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不甘“躺平”，这些装备企业为何逆势发展？ 

 

中国外贸亮丽成绩单（2021年） 

⚫ 中国的进出口外贸总额首次突破 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 

⚫ 中国的贸易顺差却升至 6764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6.4% 

⚫ 中国对非洲出口增长高达 20%，对拉美出口增长 40% 

⚫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增长了 29%，达 7556亿美元 

⚫ 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去年增长了 35.8%，达 1468.8亿美元 

⚫ 中俄贸易增长的潜力巨大，目标是实现双边贸易增至 2000 亿美元 

⚫ (中俄将是未来双边贸易互动最活跃的国家) 

中国为何能取得如此亮丽的成绩单？ 

⚫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国家 

⚫ 中国是全球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 

⚫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韧性和弹性不可替代 

 

2021年冒出关键词“躺平” 

以调侃和应对疫情带来的压力 

然而，从 CSSOPE采购会组织情况看 

积极完成报名的企业比比皆是 

早于同行链接客户 

勤于同行深耕市场 

多于同行宣传曝光 

这些没有“躺平”的石油化工装备企业 

即使面临疫情、贸易制裁、技术封锁、关税打压、供应链受阻 

还可以抓住“一带一路”下的外贸新机遇 

外贸订单并没有减少 

和全球采购和用户一起 

来关注这些优秀企业吧—— 

 

参展优秀企业（第一期）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久立特材作为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创建于 1987 年，座落于“长三角”中心太

湖南岸——浙江省湖州市，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材、棒材、线材、双金属复合管

材、管配件等管道系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上市企业。】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青山实业集团（中国企业 500 强，世界 500强企业）

旗下的企业，隶属于信拓实业集团麾下，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拥有从矿产到冶炼到钢

管管件制造的完整的上下游不锈钢产业链。】 



 

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1 年，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管线阀门及过程控制

阀门的制造。精控阀门作为中国知名的长输管线及过程控制阀门的研发、制造商，致力于提高产品研发能

力、创新能力和工程配套能力，致力于为工程类客户提供专业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案。】 

 

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随着近期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司现在已拥有总面积约 20,000 ㎡的生产车间。先进的机器和

设备的不断投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70 年，是国内最大的不锈钢和耐蚀合金无缝管、焊接

管、管件和法兰产品制造商之一，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伯特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浙江伯特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伯特利集团全资控股的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阀

门专业生产企业，属于伯特利集团旗下的一家拟上市企业。】 

 

上海明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明通集团成立于 2003年，集团总部位于上海，工厂分别坐落于江苏盐城、大丰等地。明通集团

主导产品有球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旋塞阀及蝶阀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化工、炼化、

电站、海工、水处理及各类工业系统。】 

 

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座落于长三角城市嘉兴市，是目前中国专业的塑

料防爆电器及高品质防爆灯具产销研企业。】 

 

合伯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合伯检测成立于 2011年，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香港，苏州，宁波等地设有子公司，是一家集

检验，检测，认证，校准于一体的第三方机构。】 

  
河北世纪恒泰富塑业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河北世纪恒泰富塑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6 年，主要从事研发，制造、生产、销售塑料中空制

品、食用，医用塑料包装容器等业务，是北方地区最大的塑料中空研发制造企业。】 

  
扬子竣业过程装备分公司 

  
宁波坤远紧固件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宁波坤远紧固件有限公司座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田顾工业区，占

地面积约 11000 平米。是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中国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

事单位。】 

  
芜湖寰宇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钢业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浙江国邦钢业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占地面积约 35000㎡，注册资本 10086 万

元，公司年产能 12000吨，年产值 5亿元，公司持有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现拥有 20项专利技术并设有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 



  
北京凯隆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北京凯隆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自 1993年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八年的发展历史。凯隆公司是实现工业

4.0 在线分析行业领域的领航者，致力于提供过程分析领域专业的整体解决方案。】 

  
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2月，注册资本金 8.1649 亿元，是由湖南湘

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国有控股企业，是国内专业从事宽幅钛带

卷、钛及钛合金板材的生产、研发、经营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由省属大型国有企业——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 

  
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隶属于厦门日上集团，于 2011 年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 A股上市。公司专注于钢结构的研发、设计、制作、安装与服务。】 

  
凯睿达粉体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凯睿达粉体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专业散料粉粒体处理公司。主要从事散料处理系

统及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散料处理工程的总承包服务。】 

  
江苏复森特种阀门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江苏复森特种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FURSON）成立于 2012年，注册资金 6250 万元，最大生

产能力阀门 8000~10000台/年。】 

  
庞贝捷涂料（昆山）有限公司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3月。专注于产业密封件的开发、制造、销

售和技术服务的中外合资企业。】 

  
鞍山绿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鞍山绿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节能、环保领域前沿技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 

  
威海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威海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前身是原化工部定点生产企业""威海化工器械厂""，成立于 1975 年，迄

今已有 40余年的历史，是国内最早研究、开发、制作磁力高压反应釜的厂家之一。】 

  
上海一鸣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上海一鸣过滤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由核工业第八研究所净化过滤工程技术中心整体改

制建立。核八所及一鸣公司专注过滤产品开发应用已有超过 50 年的历史，是中国微滤产品的领导企业。】 

  
扬州宇新管业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扬州宇新管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成立以来宇新管业专业致力于生产各种不锈钢以及其他

特殊合金钢材质管件和法兰，产品包括：弯头，三通，异径管，翻边，管帽，法兰，预制管，承插件等。】 

  
上海九穗制冷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江森自控约克工业冷冻-上海九穗制冷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为五大主要领域提供个性化工业制

冷与低温工艺解决方案！可主要应用于石油、石化工艺；化工工艺；合成橡胶工艺；化肥生产工艺以及化纤

纺织工艺。】 

 

安讯士 

【企业简介：安讯士(Axis Communications)是一家专业提供与实施网络视频解决方案的 IT公司。作为全球

网络视频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安讯士始终致力于推进传统模拟视频监控技术向数字视频监控技术的演变。】 

  
等等（仅列举部分，未完待续） 

 

 

  

连续多年参与 CSSOPE 企业: 

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11年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10年 

浙江久立特材有限公司 9年 

五洲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8年 

陕西威能检验有限公司 8年 

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7年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年 

嘉兴市中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6年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 6年 

上海明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年 

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年 

中国圣博莱阀门有限公司 6 年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年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6年 

北京凯隆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6年 

江苏圣泰阀门有限公司 5年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 5年 

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年 

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5年 

杭州国能汽轮工程有限公司 5年 

北京康吉森技术有限公司 4 年 

上海松尾钢结构有限公司 4 年 

上海森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3年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年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年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2年 

 

CSSOPE 展商精选(部分往届)   



 

 

 

 

 

 

 

 

 

 

 

 

 

 

 

 

 

 

 

 



每年一次的 CSSOPE 采购大会都群英荟萃，采购大咖云集，这十一年里，我们获得了很多行业翘

楚的支持与肯定，非常感谢，也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携手走过艰难的寒冬，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循环的冲击仍在继续。因此，我们要加大应对力度，努力缓解全球供应链

“堵、断”等问题，促进外贸平稳健康发展。 

 

想知道您的产品在新兴市场的份额吗？ 

想知道您的产品在新兴市场的采购走势吗？ 

想在新兴市场挖掘更多潜在商机吗？ 

CSSOPE 采购会服务团队和专家团队 

将为您 

一对一准确分析市场行情 

精准定位对口买家 

深度挖掘关键人联系方式 

助力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 

快速拿下新订单 

在后疫情时代赢得更多新的发展机遇 

为更多企业带来逆势增长 

 

关于 CSSOPE：  

中国石油化工装备峰会暨展览会（CSSOPE）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

办，期间举办过“缅甸采购专场”，“乌兹别克斯坦采购专场”，“中东采购专场”，“埃及采购

专场”、“一带一路采购专场”，“独立炼厂项目采购专场”等独立会议。来自全球的国有石油公

司、 国际石油公司、国际服务供应商&工程、采购商、EPC承包商等采购人士将在 CSSOPE盛会上建

立贸易伙伴关系，共谋最新解决方案和发展战略，开展业务，共创未来。   

 

https://live.photoplus.cn/live/pc/52714580   CSSOPE 202现场照片直播 

https://mp.weixin.qq.com/s/LP7PZMcEHuAcFkwvgUR4oQ   CSSOPE 2020会后新闻 

https://live.photoplus.cn/live/pc/81725556    现场照片直播 

https://v.qq.com/x/page/f3214sf4tq6.html     现场视频 

https://live.photoplus.cn/activity/live/7241278/     CSSOPE 2019现场及会后参观工厂照片直播

http://www.petroequipsourcing.com/cnt_list_14_1.html  往届会后报告 

 

第十二届中国石油化工装备采购国际峰会暨展览会(CSSOPE 2022) 组委会 

东方尚能咨询机构（Topco） 

电话: +8610- 6779 7984    传真: +8610- 6779 4603   

手机: 158 0112 8545    E-mail: crystalqin@topcoevents.com 

大会官网：http://www.petroequipsourcing.com/info/cn/  公司官网：www.topcoev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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