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中国国际化工物流供应链峰会

一、组织机构

名 称：第七届中国国际化工物流供应链峰会

时 间：2019 年 9 月 5 日-7 日

地 点：上海·上海建工浦江皇冠假日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承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

特别鸣谢：中国日本商会、日本化学品进出口协会、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德国

UMCO 咨询公司

战略合作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单位:

支持媒体：环球网 新华网 搜狐网 网易新闻 中华网 中国日报 央视物流

现代物流报 中国化工报 中新网 中国网 物联传媒 第一物流网

运输人 商用汽车新闻 卡车 E族 商用车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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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6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

会承办，上海乐橘科技有限公司、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召开的第七届中

国国际化工物流供应链峰会在上海成功召开。会议得到中国日本商会、日本化学品进出口协

会、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德国 UMCO 咨询公司等国际机构组织的鼎力支持。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宋华、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物流管理处处长许高阳、巴斯夫大中华区供应链与信息服务副总裁赵宏斌、日本

筑港株式会社董事石田纯一、筑港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山脇隆、法国勒阿弗

尔港大中华地区首席代表施琥、马来西亚励登气体公司副总经理郭宝毅、丰田通商热线物流

有限公司物流总监大角 毅、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任春晓、南通诚晖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剑兵、天津德利得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恽

绵以及来自 Olin 集团、陶氏化学、宝钢集团、新奥能源、阿科玛、龙盛集团、先正达、霍尼

韦尔、扬子巴斯夫、红宝丽、索理思化工、君正能源、昆仑燃气、盈德气体、荣盛化学、中

石化化工销售华东、华中、华南、江苏分公司等重要嘉宾，和来自化工生产、化工物流、设



备企业，信息化服务商、供应链平台企业、行业专家等代表共计 500 余人出席会议。会议还

受到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G7、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

份有限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

有限公司、上海闵东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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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秘书长刘宇航首先对国内外各与会代表的到来表

示欢迎。他表示，一方面，化工行业 2019 年上半年整体受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国际贸易摩擦

多变影响，石油化工行业效益利润率整体下滑。据统计 2019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份石油和化工

行业实现营收 6.06 万亿元，利润总额 3596 亿元，同比下降 18.3%。另外一方面受到环保的

要求，供应链发展得到大家共识，企业内部供应链逐步向行业化延伸发展。同时，在智能化、

数据化新时代背景下对供应链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第一点，供应链如何和数据化结合，更好

实现透明化管理；第二点，个性化消费需求急速变更和增长，供应链如何能快速响应新的消

费变化；第三点，时代发展引发市场变更，供应链如何适应并有效应对市场急速变化；第四



点，化工行业日趋严格的环保和安全要求，对化工供应链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节点，企业之间

如何有效衔接。此外，包括在国际多边贸易环境下带来整个行业采购、生产、销售跨境的物

流，不仅是电商的概念，是整个跨境行业物流的概念对于供应链带来哪些挑战等等。最后，

他向大家正式公布 “中物联危运培训学习平台”上线，这个平台会有专门对驾驶员、押运员、

船员、仓管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和监管人员进行培训的学习课程。一是满足国家鼓励通过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二是解决企业培训时效性和司机阶梯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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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蔡进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各位中外

来宾对供应链的发展，尤其是化工产业供应链发展交流共享，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化工产业发

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表示，从 2017 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现代供应链

未来新经济体系的一个新功能，提出了现代供应链的概念，到国务院 2017 年 84 号文《关于

推进供应链创新和实践指导意见》，再到今天，中国推进供应链发展的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随后他跟大家分享对供应链发展的看法和思考。一是，供应链从自身来讲实现几个方面的降

低。第一，有效实现企业职能化成本降低，比如说人员管理，企业采购成本；第二，实现企

业销售成本降低，销售环节，物流环节成本降低；第三，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之间沟通环节的

降低，这就是刚刚讲到的组织透明化、智能化；第四，实现商品价格降低，通过商品价格降



低有效提升商品价值，这是供应链发展本身追求的目标。二是，现在国家对供应链发展战略

提升。一方面实现基础性产业能力的提升；第二方面通过供应链发展推进新的管理和生产的

方法方式。同时注重几个方面的基础，包括以技术为基础，以绿色发展为基础，以金融为基

础，以产业为依托，物流服务也好，供应链发展也好，不能离开先进制造业或是供应链的方

式，一定是要创新推进供应链发展和实践，通过供应链来推进国家转型升级、高质量的发展。

主题演讲——上午

演讲主题：数字经济下的供应链创新

发言嘉宾：宋 华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教授



演讲主题：关于日本消防法的规定

发言嘉宾：石田纯一 株式会社築港 取缔役（董事）

演讲主题：智慧共享，助推物流价值链服务升级

发言嘉宾：许高阳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物流管理处处长、安全环保处处长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



演讲主题：数字化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实践

发言嘉宾：赵宏斌 巴斯夫大中华区 供应链与信息服务副总裁

演讲主题：HAROPA，智能化港口和工业管理

发言嘉宾：Christophe Cheyroux（施琥） 法国勒阿弗尔港 大中华地区首席代表



演讲主题：危化品车辆供应链保障方案

发言嘉宾：陈 光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危化品行业总监

遇见大咖：供应链助力化工物流 3.0

在化工产业分工不断深化、资源要素全球配置的背景下，面临着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

历史性路口,各国化工物流如何以供应链创新创造新价值，并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如何



积极构建“智能化、透明化、安全化、绿色化”的互动环境，提升行业垂直整合能力，实现

多方共赢；

大咖主持：恽 绵 天津德利得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左一）

中国物流学会兼职副会长

大咖嘉宾：郭宝毅 马来西亚励登气体公司 副总经理（左二）

大角 毅 上海豊田通商熱線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統括高級主幹（左三）

冯 凭 中远海运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左四）

黄 娟 G7 行业方案事业部化工行业总经理（右三）

张 俊 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右二）

常 剑 摩贝供应链管理公司 总经理（右一）

平行论坛一：助力化工物流 3.0 时代——托运人面临的新考验——（主题演讲）

主持人：陆善平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调研员



演讲主题：切实落实管理措施，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发言嘉宾：赵海升 Olin 集团 亚太区 EHS 总监

演讲主题：“轻松，全面，智慧”——共享托盘智联新生态

发言嘉宾：石 翔 上海乐橘科技有限公司 CEO



演讲主题：新环境下，陕汽如何助力化工物流高效、安全发展

发言嘉宾：刘 彦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公司 危化品运输车项目经理

演讲主题：3.0 时代供应链的风险管控

发言嘉宾：颜庭玉 南京红宝丽供应链科技公司 总经理



演讲主题：安全管理的大形势下，托运人如何应对

发言嘉宾：郁丽君 霍尼韦尔特性材料与技术集团 危化品管理经理

遇见大咖：助力 3.0 时代——托运人面临的新考验

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与贸易摩擦升级给货运行业带来诸多风险，托运人如何及时了

解形势变化，链接上下游环节，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规避风险？化工物流行业实施一系列



新政策、新标准，托运企业如何来规范与引导物流服务商，以便共同应对货运风险？托运企

业及物流企业如何从内部提升、从根本强化，从而在全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

大咖主持：丁晓阳 “化学法律法规系列丛书” 编委会主任（左一）

大咖嘉宾：陈玮佳 陶氏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物流部经理（左二）

顾亚芳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经理（左三）

袁立志 盈德气体集团有限公司 QHSE 总监（右三）

徐燕晓 阿科玛集团 亚太区运输安全高级工程师（右二）

沈辰峰 德国 GBK 合规咨询公司 总经理（右一）

平行论坛二：化工仓储、水运服务&物流港模式创新探索——（主题演讲）

主持人：季剑兵 南通诚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演讲主题：化工园区危化品的车辆服务保障中心管理

发言嘉宾：金康生 浙江永泰物流有限公司集团 副总裁

演讲主题：供应链时代，化工物流一体化基地模式探索

发言嘉宾：石 旭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事业部总经理



演讲主题：智能化技术对化学品船运的影响

发言嘉宾：李兴波 上海鼎衡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部总经理

演讲主题：智慧引领未来——大数据在仓储码头经营中的智能应用

发言嘉宾：仝 强 泰地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遇见大咖：化工仓储服务链条的发展新格局

国家严管新形势下，企业如何做好安全、环保、服务各项管理，从而完成企业发展、规

范行业。

1.化工仓储行业“服务供应链”的战略思考；

2.如何打造贸易、仓储、运输三位一体发展新格局；

3.全球化工仓储、水运竞争格局及市场容量变化趋势；

4.多重压力下化工仓储产业链的自我提升与核心服务；

大咖主持：季剑兵 南通诚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左一）

大咖嘉宾：袁耿生 江阴华西化工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左二）

姚 伟 扬子巴斯夫 物流服务采购和解决方案经理（左三）

施新华 荣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监（右三）

蒋惠明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区物流经理（右二）

何 源 嘉里会成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右一）



平行论坛三：诉说与倾听——罐车治理的“点”和“面”——（主题演讲）

主持人：刘智勐 镇海石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

演讲主题：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工作介绍

发言嘉宾：任春晓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演讲主题：新形势下危化品装备制造发展趋势

发言嘉宾：孙加龙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研究院院长

平行论坛四：智能化、数字化—2019 年中国天然气贸易与物流管理论坛——（主题演讲）

主持人：刘海波 LNG 行业资深人士



演讲主题：罐箱模式下的 LNG 供应链服务

发言嘉宾：曹 凯 准时达能源 常务副总经理

演讲主题：构建天然气物流新生态，打造优质运力资源池

发言嘉宾：杨 铮 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演讲主题：天然气物流供应链创新模式---宜储宜运的 LNG 罐箱

发言嘉宾：张 炯 上海君正集能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遇见大咖：天然气贸易与物流新发展

2019 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环保政策不断推进，我国天然气需求将继续快速增长。与此



同时，国内天然气产量增长能力有限，国内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天然气进口量可能会进一步

加大，对外依存度继续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天然气管网不断完善，道路运输企业该如何应

对与变通？

1、我国天然气行业发展现状及供需存在的问题；

2、我国 LNG 储存与运输技术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

3、在槽车数量井喷的高竞争下 LNG 物流企业发展趋势；

4、不断完善的天然气运输管网对道路运输的影响以及对策；

5、如何加强多式联运，提升海陆 4 大能源通道的综合利用水平；

大咖主持：刘海波 LNG 行业资深人士（左一）

大咖嘉宾：张 炯 上海君正集能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二）

杨 铮 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左三）

章冬岩 大连集发南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二）

张睿智 南京浩宇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一）

《2019 年度化工品物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优秀案例》——颁奖典礼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四、展位风采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威伯科（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乐橘科技有限公司 G7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阿翰达危险品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光德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铭软管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

（靖江市大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危运培训学习平台

五、展车风采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一）、（二）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一）、（二）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一） 展车区



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一） 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二）

六、会议总结

第七届中国国际化工物流供应链峰会在上海成功召开，我们感谢每一位与会代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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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达 95%以上，认为本次会议内容硬、阵容强，对企业转型方向与发展理念具有较高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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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可视化、仓储管理的信息化、智能装备

升级；2.物流供应链信息化平台建设；3.未来智慧物流、智慧园区/厂区发展及新技术应用；

4.推动物流供应链环境和运作，法规、标准规范化；5.政策合规化、市场信息化；6.危化品

道路运输的瓶颈和解决方案；7.建立在人工上的供应链大数据平台的对接，数字化运营的对

接，车辆设备信息的对接。

我们向所有助推化工物流安全环保的从业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分会将以此为新的起点，

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共同携手为化工物流企行业发展注入新力量、创造新高度！

第七届中国国际化工物流供应链峰会·组委会

2019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