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总结报告

一、组织机构

名 称：2016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时 间：2016年 12月 14日-16日

地 点：长沙·凯宾斯基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协办单位：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金牌协办：

战略合作单位：

支持单位：

鸣谢单位：

官方网站：中国危化品物流网

官方微信：CFLP_HCLS



二、会议概述

会 议 现 场

2016年 12月 14——16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中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协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湖南润安危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中

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金牌协办、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举办的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成功地在长沙落下帷幕。会议邀请到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

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蔡进、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物联危化品物流

分会会长张国明、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谢朝晖、南京扬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郝永林、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公司总经理王笃鹏、中石化化工销售华中公司总会计师邓双清、

北京交通大学运输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晓东、中石化化工销售公司安全总监、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秘书长宋新兴、镇海石化物流董事长刘智勐、湖南鸿胜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戴飞鸿、安智

物流董事长杜春雨、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总经理顾明岳等分会重要嘉宾，来自生产企业、物流

企业、设备企业等代表，行业专家、媒体人士共 600余人参加会议。同时受到中国重汽集团、

湖南鸿盛物流有限公司、湖南润安危物联科技以及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中外运化



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戴姆勒客车（中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希杰荣

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佳通轮胎（中国）有限公司、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G7、

厦门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上海山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中石

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扬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滁州业阳运输有限公司、石家庄华康

伟业仓储运输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山东齐鲁物流有限公司、沧州鑫垚物流的

大力支持。

三、会议现场回顾

开幕式

主持人——刘宇航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秘书长



致辞嘉宾——蔡 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副会长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主任

致辞嘉宾——张国明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会长



致辞嘉宾——谢朝晖 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 副局长

主论坛：携手共进 寻找增长新蓝图



主持人——宋新兴 中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秘书长

演讲主题：铁路货运改革与危化品物流发展

发言嘉宾：张晓东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副教授



主题发言—危货物流全过程管理与鸿胜 ES云平台的应用

发言嘉宾：戴飞鸿 湖南鸿胜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演讲主题：化工产业数据化推动 B2B供应链优化

发言嘉宾：常东亮 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演讲主题：危化品运输高效运营模式探索

发言嘉宾：彭 杰 戴姆勒卡客车（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培训师

思想碰撞—携手共进，寻找行业增长新蓝图



1、政策导向下的的化工物流市场变化；

2、如何构建 “共存共荣”的生态圈；

嘉宾主持：王笃鹏 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 （左一）

特邀嘉宾：施新华 荣盛石化国际贸易公司 执行副总监 （右三）

郭陶然 美国危险货物管理研究院 法规专家 （左三）

郁燕燕 BRENNTAG 中国区供应链总监 （左二）

葛 然 厦门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 （右二）

杨文生 南京三圣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右一）

分论坛一：运输市场管控，构建行业生态圈

主持人：恽 绵 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演讲主题：化工物流供应链的战略布局及安全理念

发言嘉宾：赵海升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区 HSE 经理

主题发言—技术驱动数据改变物流

发言嘉宾：翟学魂 G7 总裁



主题发言—当“危化品物流”遇上“智能优化”

发言嘉宾：吕志鹏 华中科技大学 智慧计算与优化实验室主任

主题发言—化工物流如何实现协同管理

发言嘉宾：朱文乾 山东立晨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主题发言—通过车队管理提升危化品物流安全：危化品车队管里案例分享

发言嘉宾：王 伟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高级经理

思想碰撞—运输市场管控，构建行业生态圈

1、当前运输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寻求突破？

2、企业如何优化服务能力，提升运营效益？

3、严格管控下，效率与安全的平衡



嘉宾主持：恽 绵 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左一）

特邀嘉宾：贾祥臣 科思创(中国)有限公司 运输分销安全与物流管理部门 经理 （左二）

李东红 巴斯夫 大中华区运输与分销安全经理 （左三）

李 岷 上海山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裁 （右三）

何青豪 奥科宁克车轮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南区销售经理 （右二）

安洪昌 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右一）

分论坛二：寻找水运、化工仓储发展新动力

主持人：黄韵涛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主题发言—国内第三方石化仓储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简析

发言嘉宾：金 勇 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题发言—防爆叉车在危化品物流中的应用

发言嘉宾：高伟林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主题发言—危化品物流仓储规划与风险评估

发言嘉宾：王 强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部高级工程师

主题发言—化工物流行业投资和发展趋势探讨

发言嘉宾：葛新宇 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副总裁



四人行—寻找化工仓储发展新动力

1）标准及政策影响下的化工仓储市场现状；

2）法规如何与市场动力结合；

3）寻找化工仓储发展新动力；

特邀嘉宾：黄韵涛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左一）

苏清卫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左二）

丁晓阳 索理思 亚太区环境健康安全与法规事务经理 （右二）

黄 鲲 湖南省长沙化工原料总公司 副总经理 （右一）



四人行—寻找化工水运市场发展新动力

1）当前危化品水运的现状分析；

2）化工水运法规如何与市场动力结合；

3）寻找化工水运市场发展新动力；

特邀嘉宾：高 山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采购和解决方案经理（左一）

缪 强 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左二）

郭彦飞 江苏海事局危管防污处 副调研员 （右二）

郭陶然 美国危险货物管理研究院 法规专家 （右一）



2016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揭幕及颁奖仪式

2016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第一组）

2016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第二组）



2016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第三组）

2016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第四组）



2016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第五组）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颁奖典礼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新锐人物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优秀从业人员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用户最佳体验奖（1）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用户最佳体验奖（2）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年度行业贡献奖（1）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年度行业贡献奖（2）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管理创新人物

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金罐奖-影响力人物

四、展车及展位区











五、会议调研情况

2016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的总参会人数将近 600 人次，通过对参会企业性质及现场

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显示，本届年会在参会企业类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与往届相比吸引了更

多生产、流通企业参与其中。参会代表对本次活动的满意度达 90%以上，认为本次会议的规

模宏大、内容质量均较高，对于企业代表具有较高借鉴意义。

在现场调研中，组委会收集了众多企业的反馈意见，包括对明年会议及企业关注的热点，

通过认真梳理分析，我们归纳为几大个核心点：

1、物流运输平台对危化品行业的影响，无车承运人对化工行业的影响；

2、如何解决高速通行的畅通性，各地方规定不一；

3、同行业经营及管理规范化，如何避免同行业无序恶性竞争；

4、行业政策监管规范的解读，物流新法律法规解读；

5、如何保证危化品运输安全方面及物流专业人员培养与提升；

6、危险品运输大数据平台、企业转型升级的样板推广模式学习；

7、危化行业市场政策及物流成本利润；

8、供应链金融及平台型风险价格（探索电商模式）；

9、企业的安全发展与经济效率的可持续性发展；

10、专业化工市场在产、销、储、运中的重要作用；



11、化工物流企业资源整合及信息共享；

六、小结

在参会代表们的称赞声和化工物流人对未来美好发展的交流中，2016 全国化工物流行

业年会圆满的落下帷幕。这次的交流探讨让我们化工物流行业找准定位、认定方向、达成共

识，我们相信在新的起点上，分会将不断提升自我，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更优服务，我们

更相信，未来我国化工物流行将会走上更加安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新的出发点、

新的开始，让我们携手共进，书写行业发展新篇章！

2016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组委会

2016年 12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