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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球石油化工供应链峰会

邀请函

2021 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石油化工行业也面临着新的挑

战与机遇，石化行业必须以提高全行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科技创新绿

色转型为重点，开拓新路径，建设新能力，打造新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加速建设石油化工强国。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石化产品需求持续增加，市场也更加开阔，但疫情和贸易摩擦引发企

业对全球供应链的重新思考和布局，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市场风险转型升级，实现可

持续高效能发展；如何利用当前本土供应链的优势，应对长远的全球供应链中的各种问题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

为了更好地推进产业融合及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圈的建设，上海蓝西联合中国石化出

版社将于 2021 年 5 月 8 日—9 日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球石油化工供应链峰会”。本届论坛获得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参与指导，亚洲气体协会，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技

术学会参与协办，《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流程工业 ，马后炮化工，化工邦等知名媒体给予

大力支持。本次峰会以“洞察 · 重构 · 引领”为主题，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

会、权威专家，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领导及代表参与，集政府政策解读、产品和技术展示、高层

会议、供需服务于一体，充分发挥长三角良好的区域资源优势，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

求，以国际视野获取发展新机遇，共同助力石油化工供应链的安全与发展。敬请大力支持为盼！

联 系 人 : 卢小姐

电 话 : 18301862124

E-mail : eugeneloo@landceed.com

附件 1: 论坛议程

附件 2: 拟邀嘉宾及赞助商

上海蓝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21 日

石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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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论坛议程

5 月 7 日下午 分论坛 1 第二届中国化学品管理立法研讨与意见征集会（闭门研讨）

14:00-17:30 讨论专题（拟）：

《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刑法修正案

（十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管理办法》、《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关于政府

1） 政府主管部门聘用第三方专家来补充行政执法中专业方面的不足，但专家的专业性谁

来评估，标准是什么？

2） 面对信誉较好的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如何鼓励企业发挥标杆作用，带动行业发展？

3） 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尤其是危化品证照

管理以产品为单位而非以类别为单位？

4） 政府立法部门制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法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5） 政府监管与自主管理的企业如何有效的结合，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6） 新规出台，政府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如何让底层执法人员如理如法执行？

关于企业

7） 企业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有哪些建议？

8） 企业合规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实施路径？

9） 新规办法频繁出台，企业如何定位角色及法定责任，以确保合规？

10） 企业如何发挥安全管理的主观能动性？

11） 企业如何与政府相关方进行有效的联动衔接，保证日常工作正常运营？

12） 企业面临哪些环保合规的痛点：危险废物、VOC、土壤污染等。

18:00—19:00 自助晚餐

5 月 8 日 上午

主论坛 全球石油化工供应链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主旨发言：时局态势，国际政策与发展新机遇（聚焦政策机遇、新规标准）

2020 年爆发的全球性疫情，为石化产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2021 年，世界经济能否走出衰退阴影，牵动全球目光。从目前

局势来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提振了全球对自由贸易的信心；历时 7 年的中欧投资协定如期完成谈判，也

给 2021 年的世界经济注入暖意；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更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难能可贵的确定性。我国经济发展步入转

型新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发展的新红利，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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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期到来，如何辨别方向，把握前瞻产业未来发展？因此，了解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及层出不穷的新热点，对行业发展

至关重要。

时间 议题 参与单位 职位

08:50

09:00
开幕致辞

中国石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

专委会

9:00 中国经济如果内循环，化工行业的挑战和机遇 国家发改委 领导

9:30 科学谋划 全力做好“十四五”开局 筑牢安全“防火墙”
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司
领导

10:00 危货安全立法的成绩、挑战与下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领导

10:30 新环境下智慧化工园区建设的标准规范与重点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

专委会
秘书长

11:00

CEO 圆桌对话

应运而生，产业经济发展的破与立（把握时机布局占道）

圆桌主持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专委会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形成的新挑战，以创新引领发展，必然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抓手。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转型与变革同在，机遇与挑战交织。所谓“不破不立”，此版块将聚焦面

对国际新型发展态势，如何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破发展之羁，立奋进之局。

1) 中国“十四五”规划，石油化工企业如何合作共赢谋发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疫情和贸易战背景下的石油化工供应链挑战与对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石油化工企业如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4) 石油化工供应链的业务可持续管理及未来格局演变 德国巴斯夫集团 中国区总裁

聚焦 ESG 新常态，构筑绿色石化新未来 陶氏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5）企业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转型发展，实现资源有效利用 科思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涂料、粘合剂

及特殊化学

品大中华区

副总裁

6）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领域的绿色发展 林德气体集团 中国区总裁

12:20 自助午餐

5 月 8 日下午

分论坛 1 中国危化品贸易采购与物流仓储发展论坛

暨多式联运，实现现代化物流供应链（卖全球、运全球、护航供应链）

中国石油石化产业是全球石化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将在扩大开放中为全球石化行业发展注入更大活力，中国正在

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和供应链枢纽，越来越多的石油化工设备制造企业走出去，中国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40%。伴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石化行业产业链优势将不断满足沿线国家和国际市场需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也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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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明显。如何为石油化工企业在新局势中化工品的采购与贸易指引方向、明确机遇？如何通过开展多式联运衔接工程，加

强铁路、公路、水运与航空货运枢纽的规划衔接，打破链条各环节瓶颈，从政策到技术，全方位呈现从源头到终端保障供应

链安全，欢迎加入讨论。

聚焦贸易采购

13:35 “一带一路”为石油化工贸易流通增添新机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物流总经理

14:00 数字技术驱动化工物流供应链卓越发展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4:25 易派客开创集团数字化采购新局面 易派客 销售总经理

14:50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如何把握贸易机会 特尔化学品分销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15 茶歇交流

聚焦物流仓储

15:40 国际石化企业遴选包装及储运服务商的最新标准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运

输与分销安

全经理

16:05 创新可持续发展供应链推动石油化工产业链重构升级 奥林公司（Olin）
供应链总经

理

16:30 多式联运，全力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畅通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7:00 工业气体物流业务外包风险控制分析
梅塞尔格里斯海姆(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总经理

17:30 危化品仓库、石油库、储罐安全监控的管理经验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00 会议结束&欢迎晚宴

5 月 9 日上午

分论坛 1 中国危化品贸易采购与物流仓储发展论坛

暨多式联运，实现现代化物流供应链（卖全球、运全球、护航供应链）

聚焦多式联运最新通则

09:00
详解《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推进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整

治
国家交通部公路运输科学研究院 主任

09:25 《公共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局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 博士

09:50 “一带一路”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倡议 郑州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 主任

10:15 茶歇交流

10:35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中国船东协会化工品运输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11:00 例外数量的危险化学品豁免政策 中国包装联合会运输包装委员会 秘书长

18:30 会议结束&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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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下午

分论坛 2 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的同期论坛

暨石油化工工艺安全与智慧应急消防发展论坛

随着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艺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新工艺、新装置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但由于化

工生产大多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性强，生产工艺复杂、操作条件苛刻等特点，潜在的危险因素将随之增加。

为了推动精细化工企业强化安全风险研究、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能力，筑牢化工生产 EHS 管理的技术支撑，推进智能制造，

智能工厂和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打造绿色低碳、高效节能、安全智能的石油化工产业。本次论坛将围绕数智赋能、风险防控、

工艺优化、本质安全等行业关注的热点进行深入讨论，以此充分发挥长三角良好的区域资源优势，满足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现实要求，共同助力石油化工供应链的安全与发展。

聚焦主题责任 实现本质安全

14:00
《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

解读
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 主任

14:25 石化企业如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主体 上海环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50 国际化企对供应商的 HSE 新要求 阿科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太区健康

安全环保质

量总监

15:15 危化品本质安全建设中的风险辨识与管控 伊士曼(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亚太区安全

环保及安保

(HSES)运营副

总监

15:40
国际化企分享-高效运用 BBS（行为安全）工具持续增强企业安

全文化
奥林公司（Olin）

亚太区EHS总

监

16:05 聚焦生产工艺，保证过程安全

16:30 基于本质安全的工艺优化及控制技术保证全过程安全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安全专家

16:55 《工艺安全管理在化工企业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实践》 诺力昂中国
亚太区EHS总

监

17:20 医药化学品生产安全风险评估与工艺优化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EHS 总监

17:45 工业气体生产的安全对策与本质安全分析 盈德气体集团 EHS 总监

18:05 会议结束&自由交流

18:30 欢迎晚宴

5 月 9 日上午

分论坛 2 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的同期论坛

暨石油化工工艺安全与智慧应急消防发展论坛

聚焦应急预案 提供救援对策

随着相应的需求增加，不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消防救援能力建设现代化，依托先进的化工生产工艺和装备、EHS 管理技术，

高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控制安全隐患，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强安全风险的源头



7

管控，全面实现提升化工行业安全管理水平。

9:00 政企联动合力，共筑防治结合的智慧应急体系 上海化工区应急响应中心 领导

9:25 化工生产工厂中的应急预案与实务创新（暂定议题）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科思创上海

一体化副总

经理 & HSEQ

总监

9:50 提升数智化水平，促进中国化工高质量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专家

10:15 茶歇交流

10:30
GB51283－2020《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解读与实

施对策
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GB51283-202

0 主要起草人

10:55 面对不同的事故类型，如何提供多元化场景的救援对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应急部专家、

中石化高级

安全专家

11:20 强化化工企业面对不同危险等级的风险评估和控制能力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11:45 石油化工行业消防应急技术的研发现状与策略 国家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领导

12:10 会议结束&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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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环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新松工业软件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美安士工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云荟（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派瑞特塑业有限公司

上海光恬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久心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吴江天无特种安全阀有限公司

上海众御实业有限公司

克诺尔集团

汇链科技

德安环保设备(常州)有限公司

上海汇智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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