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一、组织机构

名 称：2019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时 间：2019 年 12 月 5 日-7 日

地 点：芜湖·芜湖悦圆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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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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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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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全景

2019 年 12 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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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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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 2019 全

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在芜湖成功召开。会议邀请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

合会副会长蔡进、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化工事业部主任、中物联危化品物

流分会名誉会长李成峰；交通部运输服务司货运与物流管理处处长余兴源、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会原执行会长张国明；中国石化化

工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会现任执行会长李锁山；巴斯夫有限公司大中

华区供应链与信息服务副总裁赵宏斌、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邓铭波、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柱江、中化辽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民、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叶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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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来自中石化化工销售华东、华

北、华中、华南和江苏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及物流部长，中国石油、中海油、

科思创、扬子巴斯夫、陶氏、中沙石化、壳牌、兰科化工、恒力石化、仪征

化纤、巨化集团、德荣化工、延长石油、南京红宝丽、荣盛国际贸易、摩贝、

天津港化工园区、辽宁营口仙人岛化工园区、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

徐圩新区等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行业专家、化工生产、道路运输、化工仓储、

技术装备等企业及媒体代表共计 700 余人，各路行业大咖汇聚芜湖，携手并

进，共同致力于推动行业革新链动，领创发展新时代。

（一）开幕式

播放中国化工物流行业公益宣传片《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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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流学会 副会长



致辞嘉宾：李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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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辞嘉宾：王柱江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二）与会重要嘉宾

李成峰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化工事业部主任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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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执行会长



邓铭波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赵宏斌 巴斯夫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供应链与信息服务副总裁



李 民 中化辽宁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 明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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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题发言

发言嘉宾：余兴源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货运与物流管理处处长



发言嘉宾：贺 维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能化产业研究员

发言嘉宾：黄 娟 G7 行业方案事业部化工行业总经理



“拒绝不合格罐车运输，净化危险品物流行业”联合倡议

遇见大咖：革新 链动 共谋 2020年行业发展



大咖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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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

大咖嘉宾：赵宏斌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供应链与信息服务副总裁 （左二）

叶 明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经理（左三）

邵敏政 上海中石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右二）

朱剑川 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右三）

施新华 荣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监（左四）

王 伟 摩贝供应链管理公司 高级经理（右一）

（四）平行论坛一：化工物流-智慧化探索之路

主持人：杨文生 南京三圣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发言嘉宾：张亚辉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物流服务采购高级经理

发言嘉宾：李红伟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副经理



发言嘉宾：李天宝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总监

发言嘉宾：谭 巍 山东齐鲁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发言嘉宾：陈 慧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商用车润滑油市场部品牌经理

遇见大咖：公路运输行业发展预判及智慧化探索



大咖主持：李树民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总经理（左一）

大咖嘉宾：刘 刚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物资采购中心主任（左二）

贾祥臣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左三）

颜庭玉 南京红宝丽供应链科技公司 总经理（左四）

李铁胜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部安全监督专业经理（右四）

李 虎 萍乡市达金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三）

查 艳 江苏快而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总经理（右二）

杨 益 陶氏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安全经理（右一）

（五）平行论坛二：智能助仓 高标强仓——领创新时代石化仓储发展

主持人：顾文龙 江阴恒阳物流集团 总经理



发言嘉宾：岳 巍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发言嘉宾：冯海涛 美国 Olin集团 亚太区物流总监



发言嘉宾：江永铭 上海日陆外联发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发言嘉宾：张 科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化工行业经理



发言嘉宾：徐斌华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六）平行论坛三：聚焦 2020，罐式集装箱物流新发展

主持人：曹 琦 澳隆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发言嘉宾：张兵兵 中石油大连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科技信息与市场研发部经理

发言嘉宾：周伟杰 HOYER(中国） 董事总经理



发言嘉宾：丁 柠 葛罗宁根（上海）清洁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发言嘉宾：杜春雨 安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发言嘉宾：莫杳斌 广东利丰石化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七）平行论坛四：提高安全管理，打造高品质化工产业园区

发言嘉宾：朱 超 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解决方案专家



发言嘉宾：苗巨旺 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发言嘉宾：袁 锋 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



（八）平行论坛五：化工品水运的科学发展及市场预判

主持人：邢煌辉 长江港航物流联盟液货危险品运输专业委员会 主任

发言嘉宾：周 浩 江苏海事局危管防污处 副处长



发言嘉宾：夏茂宏 南京长江油运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发言嘉宾：刘海云 重庆市泽胜船务(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发言嘉宾：姚 伟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服务采购和解决方案经理

发言嘉宾：陈晓峰 江苏积韬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头脑风暴：物尽其流，向新而生

大咖主持：李兴波 上海鼎衡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部总经理（左一）

大咖嘉宾：赵 杰 浙江德荣化工有限公司 储运部经理 （左二）

夏茂宏 南京长江油运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一）

吴 力 安徽省皖江轮船运输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三）

姚 伟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服务采购和解决方案经理（右二）

陈晓峰 江苏积韬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左三）



三、金罐奖

安全管理人物（一）

安全管理人物（二）



管理创新人物（一）

管理创新人物（二）



青年企业家

优秀从业人员



影响力人物（一）

影响力人物（二）



安全管理奖（一）

安全管理奖（二）



安全管理奖（三）

安全科技保障奖



供应链服务创新奖（一）

供应链服务创新奖（二）



社会责任贡献奖

责任关怀优秀企业



最佳车辆品牌

物流供应链服务优秀化工园区



最具成长性企业（一）

最具成长性企业（二）



四、展位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厦门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毕普帕洛罗江苏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赛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嘉轼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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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森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葛罗宁根（上海）清洁技术有限公司

泰州市百冠泵阀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凯鹏液流器材有限公司



五、展车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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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六、会议总结

2019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在芜湖成功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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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创新发展与行业导向具有较高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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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化工物流网络智能化发展，促进行业资源整

合，助力安全生产、运输车辆及工作效率；2.强化平台作用，从业务层到全方位货主资源、车

辆资源等信息化零为整，形成优秀企业强强联合枢纽；3.建立从业人员资源库与培训机制，为

行业提供专业化人才；4.建议推广设立高安全、高标准的专门停车场及配套服务，解决停车难、

集中化、清洗难、空载高等问题；5.打破政策监管规范以及规范的区域化，落实执行标准统一；

6.加强信息化工具在车辆设计、生产、运行、监管、装卸作业、智能识别等全环节的规范应用；

7.推进押运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综合管理体系；8.形成及时、有效、高效的政策标准解读、宣

贯及监督落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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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始

终坚持以企业服务为先、以行业发展为要，全力协助并引导企行业打造一个有序经营市场、合

作共赢平台、创新领航发展、开放兼容环境、安全高效常态。未来，分会将以不足促成长、以

成就创新高！

2019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组委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