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一、组织机构

名 称：2020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

时 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13 日

地 点：桐乡·振石大酒店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

支持单位:

官方网站：中国危化品物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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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信： 【CFLP_HCLS】



二、会议概述

会 议 现 场

2020 年 11 月 12 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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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20 全国化工物流

行业年会在桐乡成功召开！会议邀请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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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会长李锁山，中国石化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国明，国家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调研员李运才，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石化处副处长赵文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任春晓，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柱江，朗盛化学（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全球采购物流总监徐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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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中国、万华化学、科思创、中海壳牌石油、扬子石化-巴斯夫、朗

盛化学、荣盛化学、昆仑石油、陕西延长石油、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化工、霍尼韦尔、巨化集团、

兰科化工、艾仕得涂料、红宝丽、山东海科等化工生产制造企业及行业专家、物流企业、技术装备

企业和媒体代表共计 600 余人。本次会议还受到中远海运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



有限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科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杭州与凡物流有限公司、杭州中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威伯科（上

海）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闵东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滁州业阳运输有限公司、骏驰智驾集

团等公司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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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宇航秘书长首先作为主持人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与诚挚的感谢。他首先汇报了

分会 2020 年的主要工作，一是分会坚持和秉承一心一意为企业、为行业服务的宗旨，顺利完成以

往规定的会员服务体系、数据体系、政策服务体系、表彰体系、会议组织交流体系、行业标准体系

七大服务体系；二是加大公益服务板块的工作，向国家相关部门提报若干行业建议和意见都得到重

视，并积极参与主管部门一些新的法规修订调研、前期沟通工作，尤其针对道路运输高速公路收费

调整新情况做了多次专项调研；三是在疫情初期、疫情防疫、复工复产以及疫情常态化阶段四个方

面展开行业公益培训，针对整个企业运营、管理、设备装备、经济情况做了 23 期全部公益化培训，

参与线上培训人员达到 10 万人。他表示 2021 年分会将更加注重服务，主要概括为“政”“通”“人”



“合”四个方面，“政”是加强政府方面政策法规积极调研和深入，以及推动法规新的变化和改革，

如电子押运方式、电子运单统一化、互认化，行业共享发展以及面临高速公路收费偏高等问题积极

加大对政府部门政策沟通和效率；“通”是建立企业、会员单位之间互通融合的新局面，通过科技、

智慧化共享打造整个会员单位之间合作交流和服务平台；“人”是重点关注从业人员的生存状态，

关爱基层从业人员，统筹各方面资源和政策进行从业人员重点支持建设；“合”是加强企业之间的

合作，尤其在资本市场方面，助力助推具备全球服务能力以及供应链方面创新企业有充足资金做大

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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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进副会长表示，“十四五”规划期间石化工业发展非常有前景，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把握和领

悟，一是把握整个宏观经济，国家潜在增长率对化工行业所形成的发展机遇。二是把握住创新驱动，

供给侧形成新动力、新产能等创新过程中为化工产业带来的新机遇。三是把握高端制造业发展将带

动提升我们化工产业制造能力、制造水平的重要机遇。四是依托国内强大市场推动化工行业发展，

形成强大市场空间。五是通过产业基础高级化、供应链现代化推进推动形成化工行业新的空间。六

是安全需要科技，需要创新，要把握住产业高端化进展、装备专业化、整个运行产业链数字化发展。



致辞嘉宾：李锁山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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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锁山首先对大家的到

来和对分会的支持表示欢迎与感谢。他表示，面对 2020 年新冠疫情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并呈现较强的发展动能，并对整个石化产业、化工物流发展

做了回顾同时提出新的发展希望和建议。随后他表示，面对新环境下化工物流行业的发展，我们需

要倡导一个“安全、绿色、智慧”的化工物流生态：一是真正树牢安全发展的理念，二是持续推进

化工物流绿色发展，三是加快推进智慧化工物流。最后，他表示，为了迎接“十四五”，分会也将

积极推动行业通过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方式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以创新驱动化工物

流高质量发展与变革；通过提高物流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网络化、一体化、智慧化，不断提高

化工物流供应链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



致辞嘉宾：王柱江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执行会长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柱江首先在致辞中说到，本次会议真正体现了携手和融

合，面对 2020 新冠疫情的磨难，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加入驰援灾区。他表示，新冠疫情加速行业变

化，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背景下，为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引擎，求新求变赢得未来创造新的机遇。他表示，从

化工大国走向化工强国，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十

四五”期间鼓励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鼓励发展现代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和传统物流业。所以，我们

要抓住向现代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转型的机会，在数字智能时代也就是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最

后他表示，作为行业的带头企业，中集瑞江有责任引领行业沿着健康道路发展，把自己最好的产品

和服务呈现给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共赢共生，遵守利他原则才能共存共荣。



主题演讲——上午

演讲主题：2020 中国危化品物流行业年度运行报告

发言嘉宾：刘宇航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秘书长

演讲主题：中国石化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方向

发言嘉宾：赵文明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石化处副处长



演讲主题：携手可持续发展—通过行业合作推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发言嘉宾：徐 诚 朗盛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区全球采购物流总监

“抗疫最美驾驶员”荣誉表彰



遇见大咖：两业融合 顺势而变 协同发展

随着 14 部门《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政策的大力推进，化工物流业

制造业两业融合掀起一波浪潮，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但也面临发展不平衡、协同性不强、深度不够

和政策环境等问题；

1. 该如何打破僵局，加快化工物流业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2. 如何最大发挥化工物流业在促进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

3.对在座各位来说，未来如何捕捉和创造“挑战—应战”的强动能，并探寻新大环境影响下化

工物流行业逆势增长的新着力点？

嘉宾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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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左一）

特邀嘉宾：刘亿平 浙江荣通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左二）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

赵春平 信风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国内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左三）

陈柯建 南京长江油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左四）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

赵文明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石化处副处长（右三）

乔 伟 上海君正物流有限公司 集装罐全球副总裁（右二）

石 旭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分装事业部总经理（右一）



主题演讲——下午（平行论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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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发言嘉宾：李运才 国家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调研员



演讲主题：浅谈化工物流的数字化转型与实践

发言嘉宾：何 源 嘉里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裁

演讲主题：疫情新常态下的风险管控分享

发言嘉宾：贾祥臣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物流部管理高级经理



演讲主题：科技引领物流变革

发言嘉宾：陈 光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危化品业务总监

演讲主题：筑牢物流安全基石 携手共赢创新篇

发言嘉宾：赵海升 Olin 集团 亚太区 EHS 总监



遇见大咖：新形势下化工物流的新要求、新趋势（平行论坛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新的战略，近年来化工产业推动了经济效益的不断攀升，并将“逐

步”改为“加快”。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化工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化工物流行业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双循环”战略转变，如何加速化工物流行业整合？

2.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要转化到提升化工物流服务质量上来，企业如何应对？

3.“双循环”下，化工生产与化工物流深度的融合发展，会成为物流供需匹配的新方向、新任

务，产生哪些新的物流需求？

嘉宾主持：李树民 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总经理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左一）

对话嘉宾：邵敏政 上海中石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 副会长（左二）

鞠 光 ERM 中国 首席顾问（左三）

徐 刚 江苏金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三）

张 基 宁夏全顺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右二）

高殿鲲 辽宁缘泰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一）



主题演讲——下午（平行论坛二）

主持人：黄嘉华 上海万创危险品物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演讲主题：“遇见”未来 ——化工物流发展浅析

发言嘉宾：孙志国 广州市安之达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主题：近期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管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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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挂协调赋能安全，数字服务保障安心

发言嘉宾：张志豪 威伯科 亚太区车队管理系统、挂车系统及网联化业务部总经理



演讲主题：中国重汽助力化工物流运输装备介绍——创造高效物流新价值

发言嘉宾：赵加凯 中国重汽集团 牵引车项目部高级经理

演讲主题：以数字化技术为驱动，实现安全运营可视化--杭州与凡物流管理创新实践报告

发言嘉宾：丁立刚 杭州与凡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主题：危化物流企业 HSE 管理提升

发言嘉宾：张 晗 必维集团中国 中国石油天然气与化工技术中心 HSE 高级工程师

遇见大咖：人与科技 推动化工物流再升级（平行论坛二）

随着科技力量及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对于化工及化工物流企业来说，物流装备及信息化的应用

都在加大化工物流的安全，降低运营成本。



1.在企业的运作中，人与科技的协作也显得尤为重要，而人与科技的协作在物流企业管理中如

何实现效益最大化？

2.企业如何更好的利用智能化的技术，提升企业服务水平？

3.如何发挥人与科技的力量，助力更安全、更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

4.从各企业的角度看，未来行业内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嘉宾主持：颜庭玉 南京红宝丽供应链科技公司 总经理（左一）

对话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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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

刘晓飞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安全负责人（左三）

蒋 涛 骏驰智驾集团 常务副总裁（右三）

毛克宇 必维（天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及 HSE 部门经理（右二）

胡云杰 巨化集团公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一）

主题演讲——下午（平行论坛三）

主持人：黄韵涛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太仓阳鸿石化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演讲主题：危化物流企业系统化安全管理的探讨

发言嘉宾：徐 兴 杜邦可持续解决方案 副总经理、资深顾问

演讲主题：智能仓储规划助力化工行业升级发展

发言嘉宾：徐 科 科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演讲主题：危化品智能立体库应用探讨

发言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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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国际液化运输市场走势浅析

发言嘉宾：汤国波 上海诚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主题：智慧物流助推数字经济崛起

发言嘉宾：顾明洋 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遇见大咖：多式联运 智慧协同（平行论坛三）

随着仓储、水运等一系列政策的发布，使得安全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更加重要，多方位

助力行业升级成为热点。

1、目前，国务院“三年三项”工作整治，在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环境下，对行业的影响？



2、新政策环境下，仓储及水运企业如何调整迎接挑战，变中求新？

3、如何发挥智能化及信息共享的助力作用，以数据驱动供应链，推进多式联运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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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

对话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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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

顾文龙 江阴恒阳物流集团 总经理（左三）

邹郑平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右三）

陈其龙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右二）

宋海良 俄远东船务（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代表处首席代表（右一）

颁奖典礼——

人物奖颁奖

2020 年全国化工物流行业杰出女性



优秀从业人员

影响力人物



管理创新人物（一）

管理创新人物（二）



安全管理人物

企业奖颁奖

2020 年化工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一）



2020 年化工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二）

2020 中国化工物流行业安全装备技术创新企业



最具成长性企业

安全管理奖（一）



安全管理奖（二）

安全管理奖（三）



社会责任贡献奖（一）

社会责任贡献奖（二）



智能安全车辆品牌

四、展位风采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科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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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伯科（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嘉轼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凯鹏液流器材有限公司

康迪泰克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骏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盛润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明珠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光德罐阀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泰州百冠泵阀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集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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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车区（十）

展车区（十一） 展车区（十二）



展车区（十三） 展车区（十四）

六、会议总结

2020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在桐乡成功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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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以上，认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质量过硬、阵容强大、核

心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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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几大个核心点：安全生产、运输车辆及

工作效率提升；人员不足、专业化人才稀缺；业务跨区域联合、拓展货源渠道；行业资源整合；政

策、税务、金融等法规标准的制定落地；危化品物流网络智能化发展、安全预警及物联网技术落地

难等。

2020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圆满结束，我们向所有助推化工物流发展的从业者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未来，分会将始终与会员单位携手共进，助力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抓住新机遇，实现新增长，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2020 全国化工物流行业年会组委会

2020 年 1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