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 职务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销售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日挥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 总经理

沙索合成燃料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政府及公共关系经理

沙索合成燃料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煤液化项目部经理

上海亚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华尔卡工业株式会社 特别顾问兼合资公司社长

华尔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定边县利德油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美国UOP工艺技术国际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惠州炼油分公司 计划管理部经理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托普索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环保及炼化部经理

托普索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托普索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颇尔过滤器（北京）有限公司 燃料及化工部总经理

北京天宇得隆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主管、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兖矿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兖矿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工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经理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中石油大客户经理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International Thetmal Technology S.p.A (I.T.T.SpA) 中国区代表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许可贸易经理

山东省石油化学工业协会 科长 工程师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副主任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招商部部长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新业务开发部总经理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中国总代表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 北京事务所所长

三井化学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总工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总经济师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副部长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高工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大沽化工股份公司 总经理

大沽化工股份公司 总工

大沽化工股份公司 高工

大沽化工股份公司 高工

渤天化工公司 总工

渤天化工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

渤天化工公司 高工

海晶集团公司 总工

海晶集团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

海晶集团公司 部长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副部长

渤海精细化工公司 总工

渤海精细化工公司 副部长

渤海精细化工公司 高工

渤海石化公司 高工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技术部副主任

中国石油化工信息学会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信息学会 工程师

台湾聚合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台湾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 副经理、高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 技术总监、技术处长、高工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汎用化学事业部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延长石油总经理
助理、榆林能化公司党委书记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CPCIF副秘书长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科技部部长、教授级
高工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科技部副经理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延安炼油厂总工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永坪炼油厂工程师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延安石油化工厂技术员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榆林炼油厂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西安精细化工厂副总经理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 高工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与规划部总经理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山东亨润德石化有限公司 总裁

爱思开（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经理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高工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主任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项目经理

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战略客户及政府事务副总监

正大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正大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制油化工部

济南化工产业园区

济南化工产业园区

济南化工产业园区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教授高工、常务副院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处长/高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雅保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雅保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赛拉尼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业务拓展总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院长、教授级高工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副总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科技开发部副主任

析迈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裁

神华集团 神华集团副总工程师、神华煤
制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东炼油化工协会 会长

中科合成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 科技处处长

中石油勘探院廊坊分院天然气地质所 所长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副所长

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大连理工齐旺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齐旺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三菱化学 技术本部长、环境安全品质保
证部长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嘉盛企业（集团） 总经理

俄罗斯石油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 副总经理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 总工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 副总工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中心 处长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设计管理部加氢高级主管

德国伍德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中海石油炼化与销售事业部炼化技术中心 技术服务部高工

中海石油炼化与销售事业部炼化技术中心 技术服务部经理

广饶县齐泽工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转让经理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转让顾问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工、重油加热专家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洛阳石化工程公司 技术部主任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科长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化弘润石化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

中化弘润石化有限公司 主任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壹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壹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滨州市大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博斯腾醇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技术主管

北京菲兰德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科研开发部副部长

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供销部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淄博网为资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淄博网为资讯有限公司 能源事业部

淄博网为资讯有限公司 市场部

淄博网为资讯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经理

淄博网为资讯有限公司 化工事业部分析师

淄博网为资讯有限公司 聚烯烃产业链

西南石油大学 副教授

西南石油大学 讲师

西南石油大学 讲师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福州大学 博士

福州大学 博士

湖南大学 教授

湖南大学 教授

艾博特厦门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西安石油大学 副教授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炼化事业部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发展处工程师

天津名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天津市人民政府 市委副书记

天津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天津开发区 党组书记兼管委会主任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

南港工业区经发局 局长

天津开发区安监局 副局长

天津开发区贸促中心 主任

泰达国际商会 秘书长

中国银行滨海分行 副行长

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 总裁

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天津北方石油有限公司 副总

天津开发区梅林造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PPG涂料 政府事务

天津前进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



台达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财务总监

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普华永道 总监

美仪控制技术 总经理

工商银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市场部副总

上海银行天津滨海支行 行长

天津圣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滨海旅游区投促二局 项目经理

恒康投资 董事长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经理

天津开发区锦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办主任

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

天凯烧碱  
长润发集团

壳牌石油

展商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CPCIF副总工、化工对外经济

合作中心主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质量安全环保部主
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专务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法律顾问、综合办公室主任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科技部副主任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主任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媒体
中国化工报社 记者

中国化工报社 记者

中国化工报社 记者

中国化工报社 记者

“石油与装备”杂志 编辑

“石油与装备”杂志 编辑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彭博新闻社 记者

中国石油和化工网络电视 记者

中国石油和化工网络电视 记者

单位 职务

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

欧洲石化咨询公司 副总裁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院长

NEXANT 能源与化工业务副总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Breitling 首席执行官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副总工程师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 中国区技术转让经理

山东省炼油化学工业协会 会长

CHEMSPEED 技术公司 事业发展部高级副总裁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许可部 副经理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炼油厂 硫磺车间主任,高级工程师

Fluor能源化工 工艺经理

托普索公司 环境事业部总裁

科莱恩 高级专家

神华集团煤制油化工部 总经理

延长石油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博士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 系学位委员会主任 博导

福斯特惠勒工程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 副总裁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首席科学家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雪佛龙鲁姆斯 区域经理

福斯特惠勒 销售和技术副总裁

　UOP LLC
工艺及设备部重油技术产品经
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战略与信息研究室主任

杜邦公司 技术开发经理

杜邦(中国）有限公司 炼油技术项目协调员

威卡公司 业务开发经理

罗兰贝格 合伙人

罗兰贝格 执行总监

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 处长

Axens 北京公司 总经理

KBC 公司 亚太区市场经理

KBC 公司 高级顾问

格雷斯（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经理

格雷斯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销售经理      
石油精炼技术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销售经理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服务工程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重质油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工艺室主任

辽宁师范大学功能材料化学研究所 教授

成都金石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富海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中心总经理

天津开发区南港经发局 副局长

天津开发区南港经发局 项目主管

I.T.T.S.p.A.中国代表处 工学硕士 中国代表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 炼油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党委书记

博世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BOSCH 工业锅炉销售大客户经理 武汉

庄信万丰工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庄信万丰工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庄信万丰工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服务工程师

道达尔石化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道达尔石化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经理

安徽重化工产业发展专家办公室 主任 
安徽重化工产业发展专家办公室 工程师

安徽重化工产业发展专家办公室 工程师

大庆油田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工艺室主任
工程师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研发项目经理技术发展中心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营销经理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营销经理

济宁化学工业开发区管委会

济宁化学工业开发区管委会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能源炼化事业部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商务部经理

托普索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炼油部

西比埃 鲁姆斯技术公司 工艺工程师

西比埃鲁姆斯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公司 经理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煤化工研究院 技术主管

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发展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评估部 高级工程师 博士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评价中心 课题组长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研究室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处长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发展规划处 副处长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炼油厂 副厂长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吉化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副经理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SK 中国经营经济研究所 产业研究部/ 分析师

北京航天星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 化工自动化部  副部长

北京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杜邦 北亚区炼油清洁技术总经理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区炼油技术工程项目经理

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裁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发展研究中心副总监        高级
工程师比欧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林德集团成员 市场发展总监 大中华区 油气
与化工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技术顾问            化工
研究所副所长            高级工程
师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合局副局长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首席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技术
部经理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四川省投资促进局 二处处长

国资委企业分配局 副局长



四川省投资促进局 投资促进二处 副处长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催化剂业务线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展计划处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化院燕山分院 精细化工室 项目负责人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催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高级
工程师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催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透平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公司 综合管理部  产品
宣传经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北京炼化部 炼化与销售部           生产
技术处处长南京扬子石化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

北京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 石化办主任

日本华尔卡工业株式会社
密封市场 开发本部      密封
市场 营销部 垫片担当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

沙伯基础工业公司 业务发展总监 北亚区

沙伯基础工业公司 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

山东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招商局副局长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高级工程师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副总经理

四川新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台湾聚合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台湾聚合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海湾塑繆（股）董事长特
别助理唐山南堡开发区管委会 商务局副局长

营口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管委会 副主任

营口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管委会 局长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管委会 石化办副主任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管委会 石化办

大连西中岛石化工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投资规划部 项目经理

北京美斯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精细化工（泰兴）开发园区管委会      江苏省泰兴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

招商局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招商三分局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
教授研究员级高工

山东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

山东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

河北新启元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部部长



阿法拉伐(上海)技术有限公司

AXENS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经理 战略发展          市场
开发和业务支持

贝尔格技术公司

北京瑞孚恒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化工工程事业部市场部经理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大连设计分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大连设计分公司 工程师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华东设计分公司 主任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华东设计分公司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石油和采矿业务单元 炼油技术代表 大中华区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石油和采矿业务单元 炼油销售经理 大中华区

科莱恩 销售代表

海油碧路（南通）生物能源蛋白饲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福陆工程建筑

福陆工程建筑 市场经理

福陆工程建筑 首席代表及副总经理

福陆工程建筑 副总裁

福陆工程建筑 高级工程师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优化经理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自动化
仪表（苏州）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自动化
仪表（苏州）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际特技术有限公司 营销部经理

柏克德中国公司

柏克德中国公司 副总裁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炼化分公司                       生产
技术处 处长江苏创新石化有限公司

江苏创新石化有限公司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凯洛格布朗路特

凯洛格布朗路特 President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技术顾问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辽阳芳烃技术研究院 院长

辽阳芳烃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力扬企业

颇尔过滤器（北京）有限公司 东北区销售经理 燃料化工部

颇尔过滤器（北京）有限公司 燃料及化工部 炼油行业经理-中
国滨特尔阀门与控制 销售经理

滨特尔阀门与控制

中油炼化工程建设项目部 高级主管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炼化工程建设
项目部  技术与设计管理处

副处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炼化工程建设
项目部  技术与设计管理处

高级工程师 设计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研究
院 催化材料研究室主任  博士 高

级工程师中油炼化工程建设项目部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技术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项目经理

美国赛本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 销售经理-亚洲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主任

山东盛昌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项目副总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巴陵石化分公司 技术主管

S-OIL Vice General Manager
S-OIL General Manager
天津市明瑞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TIME ENERGY GENERAL TRADING CO.
柏克德公司 亚太区总裁

国化顶峰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合伙人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
际合作部 主任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工艺系统室副主任       高级
工程师 注册咨询工程师

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 副秘书长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开发部 部长              高级
工程师大连化物所

大连化物所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 首席专家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事业部门总经理      高
级工程师BP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博士

福斯特惠勒工程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裁-中国区销售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研究二部主管

威卡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卡自动化仪表（苏州）
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博士  第九研究室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化工工程事业部市场部经理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博士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开发部国际合作处 
助理工程师

上海华尔卡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部 华北区经理/驻津

北京美斯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助理

庄信万丰工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客服专员

UOP A Honeywell Company 销售经理

CLARIANT
中国石化报社 编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家石油和化工网 编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家石油和化工网 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 项目主管

燕山石化

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

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

瑞通达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托普索中国

燕山石化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元峰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石化研究院

中石化

大庆石油管理局

化工报

杜邦公司

海油工程公司

辽阳芳烃技术研究院

Evonik
公司 职称

报告人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院长

神华集团 科技管理部总经理

中石油规划总院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格雷斯中国 催化剂科技市场经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青岛炼化公司 副总工程师

德勤中国 化工业组主管合伙人

北京安耐吉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 教授级高工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主任

昆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海油石油总公司惠州炼油 总经理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教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外资委 秘书长

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主任

AXENS 技术授权经理

AXENS 技术组经理
CB&I集团鲁姆斯技术公司 中国商务总监



CHEMSPEED技术公司 业务拓展高级副总裁

福陆 工艺总监

欧洲石化咨询公司 副总裁

标准催化剂公司 APR技术经理

福斯特惠勒 全球技术副总裁

霍尼韦尔安全咨询服务 全球发展经理

JACOB咨询 亚太区经理

KBC先进技术公司 咨询业务部主管合伙人

凯洛格布朗路特 VCC技术总监

UOP 重油产品线经理

EXXONMOBIL 技术授权经理

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主查（项目主管）

ICF国际咨询公司 高级咨询顾问

斯堪尼亚中国 总监 战略与业务发展

参会代表

格雷斯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销售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处长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杜邦清洁技术

Shen Global Solutions Int
ICF国际咨询公司 顾问总监

山东华通重工集团 部长

山东华通重工集团

山东华通重工集团 副总经理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寰球加氢反应器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云苦华联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副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项目经理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发展规划经理

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总经理助理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托普索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霍尼韦尔综合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寿光市联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经理

安耐吉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部长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比欧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林德集团成员 市场发展总监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所长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区营销总监

北京利和知信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昂明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北京美沙会展有限公司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部长

北京安耐吉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北京安耐吉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东营市化学工业协会 秘书长

上海亿维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专员

阿法拉伐(上海)技术有限公司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伍德麦肯兹(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顾问

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项目主管

雅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新业务经理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万达集团天宏 董事局董事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批辜源环像勋智叩贱钒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

中国石化 主任教授级高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部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博士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化工学会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处长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注册咨询工程师

中国石化催化剂分公司 高级主管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芳烃部部长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主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科技高级主管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博士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许可部项目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总工程师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区业务开发经理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处长

北京安耐吉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销售经理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博士

西比埃鲁姆斯技术公司 博士



CBI Technology Manager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l侏)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壳牌(中国)项目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转让经理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工艺及技术安全经理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开发

壳牌(中国)项目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支持经理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服务工程师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英威达管理(上海洧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业务开发经理

赢创特种化学住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福斯特惠勒(河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裁

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炼化发展事业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室 工程师

山东瞩球加氢友应器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主任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许可部项目经理

神华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

神华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

CRITERION catalysts & Technologies APR Technical Manager

PhD，CFO 

Centre Amsterdam Managing Principal 
RefiningAcuTech Consulting (Shanghai) Co Ltd Senior Engineer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东营华联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龙港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海油葫芦岛精细化工 副总经理

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 项目主任

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 工程师

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 技术工程师

神华科技

中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项目经理

中石化扬子石化公司 技术部经理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大连设计分公司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玉门油田分公司

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扬子石化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清源集团 副总

山东清源集团 董事长

东营港开发区管委会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研究员

Dupont

北京市朝阳区欣德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高级工程师

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山东省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望厚山资本 高级经理

浙江永盛仪表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托普索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部长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南京扬子石化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

爱思开（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管

北京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北京北化院燕山分院 高级工程师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高工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长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长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理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经理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高专

东营联合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政局副局长

中国化工油气开发公司 副处长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

瑞昌石油化工 工程技术

中国化学会 办公室主任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处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产业发展部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处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处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处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处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处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项目经理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

中石油锦州石化分公司  节能优化科科长

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 规划计划处

中海石化（营口）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科技与规划处副处长

福斯特惠勒 销售副总裁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 工艺整合经理

福陆 副总裁

福陆 高级工程师

福陆 高级工程师

UOP Sales Manager
优欧辟环球油品工艺技术有限公司（UOP） 市场总监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项目经理

华尔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部长

华尔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部长

华尔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主任研究员

华尔卡密封研究所（上海） 研究员

山东昌邑石化 大项目办助理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国化工学会

美沙会展 经理

沃坦资本管理基金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新业务经理

北京易优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北京易优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JGC CORPORATION Manager
JGC CORPORATION Group Leader
KBC先进技术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KBC先进技术公司
中国区运营经理（技术）资
深顾问 

KBC先进技术公司 高级副总裁

KBC先进技术公司 区域市场经理

凯洛格布朗路特 中国区市场部 
力扬企业有限公司 产品支持化学家

力扬企业有限公司 产品支持经理

中石油锦州石化分公司  节能优化科科长

山特维克 全球产品经理

山特维克传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SHELL GLOBAL SOLUTIONS Lead Principal, Refining
万华化学 副总工程师

威卡自动化仪表 炼油行业经理

威卡自动化仪表 行业主管

Mitsubishi Chemical Corporation Group Manager
中石油锦州石化分公司  节能优化科科长



ARGUS MEDIA Inc Support Executive 
山东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和集团 技术负责人

正和集团 技术及质量部门副总经理

江苏新海化工 总工程师

山东寰球加氢反应器有限公司 副总裁

托普索公司 销售经理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 高级工程师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政府事务总监

山东新合成化工有限公司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 技术服务工程师

京博控股

中海油天津研究院

CCI China

Jacobs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

中石油

锦州石化公司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化

CPECC大连设计分公司

CPECC大连设计分公司 主任

中油建设分公司大连设计分公司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东方化工

江苏江阴澄星集团公司 总

阿法拉伐
亚洲区域中心市场业务拓展
总监

阿法拉伐 中国区销售经理

ADAMAS General Director
ADAMAS

Director Business 
Development

ADAMAS
Deputy Director Business 
Development

ARGUS MEDIA Inc 
AXENS 市场经理

AXENS 
AXENS 
EURENCO Export Sales Manager
EURENCO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EURENCO Business Development
EXXONMOBIL Licensing Manager
河北石化设计院 副院长

JACKSON INT"L Deputy General Manager 
媒体

中国化工报 高级摄影记者



中国化工报 主任记者

中国化工报 记者

中国化工报 记者

中国化工报 记者

国家石油和化工网 记者

《新能源经贸观察》 首席记者

彭博新闻社 记者

彭博新闻社 记者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主编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副主编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副主编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记者

煤化工杂志 记者

煤化工杂志 记者

煤化工杂志 记者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记者

中国能源报 记者

贸讯网 记者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记者

单位 职务

发言人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欧洲石化咨询公司 副总裁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化工学会 常务理事及高级顾问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 副总经理

KBC先进技术公司 高级副总裁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中海油气开发利用公司 副总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

AXENS 销售总监

托普索（中国）公司 炼油部门销售经理

雅保催化剂公司 加氢技术服务高级顾问

能源与战略咨询 总经理

山东炼油化工协会 会长

陕西延长石油炼化集团 总工程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炼化与销售部 副总经理

AMEC福斯特惠勒 技术副总裁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

AXENS 高级技师，中间蒸馏及转化

SABIC 技术转让经理

洛阳维达公司 副总经理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 技术转让经理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兖矿集团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UOP 重油生产线经理

KBR VCC技术总监

埃克森美孚 技术转让总监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路博润中国 市场经理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主任

壳牌上海润滑油技术研发中心 技术开发主管

中石油润滑油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 首席专家/HSE巡视员

中石化润滑油公司 副总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托普索（中国）公司 硫酸部门销售经理（WSA）
托普索公司 全球加氢裂化总经理

托普索（中国）公司 炼油部门技术支持团队经理

赞助合作方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 高工

标准催化剂公司 技术经理，渣油升级

托普索(中国）公司 炼油部门销售经理

托普索（中国）公司 炼油部门项目助理

托普索（中国）公司 副总裁

托普索（中国）公司 炼油部门经理

托普索（中国）公司 政府事务与媒体关系经理

托普索（中国）公司 市场分析经理

托普索公司 全球WSA市场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主管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主管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主管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发展部部长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KBC先进技术公司 总经理

KBR Technology 高级市场专员

中石化

参会代表
山东晨曦集团 总工程师

台湾聚合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同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巨化集团技术中心 高级专家

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技部总助

安技部副总

陕西禾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沃坦投资发展中心 合伙人

GE石油天然气下游业务集团 GM

北大纵横咨询集团化工中心 化工中心总经理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工艺整合经理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 技术服务工程师

辽阳芳烃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院长

辽阳芳烃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院长

液化空气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豫北化工公司 副总工程师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业园区招商局 局长

河北新启元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河北中捷正华石油化工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液化空气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Technical Solution＆Process 
Engineer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部副主任

拜耳材料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政府事务总监

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主任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工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工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工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工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博士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商宝光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山东利津滨海新区
副主任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安炼油厂 0911-3811245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西北化工研究院 所长

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
经理

总经理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

上海迪奈美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办主任

大连金州重型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通用机械 经理

东营市东明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青山钢管 经理

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部

中石化济南分公司 技术处处长/副总工程师

兰州石化公司新区办 主任

兰州石化公司新区办 高管

兰州石化公司新区办 工程师

美国赛本金属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销售经理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石油事业部部长

北京国油化联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

林德气体 市场总监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石油中心炼化发展事业部 炼化项目经理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副经理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炼化分公司 炼化公司总经理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炼化分公司 炼化公司副总经理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规划部 副部长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炼油总监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州石化公司 生产技术处副处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州石化公司 研究院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州石化公司 添加剂厂厂长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副总裁

上海河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Vice President

东营市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东营市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东营市齐发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天津市明瑞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中石化齐鲁分公司研究院 所长

润英联 采购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部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主任工程师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永坪炼油厂副厂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工程师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榆林炼油厂技术科科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延安炼油厂技术科科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延安石油化工厂技术科科长

山东玉皇（集团）盛世化工 集团执行总裁兼总经理

山东成泰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 处长

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外业务发展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科技开发部主任助理

常州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常州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化工系主任

常州大学

常州大学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部副经理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部主管工程师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所长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华龙集团副总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达斯玛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达斯玛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缘泰石油有限公司 集团总裁

缘泰石油有限公司 总监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院长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主任

优欧辟环球油品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富海集团 研发中心主任

富海集团 研发中心主管

山东汇丰石化有限公司 技术部长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化工研究中心 无

通用

通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主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山东多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科技部科长

利华益王海峰

恒源石化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四川省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青岛蓝图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经理

上海立得催化剂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远大物产

兰州石化公司新区办 主管

山东万福达化工有限公司 主管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化公司 科技部经理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化弘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经理

山东玉皇盛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咨询中心 高级工程师

北京立创智宇科技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无锡合智智能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阿美亚洲 高级项目工程师

星展银行大宗商品部 副总裁

东营华联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部主任

三菱化学控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事业支援部长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

EURENCO CHINA REPRESENTATIVE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工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工

国企管理.《石油经理人》杂志 记者 专栏主笔

福佳·大化 副总工程师

《石油经理人》杂志 记者

洛阳森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IHS化工 销售经理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副主任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部长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翻译

上海亚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分析师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工艺一体化经理

江苏凯茂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 党委书记

宝塔石化集团 副总裁

山东京博石化 新技术引进专员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主任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经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公司科学家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设计管理部总经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信息化部总经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部总经理

江苏凯茂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江苏凯茂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安尔普传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阿格斯 新闻编辑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北大纵横咨询公司-化工中心 总经理

山东多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发展部副部长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

沙伯基础（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总监

安尔普传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市场分析师

中国石油华东设计院 副总

中国石油华东设计院 主任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部信息化管理部部长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发展管理部总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辽河石化分公司 主任

中国一重大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裁

北京和森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洛阳维达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福建联合石化化工有限公司 发展规划经理

龙辰国际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 化 弘 润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催化裂化车间主任

中 化 弘 润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加制氢车间主任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研发部主任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生产部部长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企业专家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战略与信息化总监

霍尼韦尔优欧辟 技术转让销售经理

霍尼韦尔优欧辟 销售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主任师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发展规划高工



中国石油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国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 副总师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总工程师

KBR VCC技术总监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杜邦炼油清洁技术中国区业务开发经理

凯洛格布朗路特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常务副书记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主任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际合作部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主任

东营华联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研究院 副院长

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山东晨曦集团 总工程师

Badger Licensing LLC Vice President, Licensing and Operations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

万怡 主任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研究院 院长助理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大庆化工研究中心 副所长

ExxonMobil 大中华区经理

新华社北京分社 记者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中国石化咨询公司 高工

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 主任工程师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部长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部长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科长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炼油部技术处副处长

中国石油华东设计院 书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职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部副主任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中国化工学会 国际交流与会展部



中国化工学会 常务理事、高级顾问

中国化工学会 主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科长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展项目部副主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烯氢部副总工程师

Albemarl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Albemarle General Manager - China Catalyst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 副主任

中国石油石化杂志 记者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科技开发部 主任助理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杜邦清洁技术北亚区总经理

无锡市恒懋科贸有限公司 协理

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公司 生产主管

中国辽化联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职员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课题组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工程师

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 主管

吉林市四通防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加制氢车间主任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首席专家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化工医药工业处副处长

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局长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主管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实验室主任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工艺开发室副主任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课题组长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炼化院副院长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处长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副处长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高工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专业副总

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公司规划计划处 高级主管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主任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发展中心经理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规划部部长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副教授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主任设备工程师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技术研发中心 首席专家

阿美科福斯特惠勒集团-一众一工程 技术部经理

阿美科福斯特惠勒集团-一众一工程 工艺工程师

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长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 发展计划部部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总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处长

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信息部经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国际部 项目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教授

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北京宝利明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税务总局货劳司消费税处 副处长

工信部原材料司 调研员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主编

石油与装备杂志媒体 记者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主任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晨开北美能源基金 副总裁

reporter 记者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编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供应商工作委员会 秘书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供应商工作委员会 综合处处长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科员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无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裁

科洋环境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山东方宇润滑油有限公司 董事长

彭博新闻社 媒体

燕山石化 一体化办公室主任

燕山石化 高科主任工程师

高级技术经理

全球市场总监

战略发展经理

高级市场专员

商务发展经理

高级技术顾问

商务发展经理

主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技术顾问

主任工程师

资深技术顾问



技术顾问

霍尼韦尔优欧辟 销售经理

霍尼韦尔优欧辟 销售经理

霍尼韦尔优欧辟 企业传播

iHS 全球化学工艺总监及副总裁

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 亚太区炼油化工业务部总监

雅保 炼油解决方案全球销售副总裁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兼总信息师

KBR
雅保

BADGER
东明石化原油公司 经理

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副所长

Siluria公司 全球副总裁

KBR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 教授

科尔尼公司 亚太区负责人

阿美科福斯特惠勒 全球技术副总裁

雅保

CBI/Lumms 炼油和气化业务部技术经理

中国石油炼油与化工分公司 总工程师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科技部副主任

福佳大化 总工程师

延长石油集团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石化九江石化 总经理

安尔普传感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科莱恩公司大中华区工业润滑 销售经理

哈尔滨紫杉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中国石油兰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 教授级高工

摩托罗拉公司中国区 产品经理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沙伯基础 亚太区 税务总监

中国石油大学 副校长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

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电力报

国家能源报道

中国电力报

中国化工报

中国化工报

中国化工报

中国化工报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部总经理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部总工程师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事业部副部长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秘书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副主任

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炼油运销处高工

中国石化科技部炼油处处长

科技部化工处处长

中国石化科技部合成材料处

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副主任（正局级）

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投资发展处处长

中国石化化工事业部 投资发展处 高工

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石油化工研究院

山东海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科瑞林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石化有限公司

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雅保化工 中国区销售总监

雅保化工 中国区技术总监

京博石化 副总经理

京博石化 主任工程师



京博石化 主任工程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上海万怡会展

中国石油石化杂志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西比埃鲁姆斯工程技术（Beijing）有限公司

沙伯基地（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部部长

山东万福达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研究院 副主任师

山东恒源石化 部长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油气化工销售部 部长

KBR
KBR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主任

山东京博石化有限公司

濮阳鑫业油脂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兰克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平湖市东联润滑油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济宁联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浙江实美润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鑫海源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山东梁山三晶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经理

北京市军鹰星润滑油加工厂 总经理

博世圣（北京）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纽曼中德润滑油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昊辉伟业石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金诺斯石油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逸利耐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州欧普仕润滑油有限公司 董事长

SK公司

东营市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研究院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

安尔普传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Siluria公司

鲁西集团研究院 处长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油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社副社长

石油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部副主任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 教授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 总工

中国石化 高工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无

青岛万龙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SK Energy 中国事业总经理

伍德麦肯兹 咨询顾问

上海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Ms.
SABIC 税务经理

上海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Mr.
燕山石化科技部 副部长

税政司 主任科员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炼油及煤制燃料出

燕山石化 主管

RIPP Dr.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炼油及煤制燃料处

ripp Dr.
燕山石化 部长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炼油及煤制燃料处

111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项目经理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处长

国家油气网 网站编辑

国家油气网 网站编辑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西比埃鲁姆斯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及技术销售经理

华石联合（北京）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经理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化联合会信息与市场部

石化联合会产业部能源处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副厂长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洛阳维达石化有限公司

山东方宇润滑油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辛集景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河北润捷润滑油有限公司 经理

天津林献石化有限公司 经理

福建莱克石化有限公司 经理

河北唐山胜利润滑脂有限公司 经理

山东金凯润石化有限公司 经理

山东天泰钢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重庆昆崧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北京金洋润滑油有限公司 经理

山东科发石油 总经理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青州美润润滑油有限公司 经理

聊城蔓仙蒂润滑油有限公司 经理



福建莱克石化有限公司 经理

北京中润华油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金蝉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百特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南海润滑油有限公司 经理

廊坊龙润凯达润滑油有限公司 总经理

廊坊阿迪诺克石化有限公司 经理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湖北路航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山东地坤商贸有限公司 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