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一、组织机构

名 称：2018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时 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23 日

地 点：南京·恒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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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

战略合作单位：

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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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21-23 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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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召开的 2018 全

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在南京成功召开！会议以“迎新创新，协同共享”为主题，邀请到来自交通部、

生态环境部、中国石化、巴斯夫、塞拉尼斯、赛科石油、扬子巴斯夫、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巨化

集团、科思创、扬子石化、红宝丽、荣盛贸易、新奥能源、壳牌中国及化工物流道路、铁路、水运、

仓储和电商贸易领域的 700 余位嘉宾出席会议！会议还受到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G7 智慧

物联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

司、径卫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化工物流有限公司、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芜湖中

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壳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罐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

有限公司、湖北中尔车轴有限公司、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京三圣物流有限公司、荆门市通旺

达物流有限公司、南京浩宇物流有限公司、上海闵东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长江油运

物流有限公司、传化智联智联慧通公司、滁州业阳运输有限公司、天津浩宇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鑫实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三、会议现场回顾

开幕式——

开幕式主持人：刘宇航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秘书长

刘宇航秘书长首先向四年来一直与分会携手与共、风雨同舟的会员单位表示衷心感谢，也向莅

临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分会成立的四年历程意义非凡，2018 年是分会成立的第

四年，也是分会第一阶段工作的总结与展望，四年来，分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一个小的团体

发展到今天 300 余家行业主要规模以上企业会员单位行业机构代表，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也离

不开各位会员单位的支持。本次会议我们以“迎新创新 协同共享”主题为切入点，回顾往昔峥嵘，

创新未来发展。随后他向大家传达了分会二届三次理事会的重要事项，对分会四年来工作进行了总

结报告与梳理、探讨和交流下一步会员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安排以及张国明会长关于本届会长工作

报告，并为下一届分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后他表示，在新政策、新法规、新的标准逐步公布和实

施的大环境下，分会将携手企行业中坚力量积极探索特色化工物流行业发展之路。



致辞嘉宾：蔡 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副会长

中国物流学会 副会长

蔡进副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物流领域的发展应把握行业发展整体趋势、转型升级、协同发

展、战略改革、新技术应用五大重点，打造新战略，提升企行业协同、柔性、个性化物流服务，并

通过行业发展规模、提质增效、供应链创新、智能化发展几大板块对化工物流行业发展进行了总结

分析。随后，他表示，未来化工领域的发展，一是把握住供应链创新发展；二是把握专业化工园区

的建设；三是打造全国化工物流综合多式联运；四是借助高端技术推动智慧物流发展。最后，他表

示，分会规模力量逐步壮大，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交流平台，具备了一定的号召力、影

响力与凝聚力，这份付出与成就值得称赞，同时，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挑战与机遇面前，

顺应发展趋势，推动未来化工物流行业高端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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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会长

张国明会长在致辞中对大家长期以来对中国危化品物流行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危化品物流分会自成立以来，一致秉持建设“安全、绿色、高效”行业生态圈的历史使命，在行业

内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得益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国内外同行的支持和协作以及

业内同行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2018 年国内危化品物流行业，新技术、新装备不断涌现，特别是

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不断升级，主动安全驾驶技术，以及物流全过程智能化管

控已经为行业下一步的持续升级带来的机遇，同时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行业内企业管理提升

的需求更加紧迫，在这种形式面前各会员企业应该苦练内功将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发展质量

的提升上。提升企业内在素质，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装备、提升管理能力和管控水平，进化员工职

业操守，提升员工职业技能，踏踏实实抓铁有痕的执行力度，持续提升物流企业内在水平，才能使

企业在未来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他对四年任职期间中物联领导的信任，以及大家给予的爱护支持和信任表示深深的感谢，

他也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分会的工作，相信分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主题演讲——上午

演讲主题：危货道路运输管理政策趋势

发言嘉宾：张 强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演讲主题：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形势与政策解读

发言嘉宾：周 强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演讲主题：AI 物联网，助推化工运输升级

发言嘉宾：宋旭军 G7 智慧物联网 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



演讲主题：运输结构调整下的化工物流机遇与挑战

发言嘉宾：张晓东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副教授

演讲主题：AI 赋能物流安全

发言嘉宾：王 波 径卫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EO



智慧大脑·火花碰撞——上午

智慧大脑·火花碰撞—政策标准严管下的化工物流行业发展

2018 年中央政策频繁颁布，多项行业、地方政策颁布，政府监管和社会管理体系更快地遵循

和适应市场运行规律，这一年危化品物流行业发展有了哪些规范性的进步；多项行业标准如 JT617

的出台，物流企业的应对措施？此外行业集中管理、园区化、公转铁等趋势下，化工物流上下游企

业如何应对？

嘉宾主持：许高阳 中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左一）

物流管理处处长、安全环保处处长

特邀嘉宾：邓卫国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 市场业务部副主任（左二）

张 强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左三）

关晓东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左四）

文 军 摩贝 联合创始人（右三）

郭 岩 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华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二）

葛 然 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右一）



主题演讲——下午（分论坛一——以创新服务引领行业新动能）

主持人：刘 刚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物资采购中心副主任

演讲主题：创新服务引领仓储发展新功能

发言嘉宾：黄韵涛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演讲主题：携手供应商可持续发展

发言嘉宾：姚 伟 扬子石化－巴斯夫 物流部物流服务采购和解决方案部门经理

演讲主题：论液体食品的安全与发展

发言嘉宾：安洪昌 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演讲主题：新版 JT/T617《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对承运商的影响分析

发言嘉宾：李东红 巴斯夫 大中华区运输与分销安全经理

交通运输部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专家组成员

演讲主题：物流安全风险再认识

发言嘉宾：吴 军 扬子石化贮运厂 (物流部)副厂长



演讲主题：物流企业运营中法律风险防范

发言嘉宾：刘 蓉 高文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智慧大脑·火花碰撞——下午（分论坛一）

智慧大脑·火花碰撞—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提质升级与创新服务之路



1、全球贸易势态的复杂化将陆续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传统化工及物流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2、随着物流供需矛盾突出，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加速；电商+平台化是否将成为传统物流

企业发展的必要一环？

3、在大环境下，2019 年化工物流企业如何创新服务、增值服务？

嘉宾主持：颜庭玉 南京红宝丽集团股份公司 物流总监（左一）

对话嘉宾：施新华 荣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监（左二）

张亚辉 巴斯夫 亚太区物流服务采购管理高级经理（左三）

沈 闽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运输处 处长（右二）

杨文生 南京三圣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一）

主题演讲——下午（分论坛二——共享智慧、向本质安全化迈进）

主持人：李树民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总经理



演讲主题：安全新科技的应用及落地

发言嘉宾：曹 琦 上海澳隆物流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演讲主题：润滑油整体解决方案

发言嘉宾：刘湛明 壳牌中国 商用车润滑油市场总监



演讲主题：传化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发言嘉宾：张中华 传化智联智联慧通公司 总经理

演讲主题：区域平台共享下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

发言嘉宾：姚宏伟 浙江巨化物流有限公司 配载交易中心主管

衢州市物流行业协会 秘书长



演讲主题：科技保障安全/信息提升效率

发言嘉宾：杨 铮 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智慧大脑·火花碰撞——下午（分论坛二）

智慧大脑·火花碰撞—化工物流行业人才发展问题之我见



1、进一步完善化工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关怀及保障体系；

2、基层从业人员缺口越来越大的，如何搭建基层员工供需对接平台；

3、在大环境下，社保、税收等问题造成人员成本上升，企业的应对措施。

嘉宾主持：曲焕涛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安保质量部物流 HSSE 经理（左一）

对话嘉宾：周永金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总经理（左二）

刘智勐 镇海石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左三）

季剑兵 南通诚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三）

翁永祥 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二）

张睿智 南京浩宇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一）

主题演讲——下午（分论坛三——构建化工电商物流体系 提升平台增值服务）

主持人：汪希斌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 亚太区培训与发展总监



演讲主题：深入供应链，化工 B2B 电商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发言嘉宾：文 军 摩贝 联合创始人

演讲主题：化工物流与供应链企业的电商解决方案

发言嘉宾：袁国峰 上海网盛运泽物流网络有限公司 总裁



演讲主题：“安全·效率·收益”——展望化工电子商务物流未来增值

发言嘉宾：周家宇 百联大宗商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主题：找油网-物流服务解决方案分享

发言嘉宾：崔 贝 “找罐车”创始人 CEO



圆桌讨论——下午（分论坛三）

运满满、货拉拉、化工 E贸、网化商城、顺丰速运、圆通速递、巴斯夫等企业代表。

颁奖典礼——

揭牌仪式



人物奖颁奖

优秀从业人员奖

杰出女性奖



管理创新人物奖（1）

管理创新人物奖（2）



安全管理人物奖（1）

安全管理人物奖（2）



影响力人物奖

企业奖颁奖

社会责任贡献奖



行业持续贡献奖

安全科技保障奖



安全管理奖（1）

安全管理奖（2）



供应链协同创新奖

化工物流行业推荐用车



行业发展引领奖

服务创新奖



四、展位风采

BPW（梅州）车轴有限公司 G7

安徽省江海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智联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光德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嘉轼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驭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径卫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塞夫华兰德 上海嘉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豫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威伯科（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罐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湖北中尔车轴有限公司



五、展车风采

展车区（一） 展车区（二）

展车区（三） 展车区（四）

展车区（五） 展车区（六）



展车区（七） 展车区（八）

展车区（九）

六、会议总结

2018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在南京成功召开，我们感谢各与会代表的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对参

会企业性质及现场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显示，参会代表对本次活动的非常满意，认为本次会议规模大、

内容硬、阵容强、形式新、效益高，对企业发展理念与推动行业构建化工物流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

圈具有较高借鉴意义。通过对现场调研以及众多参会企业的反馈意见，包括对后期会议活动及企业

关注热点与兴趣点的统计梳理，我们归纳为几大核心点：

1.建立联网联运合作联盟，互联网平台等方面交流体系；

2.如何在政策严管环境下做好市场规范与拓展；



3.提供更多安全运输、装卸标准、押运要求等案例分享；

4.政策实施后的物流企业对策；

5.加强铁路、航运物流领域资讯、政策法规等交流共享；

6.降税降责后，如何处理好上下游客户与物流商的共享；

7.不同智能化产品运输化认定标准以及车辆及人员资质证件真伪辨识度；

8.关于液化气仓储的重要案例分享，进一步提升效率，经低成本。

七、寄语

2018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在大家的称赞中圆满落幕！我们感谢每一位与会代表的的支持和帮

助，大家汇聚六朝古都南京，围绕“迎新创新，协同共享”，携手企行业中坚力量积极探索特色化

工物流行业发展之路。我们向所有化工物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荣耀交给历史，开拓奔向未来，

2019 年，我们将不忘初心，怀揣梦想，砥砺前行，铸造我们心中的丰碑。在前进的路上，我们始终

坚持：有声音、有力量、有作为、有担当！

2018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组委会

2018 年 1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