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化工编委会文件  
鲁化信编字[2023]01 号 

 

关于召开山东化工编委会 2023 年会 

暨（第 12 届）中国化工产学研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位编委: 

    为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

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石油和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和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青岛科技大学、广饶县人民政府

拟定于 2023 年 6 月 13～15 日在广饶举办山东化工编委会 2023 年会暨（第

12 届）中国化工产学研高峰论坛。 

    论坛将深挖行业热点，聚焦产业核心，围绕产业政策、行业运行、科技

创新、绿色发展、智能制造、安全环保等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各方

面专家的智慧与洞见，探讨行业发展的新对策、新思路、新趋势、新机遇，

同享科研成果和前沿技术，促进行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

向不断迈进。 

    山东化工年度精英人物发布、山东化工发展潜力指数 TOP50 企业发布、

山东省化工情报信息协会一届四次会议将同期举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接送站 

    时间：2023年 6 月 13～15 日，13 日报到。《山东化工》编委证书颁发

仪式安排在 14 日，15 日上午安排编委进行项目路演和成果推介，15日下午

离会。 

    地点：广饶宇通尊悦国际饭店（山东广饶民安路 67 号） 

    接站：东营胜利机场、临淄北站、青州市火车站 13 日 9:00-18:00安排

接站 



    送站：15 日 13:00 集中送站     

    二．参会对象 

    《山东化工》编委、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协会领导，知名专家，企业总

裁、总工，高校校长、院长、系主任，科研院(所)长，重点实验室主任，工

程设计、规划咨询、评价机构总监，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产学

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管委会主任，以及化工企事业单位的环保、生产、安全、

研发、物流、信息化负责人、化工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负责人，投融资、宣

传媒体等。 

    三．会议内容  

    （一）宏观报告 

    对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前景展望；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政策解读。 

    （二）主旨报告 

    邀请“985”“211”高等院校、化工科研设计院所、知名企业的权威专

家围绕安全生产与环保、绿色化工技术及科技创新、智能化与数字化场景、

化工园区发展及管理、科技服务与技术应用、新装备新产品等领域作专题报

告。 

    （三）项目优秀案例展示 

    分享成熟的应用案例，充分发挥信息引导与示范引领作用，以应用促创

新。 

    （四）山东化工年度精英人物发布 

    （五）山东化工发展潜力指数 TOP50 企业发布 

    （六）山东省化工情报信息协会一届四次会议 

    （七）展览展示 



    石油和化工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采用展台展示、图片展览、多媒体播放、

会刊图文等多种形式进行介绍和宣传。 

    （八）信息交流 

    面对面圆桌会，切磋学习，信息共享，互谈交友，交流互鉴，创新提高。 

    （九）参观学习 

    四．收费标准 

    1.参会费：会前汇款：2500 元/人，现场缴费：2800 元/人。参会费用

包括大会资料、参观考察、餐饮。 

    2.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请将汇款回执单与参会回执表一并 Email 至组委会。 

     

 

附件： 

  1、往届部分参会名录 

  2、大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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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往届参会名录（部分）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山东省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

行动办公室 

山东省技术服务市场管理服务中心 

杜邦可持续解决方案事业部 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台塑集团 

山东省焦化行业协会 山东省橡胶工业协会 山东省涂料工业协会 

山东省石油化工设备管理协会 山东省农药工业协会 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 

山东省氯碱行业协会 山东省化肥工业协会 山东省高端化工促进会 

青岛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西北大学 新疆大学 

兰州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青岛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湖南化工研究院 广西化工研究院 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 

湖北省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 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青科大鲁中安全环保工程与材料研究院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 河南省化工研究所 

辽宁省化工规划设计院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设计研究院 

陕西省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 江西省化工研究所 鲁南煤化工研究院 

重庆化工研究院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济宁市化工设计院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 鲁西集团 

滨化集团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 青岛海湾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东岳集团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 玲珑集团 

山东清源集团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 山东开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 山东荣信集团 兖矿化工有限公司 

利华益集团 瑞星集团 山东鸿达集团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 山东清沂山石化 山东金岭集团 

万通海欣控股集团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山东垦利石化集团 

山东潍焦控股集团 三角集团 双星集团 

山东炼化能源集团 山东联盟化工集团 大地盐化集团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红海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金河实业集团 山东新龙集团 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宏业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 齐成控股集团 

东营华泰化工集团 正和集团 山东齐旺达集团 

金沂蒙集团 山东鲁泰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阳光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 

山东泰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鸿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迪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 山东神工化工集团 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润丰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顺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辰信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斯递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联泓新材料有限公司 

临沂市三丰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尚舜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元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众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漆业有限公司 

莱芜市泰山焦化有限公司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多氟多化工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 辽阳恒业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 平安财险 中化能源 

上海华谊 北京万方数据 同方知网（北京） 

青岛金海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欣格瑞（山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益丰生化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思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 山东青科环境科技 青岛伊科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琛略企业管理咨询 上海法登阀门 泰安市天正检测中心 

无锡米多智能技术 杭州天创环境 河北洲际重工 

淄博真空设备厂 淄博三田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亿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思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豪迈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密友机械有限公司 枣庄市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邯郸市奥博水处理 

温州月盛不锈钢 伊勉特（上海）环境 朗铎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 淄博高青县化工产业园 沂源县化工产业园 

大英县投资促进局 烟台化学工业园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汶上县化工园区 山东邹城工业园区 山东阳信经济开发区 

德州贝诺风力机械设备 南京佑天金属 山东易阳石化节能装备 

…… …… …… 



附件 2  

论坛会议回执表 
 

单位名称 
 

 

代表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代表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代表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代表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地    址  Email  

住宿人数  入住日期 月   日 离会日期 月   日 

住宿要求 标间□    大床□    住宿标准：299元/间/天 

接站信息 需要□ 不需要□ 接站地点 

临淄北站 □(非淄博站) 

青州市火车站 □ 

东营胜利机场 □ 

车次及 

到站时间 
 

会 务 费  

付款方式 银行电汇□    现场交纳□ 

发票项目 会务费□   资料费□   信息服务费□  

咨询费□   培训费□       服务费□   

其它要求 

□大会冠名    □大会协办   □大会报告   □视频播放   □展台展示    □展板展示 

□展架摆放    □胸牌赞助   □资料发放   □会刊广告   □礼品赞助    □其它合作 

□项目信息在会刊免费刊登(请发 Word版) 

如欲大会发

言，请填写

题目 

 

 

如开增专发

票，请写全

开票信息 

 

 

 

 

 

汇款方式 

户  名 山东省化工情报信息协会 

开户行 建设银行济南文化东路支行 

帐  号 37050161880200000222 

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济南市文化东路 80号(250014)    www.chem.net.cn    传真:(0531)86399186 

联系人:  李海静   王健   电话:0531-86399980 86399950   

Email: dhg@sdchem.net  wj@sdchem.net   

http://www.sdchem.net/
mailto:dhg@sdchem.net
mailto:wj@sdchem.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