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6 日   会议室 705 

技术需求与创新合作座谈会 

(欢迎感兴趣的生产型企业报名，经组委会审核后确认) 

19:30 题目 

发言人 

6 月 17 日，17:00，展览开幕式，请各位嘉宾参加，此为会议日程的一部分 

6 月 17 日   宴会厅 A 

会前会——KBR 承办（免费） 

(仅限生产企业、工程及建设企业参加) 

起始时间 题目 

发言人 

6 月 17 日   展厅 

会议配套展览开幕式 

6 月 17 日   宴会厅 B+C 

欢迎晚宴 

6 月 18 日   宴会厅 B+C  

全体大会与项目签约仪式 

主持人：傅向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08:30-08:35 主持人致欢迎辞并介绍莅会嘉宾 



08:35-08:55 欢迎致辞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08:55-09:00 开幕致辞 

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石化首席专家  华炜 

09:00-09:30 炼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战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  李寿生 

09:30-10:10 待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湘洪 

10:10-10:35 亚洲炼油与石化行业展望 

Stratas 顾问总裁  约翰·派西 

10:35-10:55 茶歇 

主持人：胡迁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科技部主任 

10:55-11:25 创新技术孵化项目签约仪式 

10:55-11:00 开放式创新平台介绍 

11:00-11:06 巴斯夫致力于创造化学新作用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工艺催化剂业务部亚太区全球副总裁  卫国辉 

11:06-11:25 签约仪式：巴斯夫——泸天化签约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鉴证：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  李寿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傅向升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科技部主任  胡迁林 

11:25-12:05 圆桌讨论：中国的炼化一体化行业发展战略以及全球合作机遇 

主持人：胡迁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科技部主任 

嘉宾： 

中化集团党组成员、副总裁  江正洪（拟邀）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裁  王琼  

埃克森美孚催化剂及技术许可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Dan Moore 

壳牌集团全球化工业务副总裁—亚太业务及全球新业务开发  庄良星 

12:05-13:40 大会午宴 

请大家参观展览 

6 月 18 日   宴会厅 C 

炼化一体化分论坛 

主持人：华炜，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石化首席专家   

13:40-14:05 以不同原料生产乙烯及衍生物的全球竞争性分析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子宗 

14:05-14:30 中国石化和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白颐 

14:30-14:55 炼化一体化的运营经验以及中国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合作机遇 



埃克森美孚催化剂及技术许可总裁   

14:55-15:20 从原油到化工品——先进的炼化一体化战略 

霍尼韦尔UOP配置高级经理  Stanley Carp 

15:20-15:40 茶歇 

主持人：Gautham Krishnaiah，KBR 公司炼油技术副总裁   

15:40-16:00 炼化一体化流程优化和效益评估和提升经验 

镇海炼化 

16:00-16:25 轻烃综合利用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党工委常委、副总经理  徐文清 

16:25-16:50 美国 NGL 市场变化——这对中国及世界其它地区意味着什么？ 

  IHS Markit 全球 NGL 和中游行业市场研究和咨询服务团队总裁  Darryl Rogers 

16:50-17:15 全球 NGLs 市场供需现状以及中国企业的应对战略 

  英国航海家气体运输公司船务总监  克里斯蒂娜·察柏尔 

17:15-17:40 待定 

缘泰 

请大家参观展览 

18:45-20:10 大会晚宴（缘泰石油赞助） 

6 月 18 日   会议室 701 

化工和新材料分论坛 

主持人：待定 



13:40-14:05 高分子材料可持续发展 

金发科技首席科学家  黄险波 

14:05-14:30 聚丙烯的高效运营经验分享 

TASNEE 

14:30-14:55 特殊化学品（新材料）在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佳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李玉博 

14:55-15:40 创新性丙烷脱氢工艺及高附加值丙烯下游应用 

KBR 公司丙烷脱氢技术总监  Jeff Caton 

KBR 公司首席化工技术顾问  Eric Wong 

15:40-16:00 茶歇 

主持人：待定 

16:00-16:25 待定 

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限公司中国区商务总监、总经理  张骏 

16:25-16:50 通过突破性创新合作与巴斯夫共同成为技术提供商  (题目需更改） 

巴斯夫欧洲公司新技术与技术授权总监  安思奋 

16:50-17:15 待定 

埃克森美孚 

17:15-17:40 甲苯甲基化技术 

霍尼韦尔UOP 

17:40-18:00 待定 

待定 



请大家参观展览 

18:45-20:10 大会晚宴（缘泰石油赞助） 

盛虹夜话暨创新平台发布   宴会厅 A 

主持人：傅向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20:15-21:40   

6 月 19 日   宴会厅 C 

重油和渣油升级分论坛 

主持人：洛比·科克斯，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技术总监   

08:30-08:55 2020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你准备好了吗？符合船舶燃油新规的策略 

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技术总监  洛比·科克斯 

08:55-09:20  待定 

英国航海家气体运输公司船务总监  克里斯蒂娜·察柏尔 

09:20-09:45  IMO2020 的加氢处理解决方案——提高炼油厂的灵活性和利润率 

壳牌催化剂技术授权技术经理  约翰·巴里克 

09:45-10:10 低硫船燃生产工艺和成本浅析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副所长  宋爱萍 

10:10-10:30 待定 

Sinopec  

10:30-10:50 茶歇 

主持人：待定 

10:50-11:15 MCT 成熟加工应用 



三聚环保 

11:15-11:40 重劣质油微界面强化加氢技术开发与市场展望 

陕西延长石油碳氢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兼石油天燃气化工研究所所长  黄传峰 

11:40-12:20 讨论环节 

主持人：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技术总监  洛比·科克斯 

座谈嘉宾： 

英国航海家气体运输公司船务总监  克里斯蒂娜·察柏尔 

壳牌催化剂技术授权技术经理  约翰·巴里克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副所长  宋爱萍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保税油部总经理  徐扬 

Sinopec  

12:30 大会午宴 

请大家参观展览 

6 月 19 日   会议室 701  

清洁燃料分论坛 

主持人：待定 

08:30-09:00 多国乙醇汽油政策实施经验白皮书发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09:00-09:30  MTBE 工厂转型案例分析 

中石化 

09:30-10:00 中国乙醇市场现状及布局 



国投集团（拟邀） 

10:00-10:40 MTBE 技术解决方案和经济性分析 

亚洲清洁燃料协会 

10:40-11:00 茶歇 

主持人：待定 

11:00-11:30 采用新的技术路线抵御 MTBE未来市场风险 

KBR 公司炼油技术副总裁  Gautham Krishnaiah 

11:30-12:00 汽车行业对未来能源的期待 

奔驰公司 

12:00-12:30 座谈：畅想未来能源 

待定 

12:30 大会午宴 

请大家参观展览 

6 月 19 日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和有关市容市貌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