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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铁道行业铁道部培训中心北京华铁联咨询中心地址: 100038 

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6号华天大厦507室 北京华铁联咨询中

心电话: 010-51844115传真: 010-51843628E-mail:

htl_44115@163.com建筑行业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委

员会地址: 100081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48号A座601室电话:

010-62187644 转 8013、62147019传真: 010-62172409E-mail:

ada17@263.net网址: http://www.cpmchina.com电力行业北方交

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地址： 100044 北京海淀区北下关

高粱桥路44号北方交大东校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区电话：010

－51686503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教育培训中心地址: 100761 北

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一号电话:010-63415502 传

真:010-63415234E-mail: ipmpdli@xahuading.com

xuedianwen@cec.org.cn xuyuhua@cec.org.cn网址:

http://www.cec.org.cn石油石化行业胜利油田高级人才培训中

心国际石油合作培训部西安华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分公司地址:257004 山东东营济南路162号电话

：0546-8714833 138647316680546-8210318 13181868537 传

真:0546-8717100 8210318E-mail:

Xuxl2002@yahoo.com.cnxuxinli@slof.com song 2324@126.com中

科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培训中心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公

司地址：100039 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甲19号培训中心电话

：010-88258576/88258632传真：010－88256278e-mail:



rmliu@gscas.ac.cnwangwenzh@mails.gscas.ac.cn网址：

http://www.dc-edu.ac.cn航天行业、国防系统联合办公地点中

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公司北京明天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地址：100013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滨河路1号航天信息大

楼707室电话：010-68373289，68373377传真

：010-68373289e-mail:sjm@mth.com.cnmth@mth.com.cn网址

：http://www.mth.com.cn财经行业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世

盛鑫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地址: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

路39号电话: 010-85978820/85978827/62288637传真:

010-85972751E-mail: sony100@sohu.com caida@126.com网址:

http://www.161.cn民航系统北京大地策商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地址:100101 北京市海淀区安翔里1号28楼8601电话:

01068160379/64851667传真:

01068160379E-mail:yangyn777@sina.com文体、传媒行业北京锐

意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址：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2

号8504信箱电话：010-64388440-808传真：010-64388441网址

：http://www.eccocom.cn/E_mail：ipmp@eccocom.cn 地区认证

中心陕西西北工业大学项目管理研究与发展中心西安华鼎项

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 710072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

学803信箱电话: 029-88492484/88494294/8494295 传

真:029-88494869E-mail: pmrc@263.net.cn ipmp@xahuading.com

网址: http://www.huading.net.cn北京北京市宏资讯通项目管理

技术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厦八层 邮编

：100080电话: 010-82856913，82856909传真:

010-82856904e-mail:liyg@p9pip.com ipmbok@hongzixun.com.cn

网址：http://www.ipmbok.co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决策与



项目管理研究发展中心地址:100083 北京市学院路35号 北航世

宁大厦310室电话: 010-82316158/82313397-825/826/827传真:

010-82315488E-mail:ipmpbh@xahuading.com buaaipmp@263.net

pmp@21training.org网址: http://www.21training.org/ipmp北京大

学博雅方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地址：100085 北京市海淀

区上地信息路7号数字传媒大厦316室电话：010-62964309-8613

传真：010-62979285E_mail：luhuanrong8888@126.com网址：

深圳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深圳市跃驰咨询策划有

限公司地址: 518052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现代之窗A座格兰德

酒店九楼br> 电话: 0755-83280186、0755-83280786 传真:

0755-83645646 E-mail:eots@21eots.com 网址:

http://www.21eots.com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虚拟大学

园管理服务中心地址: 518057 深圳市深南大道高新区南区虚拟

大学园A座315室电话:0755-26551545传真:0755-26551544E-mail:

ipmpsz1@xahuading.com npu@szvup.com网址:

http://www.nwpusz.com深圳市新华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地址

：518057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虚拟大学园 A315 号 电

话： 0755-8611 0321传真： 0755-8611

0301E-mail:cnpm2008@126.com Cnpm2008@yahoo.com.cn网址

：http://www.cnpm.com.cn/深圳市新华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东

莞代表处地址：523008东莞市东城大道 33 号金澳花园酒店三

楼 电话： 0769 -2501616传真： 0769- 2069626深圳田园风光高

扬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地址：深圳海上名园旅游区内电话

：0755-27259445邮编：518121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地址: 200433 上海国定路777号电话: 021-65904312

65903854 传真: 021-65112354E-mail: gsyjs@mail.shufe.edu.cn网址:



http://www.shufe.edu.cn 上海迈思拓华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地

址: 200122 上海张杨路800号长航大厦1411电话: 021-58354702

，021-58354705传真:

021-58354707E-mail:ipmpshanghai@xahuading.com

milestone@263.net网址: http://www.ipmp-sh.net天津天津市道特

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地址: 300070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7274

号云翔大厦27层E座电话: 022-23256533传真:

022-23256536E-mail: ipmptj@xahuading.com pmdoctor@263.net

网址: http://www.pmdoctor.com.cn浙江浙江易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地址：（310011）杭州市莫干山路425号瑞祺大厦1105室

电话: 0571-81956322传真：0571-81956322E-mail:

zjipmp131@126.com网址: http://mba.zju.edu.cn/ipmp大连大连创

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地址: 116001 大连

市中山区友好路155号国信大厦2201室电话：0411--39502900 

传真：0411--82813050 E-mail:zhaoxindl@tom.com网址:

http://www.cnpm.cn广东单位名称：广州智造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中国科学院广州教育基

地311室电话、传真：020-37618378联系人：叶国明手机

：13719063321邮箱：ipmp@ipmp.net网址：www.ipmp.net 湖南

湖南中大畅想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地址：410005 湖南长沙五一

西路2号第一大道911室电话：0731-4449666传真

：0731-4449638邮箱：ghhe@163.com liaolisha2002@163.com 网

址：http://www.zdcx.com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与管理学

院地址：410073 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

院IPMP办公室电话：0731-4576490传真：0731-4576490E_mail:

hn_ipmp@163.com网址



：http://www.nudt.edu.cn/IPMP/index.htm山东山东大学项目管

理研究所济南华睿思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地址：250100济南

市花园路200号群康商务大厦415室电话：0531-8906971传真

：0531-8906971网址：www.huading.net.cn 青岛青岛谊普项目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7号（青岛大学）国

际学术交流中心电话：0532-5953422传真：0532-5953455联系

人：卢春平山西亚太经理学院邮编：030006地址 山西省太原

市长治路249号电话: 0351-7025968、2209598、7029168传真:

0351-7029168E-mail: ipmp@ ytjlxy.com网址:

http://www.ytjlxy.com四川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交

通大学现代管理研修学院通信地址：610031 四川成都市二环

路北一段111号联系电话：028-87600827 028-87600960.

87600289 87600278 联系传真：028-87634343 028-87600278

E-mail： gjxm@home.swjtu.edu.cn lugerun@163.com网址：

http://www.swjtu.edu.cn重庆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

址: 400023 重庆江北区五里店御庭苑2号19层电话:

023-61896650 61896689 传真: 023-61896650E-mail:

cajlgs@163.com cqls@vip.163.com 网址

：http://www.cqliansheng.com福建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地

址: 350001 福建福州市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七层电话:

0591-7673388-8072/4 传真: 0591-7673118E-mail:

ipmpfj@xahuading.com ipmp_fj@hxrc.com网址:

http://www.hxrc.com辽宁沈阳市普惠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110042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路22-3号611室电话: 024-24334008

024-24326541传真: 024-24326541E-mail:shidaxin@163.com网址:

http://www.chinapm.net.cn安徽安徽普惠智业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地址: 230088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C区205室

电话: 0551-5336153-80 0551-5336173-80传真:

0551-5336153-83E-mail: ahipmp@126.com 网址:

http://www.ahipmp.com安徽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培训中心地址:

230001 合肥市花园街38号交行大厦18楼省计委培训中心教研

部电话: 0551-2639689/2636915传真: 0551-2647001E-mail:

ipmpah@xahuading.com ahipmp9566@sina.com网址:

http://www.ahpc.gov.cn江苏省南京华鼎普惠项目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通信地址：南京市青岛路32号303室 210008电话

：025-83205461传真：025-83205401E_mail

：info@njhuading.comjs_ipmp@sina.com网址

：www.njhuading.com湖北武汉高登管理咨询公司地址: 430030 

武汉市桥口区宝丰路23号天骄国际大厦24层(桥口宝丰路口国

美电器旁) 电话: 027-83655451--83655457 传真: 027-83655454

E-mail: ipmphb@126.com ipmpjw@126.com 网址: 湖北项目管理

网:http://www.pmhb.com.cn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武汉建设行业培

训中心电话： 027-83655451--83655457 E-mail:ipmphb@126.com

海南海南省MBA（工商管理）协会地址：570102 海口市大同

路36号华能大厦7A18室电话：0898-66736832传真

：0898-66732586e-mail:2000abc@sina100.com网址

：http://www.mba-a.com厦门厦门天和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厦门市计委经济研究所地址: 361009 厦门市开元区莲花南

路6号北方大厦四楼电话: 0592-5138989传真:

0592-5138787E-mail: ipmpxm@xahuading.com thpm@163.com网

址: http://www.cntiptop.cn 新疆地址:乌鲁木齐是北京南路40号

附8号邮编.830011联系电话:0991-3693775联系传



真:0991-3846477 E-mail:ipmpxj@126.com网

址:http://www.xjxm.net青海青海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教育培

训中心地址：810000 青海省西宁市西树林巷25号外贸大楼二

层教育培训中心电话：0971-8172709；0971-6106513传真

：0971-8172709E-mail:

qhitpc@vip.sina.com,ipmpqh@xahuding.com负责人：尹小宁

13309788380联系人：雷雅婵 0971-3696000珠澳珠海经济特区

乐其有限公司地址: 519000 珠海香洲凤凰路1113号怡华商业中

心910室电话: 0756-2250150、2250151传真: 0756-2250152E-mail:

lq@zhlucky.com网址: http://www.zhlucky.com云南昆明理工大

学创新与发展研究所地址: 650051 昆明市环城东路50号昆明理

工大新迎校区电话: 0871-3304176 传真: 0871-3361685E-mail:

ipmpyn@xahuading.com pmrc_yunnan@yahoo.com.cn网址:

http://www.ipmpyn.com吉林吉林省敢超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地址： 130022 长春市自由大路亚泰豪苑D座三单元606

室 电话：0431－5666786传真：0431－5666786邮箱

：ganchaohr@sina.com网址：www.ganchaopm.com内蒙古内蒙

古自治区品牌协会地址: 010020 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街金固大

厦7层（品牌协会）电话: 0471-4361291 传真:

0471-4361291E-mail: cnimba@sohu.com网址:

http://www.westernbrand.com.cn甘肃甘肃省项目管理学会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1号保利大厦703-708电话:

0931-8479602 8479202传真: 0931-8482603E-mail:

leadwhylead@126.com网址: http://www.leadlead.com.cn甘肃易高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地址: 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房地产大厦19

层1918号（张掖路中段）电话: 0931－2153856 0931－2153866



传真: 0931－2153866E-mail: eagledu@126.com网址:

http://www.egao.com.cn河北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培训学校地址:

050051 石家庄市新华西路313号（北京军区联勤部河北物资供

应站）4楼电话:0311-85205001 0311-85205059传

真:0311-85205059E-mail: llq@hbpma.org网址:

http://www.hbpma.cn 黑龙江黑龙江省计委培训中心黑龙江省

计划干部培训中心地址：15003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

水路58号电话：0451-82304564传真 ：0451-82304779E_mail:

jwpxzx@yahoo.com.cn 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地址

：150001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66号116室电话

：0451-86281276传真：0451-86281215E_mail

：sjw@hagongda.com网址：http://www.hagongda.com贵州贵州

省科技开发中心贵州众智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地址：550002 贵

州省贵阳市瑞金南路124号电话：0851-5840511 5822311传真

：0851-5840511e-mail: ipmpgz@163.com ipmp@ipmp.org网址

：http://www.ipmp.org台湾台湾慧泉专案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地

址：台湾台北市中正区临沂街28号2楼电话：886-2-2395-1548

传真：886-2-2321-6906e-mail: jmac@seed.net.tw网址

：http://www.jmac.com.tw培训点上海上海市干部培训中心地

址: 200070 上海延安西路300号静安大厦13楼电话:

021-62494458/62494459转204/207传真: 021-62494460E-mail:

ipmp@sctc.com.cn网址: http://www.21peixun.com西安IPMP陕图

英特威教培基地地址: 710061 西安市长安北路18号陕西省图书

馆515-517室电话: 029-85367461 传真: 029-85367461E-mail:

yingtewei@hotmail.com wang.83@vip.163.cn深圳深圳大学管理学

院0755-26534917，2653619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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