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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概况

● 大会时间：2021 年 6 月 23-24 日

● 大会地点：中国·上海绿地国际会议中心

● 大会主题：加速转型升级推动石油化工产业复苏和发展 , 
            实现‘双循环’下的供应链与采购管理创新”

● 参会人数：589 人

● 精选展商：40 家



CSOPPE 2021 采购峰会精彩回顾

-全体大会嘉宾

- 小组讨论嘉宾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

采购部 副总经理

孙松泉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副会长 

石永红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副理事长，教授级高工，

享受国务院政 府津贴专家 

郑建华

阿美亚洲

采购总监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郝德龙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

工程与制造亚洲国际供应链平台总经理

李雅儿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大中华区运营采购总经理

冯喆

阿科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物资和服务采购亚太区总监

TfS亚洲轮值主席

杨华宁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资装备部总经理 

钱兆刚

英国派特法石油工程公司 

首席代表 

姜军炎

巴斯夫 

亚太区工程设备采购总监 

郭华军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亚太及欧洲区

项目采购高级经理 

俞飚

赢创 

亚太区采购总监 

王仁隆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中心主任 

王俊会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总监 

刘卫华

印度拉森特博洛有限公司 

供应链采购管理总经理 

迪拜克辛地



- 小组讨论嘉宾

-国际 EPC 采购专场嘉宾

-国内采购专场嘉宾

林德工程 

亚太区项目和施工执行总监 

朱宏海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执行总经理 

吴永亮

英力士 

中国区采购总监 

杨菁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济师、采买部部长 

张晓峰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部副主任 

付开一

国际质量管理专家  

壳牌 

原采购部技术质量经理 

邢飞

美国基威特 

亚太区采购与质量经理 

孟昭铭

Wood  

中国区采购总监

任晓峰

韩国 SK 

建设株式会社上海采购中心 

总经理 

李泽寿

印度拉森特博洛有限公司 

供应链采购管理总经理 

迪拜克辛地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 

国际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总工 

黄俊斌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

采购部 副总经理

孙松泉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有限公司 

国际项目管理采购中心经理 

赖宸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专家 

招标办高级项目经理 

孟庆嘉

上海神开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井口产品总工程师 

金祖国

- 分论坛一主持嘉宾

-碳中和、新能源、新材料专场嘉宾

- 一带一路项目专场嘉宾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亚太及欧洲区

项目采购高级经理 

俞飚

北京市燃气集团研究院 

副院长 

白俊

林德工程 

亚太区项目和施工执行总监 

朱宏海

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管道专家

全国管路附件及阀门标委会 委员 

中国流体机械工程学会 委员 

林晖

上海氢枫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姜方

DNV能源系统 

再生能源认证中国区经理  

赵国彬

委内瑞拉 VEPICA 公司

中国国家经理 

李超

环球工业信息资源公司 

中国区市场经理 

张欧



环球工业信息资源公司 

中国区市场经理 

张欧

美国石油学会  

首席代表  

高洁

国际质量管理专家 

壳牌 

原采购部技术质量经理 

邢飞

印度拉森特博洛有限公司 

质量经理 

Sumir Sundaram

- 质量与检验专场嘉宾

-SMIC 采购专场嘉宾

-分论坛二主持嘉宾

今实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全球采购经理 

王良平

国民油井华高 

供应链经理 

兰彦红

赫励(Heinse)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李礼

Livent 

中国区设备采购经理

刘加明

帝泰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海工采购经理 

卢建春

Jian Guo

挪威国家能源商会 

中国区 

总裁 

郭建



- 模块化专场嘉宾

-物流专场嘉宾

-数字化与云库存嘉宾

全球采购俱乐部

创始人

主席 

陈明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室副主任 

刘东华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模块室主任 

洪涛

森松集团（中国） 

模块销售总监 

邹雨

启东中远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北极 LNG-2 项目副总监 

林青

贝克休斯 

中国采购运营和供应链总监 

屠碧珺

中国外运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全球工程物流事业部 

总经理助理 

李佳

原惠生工程(中国) 有限公司 

采购部 技术副总监 

严曙



东方尚能咨询机构(Topco) 

中东总经理 

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 

执行主席(培训师)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原采购部 过程质量管理总监

Lalit K. Dhamija

埃及 Enppi 石油公司 

采购副总经理 

Sherif Abo Elgheit 博士

- 采购培训专场–线上嘉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伊朗北阿扎德干项目采购总监

Niloofar Shelt

Moglix 公司  

企业商务总监  

Sid Dhamija    



小组讨论专场



嘉宾现场演讲风采



嘉宾现场演讲风采



嘉宾现场演讲风采



嘉宾现场演讲风采



589 260 284 45

参会代表构成



CSOPPE 2021 同期展会精彩回顾

    位

专业观众

   个

国家和地区

   家

精品展商

   
展出面积

1,580 20 402,000





CSSOPE 答谢晚宴  



“感谢 CSSOPE 邀请阿美参与，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 阿美亚洲 采购总监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Abdulrahman M. Al Hatlan

“祝贺采购峰会圆满成功，感谢主办方 Topco 的精心策划与组织，收获颇多，期待明年再次参加 。”

—— 韩国 SK 建设株式会社 上海采购中心 总经理  李泽寿 

“Topco 成功组织的 CSSOPE 展会上伍德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了解到很多的优秀的供方，伍德工程在此盛会中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在此感谢 Topco 团队付出的辛劳！”

—— Wood 中国 中国地区采购总监 任晓峰 

“很高兴作为发言人和小组讨论成员参加。本次大会是为国际公司的采购主管、采购经理、采购商、贸易商和

EPC 承包商结实优质供应商的活动。祝贺所有参与者的精彩参与。明年见。”

—— 印度拉森特博洛有限公司  供应链采购管理总经理 迪拜克辛地 

“非常感谢您和您的团队精心组织本次 CSSOPE 2021，给我们搭建供需双方平台，也让我们有机会向业界大咖

学习和取经。”

—— 林德亚太工程有限公司全球采购中心 品类管理部主管 方赛萍

“感谢 CSSOPE 组织者 TOPCO 给予的机会，恭喜大会圆满成功！”

—— 上海森永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魏明利

“感谢组委会的专业策划，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精控阀门顾总的美言好酒，我们有相聚缘份，大家都是行业

精英，共同奋斗！”

——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业务中心总经理  董志武 

“一如既往，大会组织得非常好，祝贺！明年我们将和 CSSOPE 一起共同更加迅速地成长。”

—— 上海明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总监 Alejandro Gamez 

参会嘉宾评价



会后参观

CSSOPE 采购团参观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



媒体报道



特别鸣谢

美国石油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挪威国家能源商会

阿科玛中国

阿美亚洲

巴斯夫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燃气集团研究院

贝克休斯

中国国际水利电力新加坡公司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南京工程公司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帝泰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工程与制造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国民油井华高

韩国SK建设株式会社上海采购中心

赫励(Heinse)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环球工业信息资源有限公司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今实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壳牌

林德亚太工程有限公司

美国基威特

启东中远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全球采购俱乐部

森松集团（中国）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上海氢枫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内瑞拉VEPICA 公司

印度拉森特博洛有限公司

英国派特法石油工程公司

英力士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赢创

原惠生工程(中国) 有限公司

知名国际采购供应链专家

埃及Enppi石油公司

东方尚能咨询机构(Topco)/英国皇家采

购与供应学会/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伊朗北阿扎德

干项目

DNV能源系统

GE 贝克休斯

澳大利亚力拓矿业集团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必和必拓中国公司

博莱克威奇（北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徳玖山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德国汉高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杜邦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福维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亨斯迈集团

华尔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优欧辟

江苏启东吕四港开发区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乐天城建设（北京）有限公司

力拓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鹿岛建设 (中国)有限公司

迈克德莫特上海

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庆达西（宁波）钢构制造有限公司

日立Zosen Inova (HZI)

三菱化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三星工程建设（上海）有限公司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工程公司

上海惠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柏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斯泰潘（南京）化学有限公司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渤化物产股份有限公司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西萨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意大利泰克尼蒙特工程公司

钟化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西安质泰科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

沧州伟浩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海乾威钢管有限公司

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多维艾斯特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隆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阀毕威阀门有限公司

飞潮（无锡）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风凯换热器制造（常州）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辅机有限公司 /杭州国能汽轮工程有限公司

合伯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湖南苏普锐油气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建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圣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凯睿达粉体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明迈防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坤远紧固件有限公司

飒格技术

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高创电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明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唐工纺防护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云白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思德邦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港富瑞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钢业有限公司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岩石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中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百事保（青岛）包装有限公司

宝丰钢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过程装备分公司

德国索埃勒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飞挺管道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分

公司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寰宇义嘉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江苏圣泰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长河智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华昌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江阴中南重工有限公司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蓝谷真格（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诺欧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管家营法兰锻造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威能检验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冠泰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圣博莱阀门有限公司

泰瑞能源设备与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希格瑞进出口公司/新景程集团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寰宇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胜达过滤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贝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扬州华展管件有限公司

扬州龙川钢管有限公司

扬子竣业过程装备分公司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智己汽车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泵阀商情》

科胜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南通中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游周报

中国化工报

佐敦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昆仑数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努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金盟进出口有限公司 

威海石岛重工有限公司 

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午后化工有限公司 

庞贝捷涂料（昆山）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历史回顾 (CSSOPE 2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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