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中标人名称 地址

1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3号楼E12层、15层
2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
3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南街40号楼
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33号

5 南宁市致协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一）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3号广西体育馆内顺天楼
二楼、（二）南宁市江南区凤江路10号那洪泵站北区
（泵站后庭）聚义达商业街2#楼二楼B2-2

6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
7 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一号院1号楼2层

8 四川国泰民安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
1666号B1栋6层2号

9 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265号1幢321室
10 北京和隆优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西路31号D栋三层西区

11
中竞同创能源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号六层6670

12
宁夏清洁发展机制环保服务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银川市开发区新昌东路159号软件园

13 河北晶淼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槐安西路63号A座3楼
14 赣州发电设备成套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崇埠村4栋
15 湖南益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59号建鸿达现代公寓614房

16
吉林省节能监察中心（吉林省能源利用
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经开区东南湖大路2718号

17 云南韬略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万华路天宇景苑2203、2205、2206
、2207、2208室

18 佛山市顺德区节能协会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红岗工业区展业路2号A座3层
19 河北省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402号

20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山东省产
品质量认证咨询服务中心、山东省低压
电器产品质量检验站、山东省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31000号

21
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
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10号

22 湖南中质信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431号瑞府1108房

23 韶关市普慧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168号韶关市辉越科技创业服务
有限公司科研服务楼A222号（仅作办公场所使用）

24 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市安达街966号
25 北京卡本能源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1号楼3062室
26 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高新区创业路8号万福中心3号楼19层
27 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路1372号

28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长春市南关区东南湖大路518号鸿城国际花园小区3号楼
601、602号房

29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西76号
30 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中路65号

31 台州市英锐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枫南小区2幢二单元201室(仅限办
公）（自主申报））

32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武宁路505号
33 苏州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苏蠡路63号
34 浙江贝斯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城纪商务大厦2号楼325室
35 深圳市绿创人居环境促进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路8号金民大厦706-707室
36 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20号
37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路399号科创中心
38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 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区内亚大路99号
39 广西晨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38-1号时代丽都801号房

40 山东长润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舜华路2000号舜
泰广场9号楼7层702H08



41 国润创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9号1号楼11层
42 西宁腾祥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36号
43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厦19楼F室
44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市丰乐路４号
45 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微电园西园南街3号

46 青岛希诺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银川西路67.69号青岛国际动漫游
戏产业园A座310B室

47 新疆和创新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科学一街
384号科技厅26号楼1楼322号

48 济宁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济宁市金宇路47号汇景国际城C座22层
49 北京科吉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胡同15号8号房间
50 西安节能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三路18号
51 天津广正汇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幸福道8号205-068（集中办公
52 贵州省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协会 中华北路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206室
53 江苏省、南京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南京市苜蓿园大街52号

54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370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
区西大直街370号

55 福建三能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A区30号
56 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16层1621室

57
贵州省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13号

58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3号楼17层
59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 丰满区南山街111号
60 郑州计量节能检测中心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与经北五路交叉口
61 重庆大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正街174号

62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
1幢1301-1308、1401-1402、1405-1408室

63 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200号13层

64 湖南柯林瀚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东路128号湖南纽曼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纽曼工业园C1栋厂房4楼

65 河北鸿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华南大街新石南路交口汇龙国
际1号楼1124室

66 河北省自动化研究所 石家庄市桥西区友谊南大街46号
67 沈阳赛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2-1号B座225室
68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11号4号楼5层502至512室
69 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 成都市金牛区恒德路6号
70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7号
71 天津旭然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80号天大科技园A2-606室
7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201号

73
船舶信息研究中心（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双泉堡甲2号

74 贵州天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路群升世纪广场B1-B3栋
75 南阳大阳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南阳市八一路230号
76 湖南节能评价技术研究中心 长沙市麓山南路932号
77 广东省南华节能和低碳发展研究院 广州市天河区华强路3号之一2215房
78 吉林省中实环境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二道区自由大路4755号（鸿石国际大厦1单元702室）
79 启真检测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470号14幢508室
80 安徽省方圆质量技术评价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合肥市金寨路384号金融大厦17层
81 安徽天方工业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水湖路17号碧雨花园8幢608室
82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11号
83 山东鲁源节能认证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29号

84 内蒙古蒙正工程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
厦A座11楼1108室

85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922单元
86 安徽誉特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电子孵化大楼B0507-0510
87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南宁市高新区科兴路12号
88 重庆惠能标普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水星科技发展中心（木星）2区5



89 杭州超腾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
1幢1904-1906室

90
长春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长春市企业
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长春市绿园区升阳街1476号

91 山东省质量技术审查评价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46-6号
92 深圳市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专家联合会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厂房第532栋第6层609A、
93 长沙瑞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28号金瑞麓谷科技园C12栋

94 曲靖云电阳光配售电有限公司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环西路以西，文笔路以南“阳光上
城”小区A幢第1-11层A号

95 吉林省鑫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博学路复地.净月国际5.2期（E-
4区）E4-15#幢122号房

96 柳州市节能服务中心 柳州市北站路28-1号2楼3室
97 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山区和平大道１２４４号
98 泰州市计量测试院 泰州市江州南路105号

99 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68号科技实业园D组团厂
房D-6D-11单体2D6室

100 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锦华路三段88号汇融广场1栋4单
元（B座）28层

101 湖北省节能协会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昌中北路18号

102
苏州市节能监察中心（苏州市节能技术
服务中心）

苏州市东中市315号

103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安街7号
104 盐城市华创节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华邦西厦1幢1211室（CND）
105 天津锐锟科技有限公司 华苑产业区海泰华科三路1号3号楼-1-311
106 湖北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武汉市积玉桥四清村51号
107 辽宁宝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56号甲1（211房间）
108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建设部大院南配楼0401-0403

109
广西南宁华拓节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南宁市西乡塘区高新大道55号安吉万达广场6栋1133号

110 内蒙古成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１１０国道与
呼哈公路交叉口处（祥和老年公寓）

111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18号
112 广西力行能源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市东环大道256号万达广场5栋31-4-3号
113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曲阜道80号504室
114 淄博博一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经济开发区创业大道创业大厦
115 江西抚州东华理工能源与环境研究院 抚州市学府路(马家山广场)2栋三层302号2幢301室

116
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市节能服务中
心）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121号A1楼

117 中计信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府前街5号
118 深圳市冠智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留仙三路6号鸿威工业
119 云南云天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大观路164号7幢
120 大连市节能协会 大连中山区白云街29号
121 兰州国信环境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173号
122 吉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长春市绿园区升阳街1599号长春市升阳街1599号
123 杭州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国都商务大厦1208室
124 山东坤宇翔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44-60号2502户
125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司狱使前9号
126 常州圣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宁区兰陵北路506号
127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甘肃有限公司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东路387号
128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新城大街5088号
129 哈尔滨森宇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258号J栋1单元6层2号
130 上海绿色工业和产业发展促进会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212号凯迪克大厦9层B室

131 云南电网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云大西路
103号云南嘉信实业办公大楼804室

132 河北旭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25号西清公寓怡禾丰景

133
重庆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重庆市节能
技术服务中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34 北京北科能环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B3号迪蒙大厦三层301室
135 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汇二街17号501房
136 重庆众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9号第15层C1#
137 辽宁瑞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鞍山市铁东区正义街
138 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开发区枫杨街17号
139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1号科研生产区南楼
140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722号
141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昌东大道7777号
142 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朱雀大街南段222号
143 大连汇能咨询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软件园路1A-4号1单元15
144 上海市节能环保服务业协会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1号A楼6001-6002室
145 甘肃省轻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金昌南路101号
146 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2号
147 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2之1号402房
148 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大道众生大厦综合
149 江苏锦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徐州市泉山区富国街1#-501
150 盐城市中环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金融城1幢2-1310室（CND）
15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9区
152 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9号

153 芜湖金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芜湖万达广场二期1#楼812、813室
（申报承诺）

154 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金昌北路208号
155 盘锦德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盘锦市兴隆台区松山路8号
156 西安节能协会 西安市经济开发区凤城三路18号
157 中认武汉华中创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999号

158
郑州市智慧环境机器人产业研究院有限
公司

荥阳市中原西路与飞龙路交叉口创新创业综合体研发中
心楼14层

159 吉林星碳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星路副16号摆渡创
新工场三楼创客空间南区G2卡位

160 贵州捷碳环保大数据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81号大西南·富力中心
第A3栋1单元3层15号

161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3088房间

162
河南省新悦环境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有限
公司

洛阳市西工区洛浦路1号华源河畔明居7幢2单元706室

163 中海油（湖南）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路327号001栋11楼
164 黑龙江裕鑫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钢铁街运华广场302栋3单元7-7层阁楼1
165 山东同济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266号8层

166
亳州市节能监测与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

亳州市希夷大道国购名城西侧综合楼南楼9楼

167 南通市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南通市工农路488号A栋201室

168
天津力源恒特节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气象台路41号增1号

169 江苏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四平山路10号
170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西青路１１９号

171 河北爱尔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石柏南大街187号河北省军民
融合技术企业孵化器211室

172 广东惠智通能源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演达大道11号港惠新天地商业广场二期2座12层
13号房（仅限办公）

173 杭州经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信诚路572号B409室
174 潍坊华鲁能源检测技术中心 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326号7号楼
175 新疆创先腾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银川路706号凤舞小区4栋18层1单
176 河北骏兴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友谊南大街46号河北省科学院4
177 云南省节能技术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209号
178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1号A栋10层
179 济南经纬方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华能路19号2号楼628室
180 广西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６号金湖帝景３号楼Ｃ３Ａ０５号
181 宁夏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36号石嘴山市启明星众创空



182 山东亚华低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2666号中国铁建国际城B
183 河南路卡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1号118号楼805室
184 九江振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36号（星华花园）1栋2-

185
黑龙江省节能监测中心（黑龙江省能源
研究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文昌街139号

186 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4号华测检测大楼8楼A
187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188 四川省节能协会 成都市人民中路三段16号
189 安徽省节能协会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红星路92号
190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97号
191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长春普阳街1301号

192
内蒙古自治区冶金研究院（内蒙古自治
区冶金产品质量检验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街160号

193 宣城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科技局内
194 湖南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398号（办公楼1-5楼）
195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10层
196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
197 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210号
198 吉林省光大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创新路2208号
199 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辽宁省鞍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激光产业园研发中心
200 广东省节能协会 广州市天河路351号广东外经贸大厦15楼
201 青岛大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100号盘谷创客空间C座105-
202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楼
203 辽宁省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银泉街65号
204 河北华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路北区滨河路9号
205 新疆绿企家园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18号
206 杭州卓立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157号608室

207
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河西工业区包钢信息楼东
副楼

208 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
209 内蒙古节能协会 呼和浩特市文化宫街26号
210 哈尔滨瀚清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大顺街4号三楼
211 烟台市清洁能源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242号三楼
212 吉林省环科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乐东村十里堡
213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27号

214 城矿环资技术（黑龙江）有限公司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13
号楼世贸大道72号火炬欧亚大厦A708-709室

215 浙江万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香舍丽都4单元403室
216 中国煤炭学会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沟路(乡，镇，街道)5号(号)(住所)
217 辽宁爱沃格林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四十三号
218 沈阳维斯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风雨坛街138号1105室
219 大连连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香西路223号3单元2层2号
220 云南大学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1
221 湖北省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 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330号
222 吉林瑞科汉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工业北区甲九南路
223 甘肃省商业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449号（联创广场C座）16楼
224 营口节能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
225 吉林省城恒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经济技术开发区澳海东方1号1＼2＼34幢1212号房
226 云南莫高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霖岚广场A座2010-2011号
227 河南省能效技术协会

228 内蒙古工大华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科尔沁南路69号留学人员创业园创新
创业大厦0503-9号

229 中昊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168号

230 中石化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容城镇奥威东路北侧雄安市民服务
中心企业办公区E栋1层102单元

231
中澈（北京）环境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佳运园26号楼4层509



232 大唐碳资产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大街6号院1号楼南塔12层1201号
233 广东旭东能效技术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圭峰路新会科学馆4号楼503-1室
234 湖南楚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39号长沙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
235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6号楼4层401
236 淮北中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相山区相山路、黎苑路北C幢303室
237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南路7号
238 大连盛和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350号A座B209室

239 沈阳麦克奥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上深沟村858-1号，沈阳国际软件
园B01号楼305、306房间

240 苏州尚若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28号星海国际大厦12楼178室
241 中钢集团金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际广场A座30层A区
242 北京北方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楼10层1005号
243 河北省节能协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25号西清公寓1-901
244 远大能源利用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新科祥园甲5号楼

245
山西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太原市杏花岭区红沟路129号.

246 大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760号
247 苏州晟世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中山东路70号
248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鞍山市鞍千路301号
249 江苏晟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200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
250 湖南绿通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二段688号中南总部基地2栋
251 四川省川循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一段58号2幢39层3903号
252 湖南中瑞环保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远大一路408号中栋309
253 哈尔滨旭升高效节能光电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原动力区）健康路52-1号
254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文昌路68号
255 山西国科节能有限公司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长治路292号609室
256 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黄河北街4号附1号
257 吉林省境环景然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区延安大路565号盛世国际A座7012室
258 广东新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00号之一19楼C1房
259 宿迁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宿迁市宿城区世纪大道8号（原八一宾馆1楼101、

260 河南德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49号绿地原
盛国际3号楼C座14层279号

261 芬碳资产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院2号楼15层1501内1508

262 国电龙源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科学城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
院305号楼5413室

263 嘉兴嘉洁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洲工业区洪业路南侧（浙江秀洲科技创业发展
有限公司5号楼4层）

264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启阳路4号院2号楼

265 通辽市天华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西门办事处东方世纪城洋
房E楼4-5层1-402室

266 乌鲁木齐天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东街57号3栋5层5单元501

267 江西贝斯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698号
浙大科技园C区301室

268 云南中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市官渡区东风东路209号省经委综合楼401室
269 包头市汇宏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昆区惠民小区－１２－２３
270 青海省节能协会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18号
271 河北省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171号

272 四川川能智网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天府新区正兴街道湖
畔路北段366号1号楼4层

273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274 河南沃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38号4号楼1单元2002号
275 上海同标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421弄107号（集中登记地）
276 湖北省建筑材料节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姚家岭234号7栋
277 南京工业大学连云港工业技术研究院 连云港市科教创业园区晨光路2号

278 广东湘源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潮州市东山路高级技工学校内潮中产业创新创意园1号
产业创新中心第4层405、406连411号房

279 安徽省启航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美加印象小区B8#楼2-202



280 长春东煤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区卫星路8722号（生产地址：高新区创新路

281 贵州众宏仁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花果园项目C区第9（贵阳国
际中心3号）栋2单元26层7号[花果园社区]

282 湖南省国际低碳技术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长沙高新开发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钰园F1栋203A、203B房

283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华东分
所（中国赛宝（华东）实验室）

苏州市高新区珠江路117号

284 乌鲁木齐西诺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迎宾路东三巷13号320
285 青海麦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七一路367号院1号楼2单元252室
286 唐山市节能协会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建华东道13号
287 云南汇能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二环西路220号云南软件园B座五楼
288 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号2号楼18层

289 内蒙古福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工业园区科尔沁南路69号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副楼C座4楼

290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北辰区京津公路与龙洲道交口西南侧北辰大厦3号楼5-9
291 湖南阳光伟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街街道五一路235号湘域中央1
292 内蒙古中荣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管委会101房间
293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九楼、十楼

294 深圳华工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295 苏州工业园区资源节约与能源管理协会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255号
296 景德镇市国信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高新区梧桐大道合盛光电产业投资公司4
297 福建省闽量校准技术中心 闽侯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内

298 湖北汉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昌区中北路95-101号海山金谷天城1、2栋裙楼4层2室
B01室2号卡座

299 河南政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59号居易摩根中心4楼404室
300 云南琛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环城北路62号天和大厦5幢5楼5号

301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3850号

302 徐州市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绿地商务城（B7-2地块）商务办公楼B号

303
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七号美舍大厦

304 江西金碳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林大道269号
305 四川大宇帆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南段5号
306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89号3号楼2楼
307 洛阳市节能减排协会 洛阳市洛龙区望春门街1号天元.在水一方7幢3-2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