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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5 期（总第 38 期）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秘书处编 2012 年 9 月

【聚焦石博会】

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组委会

召开第二次筹备工作会议

8 月 30 日上午，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组委会第二次筹备工作

会议在宁波和丰花园酒店召开。出席筹备工作会议的有：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赵俊贵、宁波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丁海滨、宁波市贸促会会长顾正

为、副会长陈忆戎、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继刚、宁波石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大榭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以及宁波

石化博览会组委会成员与相关工作班子成员等 30 余人。

会议主要内容：

一、宁波市贸促会副会长、宁波石化博览会组委会秘书长陈忆戎，通报前一

阶段筹备工作情况；

二、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副会长、宁波石博会组委会秘书长刘继刚介绍

展览项目与招展招商进展情况；

三、赵俊贵副会长、丁海滨副秘书长分别做重要讲话。两位领导着重强调：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办好宁波石化博览会；要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切

实抓好宁波石化博览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化贸秘）

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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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召开新闻通报会

8 月 30 日下午，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新闻通报会在宁波和丰

花园酒店召开。出席新闻通报会的有：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俊

贵、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继刚、宁波市贸促会会长顾正为、

副会长陈忆戎、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会长席伟达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新华社浙江分社、中国化工报、人民政协报、宁波报业集团、宁波电视台、

宁波电台等 20 余家新闻媒体参加了通报会。

新闻通报会的主要内容有：

一 、赵俊贵副会长介绍举办宁波石化博览会的目的意义与宁波石化博览会不

同于其他展览会的四大亮点；

二、顾正为会长通报宁波石化博览会的总体布局与安排，并简要介绍了筹备

工作进展情况；

三、席伟达会长介绍宁波石化产业的概况与宁波石化产业的主要特点。

（化贸秘）

编者按：

由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2 中国（宁波）国

际石化博览会，将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会

为该博览会的执行承办单位之一。根据博览会组委会的安排，我会将涉及 3 号、

4号、5 号、6 号四个馆的招展招商工作，具体为 3个专题展：即 3 号馆的“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原材料交易会（CPRM）暨中国国际石化行业运输、仓储及

包装展”；4号馆、5 号馆的“石油化工装备与技术专题展”；6号馆的“宁波国

际表面处理、电镀、涂料及胶粘剂展”。开在家门口的展会，机会难得，欢迎各

企业踊跃参加。

有意参展的企业请尽快与我会秘书处联系，电话：87367176，传真：

87367176，邮箱：ZHSXS@sina.com，联系人：张华生。

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石油化工

装备与技术专题展邀请函

展览时间：2012 年 11 月 8日-10 日（周四 - 周六）
展览地点：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4 号、5号馆

mailto:ZHSXS@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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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分会等

聚焦中国·长三角石化产业技术升级改造

石油化工装备与技术专题展(CIPE 2012)——作为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

览会的重要专题展，将致力于中国·长三角石化与化工中下游市场及用户需求，

集中展示当前及未来以石油炼制、乙烯加工及精细化工等行业为重点的石化中下

游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革新和应用。服务于区内大型石油炼化厂、大型化

工集团及中小化工企业新建、扩建和技术升级改造等需求。

展会将汇聚海内外顶尖石油化工工程公司、制备企业及系统集成供应商，重

点展示：国家“十二五”石化和化工技术升级重点开发技术；石化、化工工程总

承包服务；石化、化工成套装置及单元设备；成套电气设备及防爆技术；石化流

体机械（泵、阀、管件、密封件等）及传动设备；自动化仪表与控制系统；安全

防护技术及节能环保（水处理、烟气脱硫等）解决方案；新型分子筛材料、催化

剂、助剂和制备新技术等。

展会将重点邀请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集团、巴斯夫、拜耳、

赛科、LG 甬兴、上海华谊集团等在内的区内大型石油炼化厂、综合性化工集团、

石化及化工工程公司和石化设计院行业人士与会参观交流。与此同时，展会将充

分利用长三角重要石化及化工产业集聚地优势，吸引已落户宁波、上海及南京的

诸如大榭石化、台塑、阿克苏诺贝尔、大赛璐化学、三井化工、LG 甬兴、巨化

集团、逸盛石化、海越股份、飞轮造漆等数百家高分子合成材料、基本化工原料、

精细化工、涂料、染料、日化、化肥、医药、农药、油脂化工、橡胶化工领域的

海内外知名企业项目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与会参观交流、采购。

石油化工装备与技术展(CIPE 2012)是您开拓市场、寻找商机、学习交流的

一站式商务平台。我们将以专业、周到、热情的服务助您收获成功！请不要错过！

查询详情，请登录展览官方网站：cipe.cipe-nb.com

（化贸秘）

“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原材料交易会（CPRM）暨中国国

际石化行业运输、仓储及包装展”邀请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与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11 月 8—10 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3 号馆举办“2012 中国（宁波）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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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原材料交易会（CPRM）暨中国国际石化各行业运输、仓储及包装展”，该展

会是“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展会特色

作为石化博览会的重点展会之一，“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原材料

交易会（CPRM）暨中国国际石化行业运输、仓储及包装展”将网罗海内外石化行

业原材料优质供应商，以及为原材料生产和加工提供服务的生产商。充分展示新

材料和新技术，以及国际石化原材料最新动态和技术成果；促进国际国内市场开

拓，加速推进石油和化工原材料的贸易交流。

石化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相关石化行业的多场专题展览展示，同期还

有“第八届海峡两岸石化科技经贸交流大会暨石化产业绿色发展论坛”、“2012

年度全国石油和化工科技工作会暨石化联合会科技奖励授奖大会”，“责任关怀-

储运安全研讨会”、“中国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论坛”、“第四届国际化学品法规

技术峰会暨 2012 亚洲论坛”等近 20 场论坛会议。高端云集，共同探寻石油和化

工行业及配套产业的发展趋势。

2012 年 11 月的宁波，将汇聚来自海内外石油和化工行业两万余名业内

人士，分别来自石油炼化公司、石化工程设计公司、石化研究院、大型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液化天然气化工厂、石油天然气勘探公司、石化园区、以及基本化工

原料、高分子合成材料、医药、建材、纺织、涂料、染料、食品添加剂、日化等

行业的厂商和研发机构，通过参展和论坛会议，实现与潜在客户零距离、面对面

的贸易洽谈。

二、展出主要内容

1、油气与矿产：石油燃料、车用润滑油、专用油品、煤炭及煤炭化学品。

2、有机原料：一般有机原料、液体有机原料、化工中间体、有机硅、天

然油脂、有机金属物化合物、有机醇、羧酸衍生物等。

3、催化剂与助剂：印染助剂、塑料助剂、橡胶助剂、涂料类助剂、水处

理剂、皮革用助剂、表面活性剂、油品添加剂、化肥催化剂、炼油催化剂等。

4、各类石化原材料、辅料、原材料配套生产服务设备仪器等。

5、从事石化行业运输、仓储及包装的国内外企业。

三、参展程序

请贵单位如实填写“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原材料交易会暨中国

国际石化行业运输、仓储及包装展”参展申请表，我会据此安排展位。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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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宁波国际表面处理、电镀、

涂料及胶粘剂专题展邀请函

时间：2012 年 11 月 8-10 日

地点：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6号馆

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

宁波市涂料与涂装行业协会

宁波市电镀行业协会

宁波市胶粘剂及制品行业协会

执行承办单位：宁波江东东博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

《电镀与涂饰》、《慧聪商情广告》、《材料保护》、《电镀与环保》、《电镀与精

饰》、《发现资源-表面处理》、《表面技术》、《现代电镀》、《涂装与电镀》、慧聪表

面处理网、中国涂装采购网、中国环保设备展览网、中国电镀信息网、表面处理

领航网、中国国际表面处理网、中国表面工程信息网、中国电镀网、中国涂装设

备网、华人电镀网、电镀与清洁技术生产网等

◎展会概况

宁波是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拥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如模

具、橡塑、电子家电产品、机械设备、五金制品及工具、灯饰、打火机、文具、

厨具、卫浴、水暖、水表、汽车及零配件等重要的生产基地，拥有众多的产业优

势而享誉世界。这无疑推动了其配套产业表面处理、涂料及胶粘剂行业的迅速发

展。为全面推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新技术,促进表面处理、电镀及涂料、胶粘

剂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传播行业领域最新技术与信息，经 2012 中国（宁波）

国际石化博览会组委会决定，由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宁波市涂料与

涂装行业协会、宁波市电镀行业协会、宁波市胶粘剂及制品行业协会主办、东博

展览公司承办的“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宁波国际表面处理、电

镀、涂料及胶粘剂专题展”将于 2012 年 11 月 8日—10 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6

号馆隆重举行。值得您的期待与参与！

◎参展范围

■抛(喷)丸、喷砂、拉丝、抛光等表面处理设备及表面处理剂；

■电镀设备及辅助设备；

■电镀原材料及添加剂；

■涂装设备和辅助产品: 油漆涂装、粉末涂装、静电涂装、自动化控制系统、

喷房、输送系统、回收系统、超滤系统、往复机、其它相关设备与配件；

■涂料产品:汽车涂料、粉末涂料、防腐蚀涂料、机械涂料、轻工家电涂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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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家具涂料、海洋涂料等；

■热喷涂、转化膜、真空镀膜等设备及工艺；

■胶粘剂产品：水性胶、压敏胶、聚氨酯胶、热熔胶、环氧胶、固化胶、硬化

胶、天然胶、聚酰胺胶、聚碳酸酯、酚醛树脂胶、聚烯烃胶等；

■原材料及化工产品：树脂、溶剂、蜡类、单体、助剂等；

■环保、安全及资源回收设备；清洗装备、废液处理、去除烟尘、通风和空气

污染控制等；

■涂装工程设计、整厂设备及各类型的品质控制和检测仪器及其它服务等。

（化贸秘）

我会两次召开宁波石化博览会专题展

相关行业协会联合互动研讨会

7 月 30 日下午，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国际表面处理、电

镀、涂料及胶粘剂展”相关行业协会联合互动研讨会在我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宁波市涂料协会等 4 位协会秘书长，大家就该专题展联合互动事宜进行了热烈而

认真的讨论，并就招展招商等方面的工作达成共识。

8月 6 日下午，我会邀请宁波市节能协会等 7家相关协会秘书长，召开“2012

石化装备与技术专题展”相关协会联合互动研讨会。研讨会首先由我会张秘书长

介绍了宁波石化博览会石化装备与技术专题展的方案与安排，并通报了目前招展

招商工作的进展情况，然后由相关协会秘书长们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与讨论，

大家出了很多的好主意，一致表示定会好好配合、支持，共同办好在甬举办的首

届“石化博览会”。研讨会开的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化贸秘）

2012 宁波石化博览会推介会在南京成功举办

目前，2012 中国（宁波）国际石化博览会的招展招商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

进行之中。

8月 8日下午，因超强台风“海葵”封道的高速公路刚开通，宁波市贸促会

副会长、宁波石化博览会组委会秘书长陈忆戎，即率宁波市贸促会、宁波化工贸

促会一行 5 人，尾追“海葵”与狂风暴雨同行，赴江苏省南京市举办“宁波石化

博览会”推介会。

8月 9 日上午，推介会在南京市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行。出席推介会的有：



7

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会长杨辉章、南京市贸促会会长尹文、宁波市贸促会副

会长、宁波石化博览会组委会秘书长陈忆戎、副巡视员赵大方、内展部部长王立

新、外展部部长俞成海、我会副会长张华生、宁波东申展览公司负责人以及江苏

省 30 多家重点石化装备企业老总与代表共 60 余人。推介会上，陈忆戎秘书长介

绍了宁波石化产业的现状与“十二五”发展规划并通报了宁波石化博览会的总体

方案，陈秘书长强调：宁波有石化装备企业的宽广市场与商机，殷切期望江苏的

企业积极参与。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杨会长介绍了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的情

况，杨会长指出：全国石化装备企业有 5700 多家，其中江苏省有 700 多家，去

年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产值达 400 多亿元，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是比较强的。南

京市贸促会会长尹文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并概括了宁波石化博览会的四大亮点：

一是立意新颖，二是层次很高，三是内容丰实，四是要素结合好（与产业结合、

与项目结合、与技术结合、与节能减排结合、与创牌结合）。参会的十几位江苏

省重点石化装备企业的老总也作了表态发言，企业家们一致表示：宁波石化博览

会是一个交流、洽谈的好平台，我们一定要积极参与。中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等

企业老总还当场报名参展。会后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杨会长表示：江苏省石

化装备行业将统一组团赴宁波参展。

总之南京推介会开的很成功，起到了宣传宁波石化博览会、促进其招展招

商工作的良好效果。

（化贸秘）

【行业资讯】

2012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暨（第 11 届）

中国国际化工展开幕

9 月 10 日上午，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2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暨（第 11 届）中国国际化工展在天津滨海国际会展

中心隆重开幕。

开幕式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李润生主持。国内外知名企业近

1000 多位代表参加了开幕式。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在致辞中

表示，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

缓，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下行压力。在这困难时期，全球石油和

化工企业要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克时艰。所以这次国际石油大会的主题是“面向

未来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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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们热烈掌声中，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宣布展会正式开幕，

顿时主席台两边升起了数米高的金色礼花。

我市有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4 家单位参展，参展面积达 100 多平方米。

（化贸秘）

宁波市贸促会召开支会秘书长工作会议

9 月 18 日下午，宁波市贸促会支会秘书长工作会议，在宁波和丰花园酒店

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贸促会付巡视员、秘书长赵大方，国际联络会务部部长

徐威东及各县、市、区、行业支会秘书长等近 20 人。会议由徐威东部长主持。

会议主要内容：

一、各支会汇报、交流今年 3 季度工作；

二、赵秘书长布置下阶段主要工作并对支会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化贸秘）

【会员之窗】

成立于 2001 年的宁波市求是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镇海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

区，占地面积 22600 多平方米，是由宁波大榭开发区东海化工有限公司转制后与

台商、美商合资的中外合资企业。

“求是”是浙大的校风，宁波市求是化工有限公司遵循求是精神，脚踏实地制

造高品质的产品，服务于社会与客户。

公司主要生产：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品及新一代抗菌药左旋氧氟沙星的中间

体 L-氨基丙醇。具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及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手段，生产技术国内

领先，产品质量满足国内外客商的要求。同时专业生产氨基醇系列产品多年，出

口到欧、美及东南亚国家，产品质量受到国内外客商的首肯和青睐。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主要负责人八十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有近二十

年的新产品研发及生产管理的经验，同时公司还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0 余人。

“质量、服务第一”是该企业的宗旨。

（化贸秘）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