn/
http://www.eolane.cn/
http://www.eolane.cn/zh/main.html#1
http://www.morganmmschina.com/lishi.html
http://www.morganmmschina.com/about.html
https://www.keewin.com/
https://www.keewin.com/
https://www.emis.com/
https://www.em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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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 平台相关信息

中外项目服务网

A00

附录

http://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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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 平台 营业执照及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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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 平台 营业执照及许可



中外项目服务.tm                                      
www.GlobalProjectService.com

73

A01-3 平台 营业执照及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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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4 平台 营业执照及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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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1 工作照片 欧洲访问，普罗盈 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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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2 工作照片 尚德全球总部 2009-2013

达沃斯全球
安全及可持续发展

领袖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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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3 工作照片 阿克苏诺贝尔BU OBS/先灵葆雅（默沙东），20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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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4 工作照片 博世-西门子BSH中国总部 199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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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业务联系信息

商务/BD：
bd@globalprojectservice.com

手机：139 1474 3297
微信：133 8200 1926
地址：南京市金川门外5号南京工业
大学光电园

mailto:bd&@globalproject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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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平台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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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致谢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