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化工物流安全环保发展论坛

一、组织机构

名 称：2019 中国化工物流安全环保发展论坛

时 间：2019 年 4 月 11 日-13 日

地 点：东莞·唐拉雅秀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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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议 现 场

2019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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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协办，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举办的 2019 中国化工物流安全环保发展论坛在东莞隆重召开。本次会议邀请到了来自相关政

府部门、化工生产、公路运输、水运、化工仓储、装备及信息化等领域嘉宾以及专业媒体人

现场近 600 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保持绿色生态驱动，落实安全先行”主题，共同为打造

以安全环保为核心的绿色高效生态圈建言献策。会议受到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

公司、G7、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

有限公司、泰斯福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壳牌（中国）

有限公司、东莞市百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特别

鸣谢广州市危险货物运输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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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宇航秘书长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感谢。他向与会代表汇报了

分会四年工作总结报告和下届工作建议，随后刘宇航秘书长宣读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第二

次全体会员大会决议。同时他表示，希望大家通过本次会议能够在宏观物流发展形势、道路

罐车治理思路及相关新法规的进展、石化行业发展形势及物流发展需求、安全管理经验分享、

主动安全和装备等发展情况、应急救援、园区、水运管理等方面做更深层次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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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了中国物流发展宏观形势，通过对物流运行的有关数据进行深

入剖析，他指出安全的化工运行、安全的化工生产、安全的化工物流是保障化工物流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要素。安全是降本增效的前提，做好降本增效，首先要进行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型

升级，大力发展供应链，做到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整合、优化、协同。供应链创新和新技术、

新模式的融合，所形成的智能化、智慧化是行业未来降成本，提高安全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途径。我们今后应该把安全定位为高质量发展，行业安全要着眼于模式的创新，着眼于新

技术的应用，两手抓才能把化工物流的成本降下来，才能够提高和保障化工物流运营的安全，

才能够通过降成本、保安全提高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致辞嘉宾：李锁山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锁山在致辞中指出：盐城响水“3·21”特大爆炸

事故，给社会传递危化品安全管理责任的同时，也助推了危化品安全管理的非理性的潮流，

根据交通部的数据，我国近两年来每年完成危化品货物的运输总量在 16 亿吨，货物的总量、

企业的数量、整个业务的覆盖范围、专业的车辆都在稳步增长。最近交通运输部研究制定了

《提高中国运输网络效率工作方案》，《降低交通运输物流成本的工作方案》，在 2019 年将会

陆续的实施，预计降低物流成本 1200 亿，同时力争通过三年的努力实现运输结构更优，运输

效率更高，物流的营商环境更好，物流链的上下游衔接更加顺畅，逐步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



匹配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完善危化品物流行业不仅对化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更

是提升我国现代物流专业化水平的具体体现。寻找和发展危化品物流的新技术、新方法、新

手段，需要全行业更新观念，紧密协作，共同为危化品物流的安全、绿色、高效发展开展不

懈的努力。

主题演讲——上午

演讲主题：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的思路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相关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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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责任关怀理念的化工企业安全管理

发言嘉宾：张秀芝 巴斯夫聚氨酯(中国)有限公司 EHS 经理

演讲主题：“生命至上，绿色引领”—助推宏川智慧新时代仓储物流高质量发展

发言嘉宾：陈世新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总经理

http://www.baidu.com/link?url=O4WK7zrwAr8uNGMvrAclW1PNaqf9gUEEo75UqlJB8VIFcSAIuY8D1j761zdTxp3Na7VLQKXsRWHvVHAMB1S1u_


演讲主题：G7 智慧物流控制塔-实现危化运输管理体系再升级

发言嘉宾：黄 娟 G7 行业方案事业部化工行业总经理

演讲主题：《安全不可选装》--关于危险品罐式车辆安全的发展及探讨

发言嘉宾：丁正祥 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分论坛 I--新标落地，道路运输企业的机遇与挑战——（主题演讲）

主持人：曾明生 广东德力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演讲主题：常压危运罐车罐体的安全与环保使用

发言嘉宾：肖超波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演讲主题：百年重卡，安全第一 ——越用越彰显价值

发言嘉宾：李 锦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市场部部长

演讲主题：新排放法规下国五国六的润滑需求

发言嘉宾：卿 成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华南大区销售总监



演讲主题：行业促进，物流安全的坚守与创新

发言嘉宾：王 琰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物流行业促进经理

演讲主题：道路运输安全再升级

发言嘉宾：于晶晶 泰斯福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共关系部经理



演讲主题：危险品运输事前安全管理实践分享

发言嘉宾：潘 志 东莞市天佑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标准与执行总监

分论坛 I--新标落地，道路运输企业的机遇与挑战——（思想碰撞）

思想碰撞—如何推进化工物流的高质量发展

2019 年政府工作任务时多次提及物流业等相关产业，其中包含了实施减税降负、降低涉



企收费、坚持创新引领等内容，这对化工物流行业将带来哪些助力点，与此同时物流的高质

量发展成为新的趋势，如何从质量、效率和动力方面提升化工物流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对于

相关企业来说，车辆安全技术、罐车质量、检验中存在哪些问题，针对将要开展的罐车治理

工作，有何建议？将从哪些方面突破；

嘉宾主持：曾明生 广东德力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左一）

东莞致远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对话嘉宾：钟新优 延长壳牌（广东）石油有限公司 油品配送经理（左二）

李铁胜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安全监督专业经理（左三）

廖 泉 陶氏化学集团佛山工厂 物流经理（右三）

安洪昌 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右二）

李宏伟 广州英凯运输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一）

分论坛 II--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与提升——（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危化品道路应急救援与处置能力建设

发言嘉宾：刘智勐 镇海石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演讲主题：危化品道路运输应急互助探索与支持实践

发言嘉宾：曲开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演讲主题：石化物流应急救援经验分享

发言嘉宾：张丙强 广东利丰石化物流有限公司 综合监察部经理



分论坛 III--化工贸易形势下的水运、仓储服务创新发展——（主题演讲）

主持人：梁文立 东莞市百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商务及发展总监

演讲主题：对库区安全管理的理解分享

发言嘉宾：苏清卫 中谷石化（珠海）集团有限公司 储运总监



演讲主题：液货船舶入围上线流程及安全管理介绍

发言嘉宾：张海峰 中化辽宁有限公司 运输管理部经理

演讲主题：发展碧辟南沙油库安全仓储经验分享

发言嘉宾：张昌志 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 租赁业务部经理



演讲主题：《散装液体化工产品库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宣贯

发言嘉宾：吴学新 舟山世纪太平洋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演讲主题：秉承诚实守信理念，投身于危化品物流 73 年

发言嘉宾：江永铭 上海日陆外联发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分论坛 III--化工贸易形势下的水运、仓储服务创新发展——（思想碰撞）

思想碰撞—化工贸易形势下的水运、仓储服务创新发展

我国石化产业在面临去产能及环保政策影响下保持了稳定发展，但全球经济形势下石化

产业正在经历变革，对于石化行业进出口业务有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当前贸易形势下，如何

提升水运及沿海、沿江、港口码头仓储市场的可靠性及经济性，确保市场充足货源和稳定的

市场需求；对于水运企业及仓储服务企业来说，在安全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质量、效率等方面

创新发展？

嘉宾主持：梁文立 东莞市百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商务及发展总监（右一）

对话嘉宾：蔡 宁 广州磐升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右二）

谢永立 福建鑫展旺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三）

张海峰 中化辽宁有限公司 运输管理部经理（左二）

陈柯建 南京长江油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左一）

南京长江油运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四、展位风采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泰斯福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7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上海嘉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威伯科（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嘉轼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区交流

五、展车风采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一）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二）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一）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二）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一）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二）

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一） 中集车辆（江门市）有限公司（二）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一）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二）

六、会议总结

2019 中国化工物流安全环保发展论坛在东莞成功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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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本次会议规模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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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应对越来越严格的政策监管规范以

及地方性管理的差异化；2.合理优化运输方式、路线，推进企业降本增效；3.加快化工物流

行业网络平台及智能化建设；4.化工物流行业安全生产、运输、存储、预警、应急、应急经

验分享；5.如何把握强环保、严监管与降成本、降税费的关系；6.提高从业人员高质量服务、

强化驾驶员专业培训、增强车辆罐体检测等；7.如何实现行业规范发展、企业运营安全，平

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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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将持续凝聚行业智

慧，共同做好行业安全高效发展的引领者、政策法规的制定的参与者、行业标准和培训的倡

导者，让我们凝心聚力，以强烈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强烈的事业心，观大势谋全局干实

事，全力打造我们化工品物流新的业态，共同塑造化工物流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9 中国化工物流安全环保发展论坛·组委会

2019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