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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石化产业发展大会的通知

各省市石化行业管理部门、化工园区、行业协会、石化及相关企业、

科研院所院校、金融证券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分析石化行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探讨行业“十三五”发展环境

和投资机会，引导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发布最权威、最新的行

业信息和产业政策，我会定于 4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 2015 石化产业发展

大会。现将会议主要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一、会议主题一、会议主题

一、会议主题

面向“十三五”——中国石化行业的创新发展。

二、会议内容二、会议内容二、会议内容

二、会议内容

1、研究“十三五”石化行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重大问题及发展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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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布重点行业产能预警信息。

3、介绍申请使用进口原油企业核查评估规则和流程。

4、探讨石油化工、煤化工、化工新材料、节能低碳、石化装备等

行业未来发展方向、技术进展，发掘投资热点。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介绍石化产业发展规划思路与政策。

三、会议时间安排和地点三、会议时间安排和地点三、会议时间安排和地点

三、会议时间安排和地点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

：4月 9-10 日，会期 1 天半。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

:::

:

北京市中国职工之家，电话：010-68576699。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会议报到：

4 月 8 日全天，中国职工之家 A 座 1 层大堂。

会议日程请关注国家石油和化工网 www.cpcif.org.cn。

四、会议费用四、会议费用四、会议费用

四、会议费用

2800 元/人，包括：会务费、资料费、场地设备费、餐费等。住宿

统一安排，480 元/间（单间、标准间），费用自理。

提前汇款的单位请于 4 月 4 日前将费用汇至：

收款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六铺炕支行

帐 号：0200-0223-0901-4431-378

会议将免费赠送我会 2014 年重大研究成果汇编——《产业重大《产业重大《产业重大

《产业重大

问问问

问

题研究》题研究》题研究》

题研究》

及产能预警报告。产能预警报告。产能预警报告。

产能预警报告。

五、联系方式五、联系方式五、联系方式

五、联系方式

石化联合会：石化联合会：石化联合会：

石化联合会：

电话：010-84885705 传真：010-84885057

蔡恩明（13681345904） 杨传玮（13810899953）

李红杰 （13691546009）

国家石油和化工网：国家石油和化工网：国家石油和化工网：

国家石油和化工网：

电话：010- 84885143、84885162

传真：010- 84885089

陈立娟（13366888030） 张 娟（13488705525）

北京化易普道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化易普道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化易普道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化易普道商务有限公司：

苑慧彦，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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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668488 传真：010-82668116

本次会议由我会主办，国家石油和化工网、北京化易普道商务有

限公司联合承办。

附件一：2015 石化产业发展大会回执表

附件二：中国职工之家乘车路线

附件三：2015 石化产业发展大会议程安排（暂定）

二○一五年三月二日

主题词：石化 产业 大会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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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5 石化产业发展大会回执表

房间价格：480 元/间（单间、标准间）

收款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六铺炕支行

帐 号：0200-0223-0901-4431-378

注：提前缴费的单位请将汇款凭证传真至联合会联系人，以便于查询。注：提前缴费的单位请将汇款凭证传真至联合会联系人，以便于查询。注：提前缴费的单位请将汇款凭证传真至联合会联系人，以便于查询。

注：提前缴费的单位请将汇款凭证传真至联合会联系人，以便于查询。

附件二：

中国职工之家乘车路线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路 1号 电话：010-68576699

1、北京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到复兴门站，再换乘地铁 1号线到南礼士

路站下车，向西步行 400 米即到；

2、北京西站：乘坐地铁 9号线到军事博物馆站，再换乘地铁 1号线到

木樨地站下车，向东步行 500 米即到；

3、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4号线到西单站，再换乘地铁 1号线到南礼士

路站下车，向西步行 400 米即到；

4、首都机场：乘坐机场大巴西单线，在复兴门桥东站下车，再换乘地

铁 1号线到南礼士路站下车，向西步行 400 米即到。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参会代表参会代表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1 2 3 4

姓姓姓

姓

名名名

名

职务职务职务

职务

///

/

职称职称职称

职称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传真号码传真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信箱电子信箱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房间预订房间预订房间预订

房间预订

单间数量： 标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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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5 石化产业发展大会议程安排（暂定）

4 月 8 日（周三） 9:00-21:00 代表报到（报到处：中国职工之家酒店大堂）

大会主论坛

9日上午

（周四）

8:30-9:00
石化行业产能预警报告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孙伟善

9:00-9:40
低油价下我国石油化工发展研究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 白颐

9:40-10:20
石油和化工行业“十三五”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李寿生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十三五”石化大型项目、基地建设及政策管理新思路

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副司长 蔡荣华

10:50-11:10
石化行业“十三五”发展思路和重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 潘爱华

11:10-11:40
申请用油企业核查评估政策解读和程序介绍

石化联合会申请用油企业核查评估专家组组长 史献平

11:40-12:00
民营炼油企业“十三五”转型升级发展思路

山东东明石化董事长 李湘平

分论坛一：石油化工与新材料发展论坛

9日下午

（周四）

14:05-14:30 “十三五”国际油气市场供需形势及价格趋势（待定）

14:30-14:55
中东石化工业发展趋势

德勤咨询公司

14:55-15:25
全球对二甲苯市场形势及中国发展对策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优化中心副主任 骆红静

15:25-15:50
新型电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橡胶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张焱



6

15:50-16:00 茶歇茶歇茶歇

茶歇

16:00-16：25
国际甲醇行业新应用领域及政策趋势

国际甲醇协会首席执行官 格雷戈里•A•多兰

16:25-16：55
“十三五”石化高端化学品发展战略

石油和化工规划院院长助理 张方

16:55-17：20
“十三五”碳纤维发展前景及技术创新重点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陈虹

分论坛二：石化装备发展论坛

9日下午

（周四）

14:05-14:40
2015 年中国经济宏观走势及装备行业环境分析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徐东华

14:40-15:10
“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及对装备业的新要求

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副秘书长 胡迁林

15:10-15:30
国际化工工程装备需求趋势分析

惠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总经理 杨德昌

15:30-15:40 茶歇

15:40-16:00
化工装备企业服务创新实践

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广友

16:00-16:20
我国特大型空分装备技术发展和竞争力分析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周智勇

16:25-17:20 对话：化工装备企业管理模式

分论坛三：现代煤化工发展论坛

10 日上午

（周五）

9:00-9:30
“十三五”我国现代煤化工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煤化工专委会秘书长 胡迁林

9:30-9:50
煤气化洁净高效运行经验及技术方案报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姜从斌

9:50-10:10
煤油混炼项目进展及竞争力分析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 李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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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低阶煤分级提质利用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尚建选

10:30-10:45 茶歇茶歇茶歇

茶歇

10:45-11:10
中国石化煤化工发展思路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煤转化研究室所长 崔龙鹏

11:10-11:35
煤制天然气发展的前景与展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李俊峰

11:35-12:00
煤制乙二醇产业发展情况

河南能化集团煤化工事业部总经理 周瑞庆

分论坛四：节能低碳发展论坛

10 日上午

（周五）

9:05-9:30
工业节能进展与相关政策解读

工信部节能司能源节约处处长 尤勇

9:30-9:50
“十三五”节能低碳财税政策介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苏明

9:50-10:15
我国碳交易市场试点进展和相关政策解读

国家气候中心碳市场管理部副主任 张昕

10:15-10:30 茶歇

10:30-11:00
石油和化工行业节能进展及“十三五”节能方向探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部处长 李永亮

11:00-11:30
石化行业碳排放核算技术研究

中化联合认证公司副总经理 姚芩

11:30-12:00
石化和化工企业能源管理中心技术和案例介绍

浙江中控集团高级工程师 侯卫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