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中国西部化工产业发展大会
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顺应国家化工安全、环保和节能政策的新
方向，由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联合西部各省市化工行业学/协会与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组委
会，定于 2019 年 5 月 9-10 日共同组织召开：2019 中国西部化工产业发展大会。按照“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本次大会以“安全·环保·高效·节能”为主题，邀请
来自政府主管部门、西部地区行业学/协会、行业顶级专家学者，紧扣新形势，详细解读西
部化工产业发展政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化工产业发展方向等。推动我国特别是西部石化
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产能结构、提质降耗、节能减排、保障安全、增加有效供给，更
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同时充分发挥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特殊区位优势，推动西部石化产业“走出去”，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形
成西部石化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并同期举办“2019 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览会”（简称：西部化工展）。实现会与展完
美结合，引领行业风向。
一、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办单位：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

重庆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重庆市化工节能与防腐蚀技术协会
中国西部国际化工展组委会
联合主办：云南省化学化工学会

陕西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甘肃省化学会
承办单位：重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5 月 9-10 日（5 月 8 日全天报到）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
三、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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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化工行业绿色与安全发展的政策；
2．石化产业政策的分析；
3．一带一路战略对西部化工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4．西部化工产业发展态势及对策；
5．创新驱动·西部石化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6．新技术、新产品推介；
7．典型企业发展案例；
专题研讨：科技创新·安全驱动化工产业发展-化工安全生产专题研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化工环保专题研讨
主题活动：ICIE WEST 2019 供需采购对接会
四、日程安排（最终日程以会议现场为准）
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00 起会务组全天接受参会报到
会议现场报到地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
酒店报到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两港大道 258 号（维也纳国际酒店）
开幕式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15-10：0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现场大会中心
9：15-9：45

参会代表入场
开幕仪式

9：45-9：55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领导致开幕词

09：55-10：00

开幕剪彩
领导巡馆（10：00-10：30）
主题报告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30-12：0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现场大会中心
10：30-10：50

中国化工行业绿色与安全发展的政策

10：50-11：10

石化产业政策的分析

11：10-11：30

一带一路战略对西部化工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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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15

西部化工产业发展态势及对策
午餐及现场参观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15-13：45
论坛报告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13：45-16：0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现场大会中心
13：45-14：05

创新驱动·西部石化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14：05-15：20

典型企业发展案例

15：20-15：30

茶歇

15：30-16：00

新技术、新产品推介

16：00-16：30

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交流
化工安全生产专题研讨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09：30-11：5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现场大会中心
9：00-10：00

科技创新·安全驱动化工产业发展

10：00-10：30

强化安全培训·保障安全生产

10：30-10：40

茶歇

10：40-11：00

重大化工安全事故预防系统管理

11：00-11：30

化学品安全防范和应急救援措施

11：30-12：00

待定
午餐及现场参观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中午 11：50-13：30
化工节能环保专题研讨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3：30-16：0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现场大会中心
13：30-14：0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4：00-14：20

绿色化工·智绘未来

14：20-14：40

科学环保利用化工“三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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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绿色环保化工材料及其应用

15：00-15：10

茶歇

15：10-15：30

节能环保带动石化产融结合释放巨大潜能

15：30-16：00

让环境更安全—化工产业的绿色理念

16：00-16：30

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交流

大会主题活动：ICIE WEST 2019 供需采购对接会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悦来）北区 N8 馆现场活动中心
10：00-11：00

化工专场供需对接会

11：00-12：00

医药及食品专场供需对接会

五、大会出席嘉宾（拟）
中科院院士、甘肃省化学会理事长

刘维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常纪文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领导
重庆市人民政府会展办公室领导
原重庆市化学工业管理局局长

安传礼

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部副主任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石油化工处副处长
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局局长

王孝峰

龚华俊
余河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保护处高级工程师

郑坚

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四川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
云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

曾中全

刘仁龙

胡常伟

李维育

陕西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秘书长、陕西省石化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
贵州省化学工业协会秘书长

金刚

重庆市化工节能与防腐蚀技术协会理事长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副总裁

王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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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珠

赵景峰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和兴

重庆华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赵风轩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陆相东
李旭初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重庆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刘国强

全学军

重庆市化研院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进

重庆安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电气防爆检测室主任

邓永林

重庆市化工节能与防腐蚀技术协会安全评审专家组组长、高级工程师

蒲兴元

六、参会对象及规模：
（一）参会人员：西部地区化工主管部门；西部地区行业学/协会负责人；行业专家、
学者、科研机构、高校、媒体机构；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含页岩气）、煤化工、生物化
学、医药、食品、饲料、农药化肥、染料、涂料等生产企业；新型装备制造以及环境保护、
污水处理工程公司、大型化工企事业单位和化工园区、贸易商等。
（二）大会规模：500 人
七、收费标准
会议费 1000 元/人，团体 3 人以上 800 元/位（包含注册费、资料费、中午午餐费（工
作餐）、场地费、参观费及纪念品等，不含接站），另每家参会单位可享 300 字以内企业介
绍推荐特权，组委会将统一整理刊登至展会会刊并对外发放。住宿：组委会将统一安排住宿
酒店，费用自理。西部八省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新疆、甘肃、内蒙古）化
工行业学会/协会会员单位会议费统一按 800 元/人收取。
八、承办及执行单位
重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亚太路 1 号亚太商谷 5 栋 26 楼
联系人：陈艺文
联系电话：023-88125881

17388214558

邮箱：iciewest@163.com
大会官网：www.ici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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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西部化工产业发展大会参会回执单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主营产品
参会代表姓名

住宿要求

职务

手机

组委会是否为参会预订酒店房间：□是
房间标准：□单人间

费用总额

邮箱

仟

佰

□标准间

拾

□否
□其它

元整

小写

￥

签字
（盖章）
您可在下表中推荐您所感兴趣的企业名称或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力为您邀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付 款：请您在汇款后将汇款底单：传真至 023-62765720 或
邮件 iciewest@163.com,款到后我们将邮寄正式发票，也可以
1000 元/位，3 人以上（含 3 人）：800 元/位。 参会时现场索要发票。
收费标准：

西部八省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
新疆、甘肃、内蒙古）化工行业学会/协会会
员单位：800 元/位。

帐 户：重庆国展展览有限公司
帐 号：500114012018000053318
开户行：交通银行重庆南岸支行

注意事项
1. 请您在付款后将汇款底单：传真至 023-62765720 或邮件 iciewest@163.com,款到后我们将邮寄正式发票。
2. 我们在会议前一周左右给您发出最终参会确认函，确认住宿事宜，如果届时没有收到，请联系我们。
3. 针对本次大会的赞助事宜和广告投放方案，请拨打热线：023-8812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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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8214558 陈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