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topco event

会前培训＋高端峰会＋精品展览＋商务交流

优化战略采购应对油价暴跌 
高效供应链管理降低成本风险

2015 5 26 - 27      

 江苏石化装备协会

www.petroequipsourcing.com

Beijing Highland Exhibition Co., Ltd.
北京海藍立方展覽有限公司



采购商来自： 供应商来自：
曾参与大会和采购商成功对接的优秀供应商包括：苏州道森、

烟台杰瑞、山东科瑞、胜利高原、卡麦龙阀门、纽威阀门、方

正阀门、开维喜阀门、圣博莱阀门、超达阀门、五洲阀门、凯

斯通阀门、泰朗钢管、久立、张化机、精控阀门、维萨阀门、

思达德阀门、江阴中南重工、宏润重工、中国船舶重工、太

重、TSC、康明斯、沙钢、航天石化、四川精控、威马泵业、
金盾集团、圣泉化工、浙江中控、永盛仪表、Techflow、
GE、NOV、浙江福瑞科、西门子、鞍钢、江苏沙钢三中、格
洛斯无缝钢管、远洋不锈钢、众山特钢、南京钢铁、润邦金

属、苏州制氧机、济柴、贝色特材、豪特耐管道、凯瑞管件、

辽河管件、华阳管件、中油天宝、蓝科电气、良精集团、舒卡

机床、山特维克、中瑞邦络克管道、华通管道、株洲西迪、亚

星锚链、瑞达力钢绳、力福汀钢绳、宝鸡航天动力泵业、中益

德石油燃气设备、冠力法兰、九环机械、神州广安、威含德、

奥特电气、道克怀斯、敦豪、中外运、思锐物流、中创物流、

大连中远、STS物流、百运达、陕西威能、西安未来、南通永
大、大连华锐、必维、TüV、DNV、API、IBM、 CCS等，无
论是作为展商、大会赞助商，还是作为参会代表，都满载而

归，很多企业了解到入网渠道，成功加入国际石油化工公司合

格供应商行列，或在大会现场直接拿到采购订单。

“一对一” 高层对话
最新设备

中国石油化工装备采购国际峰会暨展览会（CSSOPE）是石油
化工装备采购领域的高规格、高水准的国际经贸大会及展会。

在原油暴跌的背景下探讨本土以及跨国企业的采购框架的变化

以及最前瞻的采购战略。众多出色的演讲嘉宾和采购专家将分

享供应链管理的真知灼见、解决案例及采购经验、订单计划和

采购需求，探讨在原油看跌和消费缩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优

化供应链管理提升投资回报和利润，抓住新的机遇。大会以其

独特的视野、精辟的见解与深度的剖析，吸引了石油天然气和

化工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发展为名副

其实的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基地与全球采购中心。



－保险和风险管理公司

－银行 / 金融租赁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其他

 
物探装备、测井仪器、录井仪器、石油管材、油田化学品、油

田工程技术服务、钻机、泥浆泵、管汇、防喷器、固井、酸

化、压裂设备、修井设备、采油采气设备、钻头、钻井工具、

试采工具、动力设备、多相流量计、海洋平台钻机、海洋平

台、海工钢结构模块、水下井口设备、钢丝绳及吊装索具、锚

链、海洋平台钢/钢格板、海洋平台吊机；

 
压力容器、反应设备、塔器、换热器、烟气物机、泵、压缩

机、制冷、空调设备、锅炉及配件、汽轮机、燃汽轮机、发动

机、过滤设备、分离设备；

 
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低温设备、阀门与执行器、密封材料、

流量计与盲板、钢材、钢管、不锈钢、玻璃钢及柔性复合管、

管件、法兰及配件、工程机械、焊接、电缆、电力电工、通信

设备、仪器仪表、气体探测器、安全/健康、溢油应急设备、

防爆电机及防爆电器、防腐绝热保温材料、运输设备、加油站

设备、环保设备；

 
行业组织、协会、电子商务、工程物流、检测认证、银行、法

律、保险、金融租赁、进出口、咨询、认证、代理等。

展品范围:

－设备贸易商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工程物流与运输公司

－服务、培训及认证机构 / 组织

－各大油气国驻华使馆

采购执行、资产管理、工程物流、采购与合同、供应商管理、计划与协调、钻机与钻井、供应商绩效管理、

钻井与完井、采购供应链管理、设备监理、质量管理、项目/工程、市场/销售、融资/租赁、法律/财务、能源专家/学者、

政府官员、产业协会成员的总裁 / 副总裁 / 总监 / 主管 / 经理 / 专家

谁应参会：

－油气公司 
－石化 / 化工企业
－油田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工程建设承包商（EPC）
－设备制造与供应商

－石油装备基地及工业园区

－安全、节能与环保

－政府主管机构

－行业协会 / 学会 

－能源研究机构



主要内容：

   -  中国采购培训课程、中国采购高端讲座
   -  缅甸、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
   -  中油管道物装总公司、台湾中油、BP、SABIC、阿美
   -  海工装备、管道、阀门、不锈钢、物流
   -  中国采购联谊招待会、中国采购酒会 、主题午餐、茶歇交流
   -  4000m2，超过100家展商展出最新石油天然气与化工装备、定向邀请1000余名专业观众参观

为何参与：
 加强交流，学习先进采购理念及供应链管理经验，找到更多优质供应商和最新设备。 

 了解采购巨头的采购流程，结识更多买家，加强宣传，巩固合作，拓展新市场商机。

参与流程：
 填写报名表及采购清单  提交Topco  筛选匹配供应商  Topco预约  

 填写报名表及宣传清单  提交Topco  预约匹配采购商  Topco预约  

媒体支持：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

中国防爆电器行业网中国石油化工信息网管道物资网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分析中国化工采购 中国煤化工

石油石化
物资采购PPMP



拟邀嘉宾（极少部分待定）

－英国阀门执行器协会 阀门专家  Barrie Kirkman  
－美国波士顿国际战略公司 总裁  David Jacoby       
－美国石油学会 首席代表  李国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常务副主任  王大勇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主席团主席、名誉会长  隋永滨 
－中国石油和石化设备工业协会 首席顾问  赵志明
－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 会长  杨辉章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采购部工程师  黄全贤
－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 北京代表处副首席代表  伊万诺夫 
－阿根廷YPF 采购经理  Claudio Nicosia Maddaleni
－埃克森美孚 全球采购部供应商发展主管  冯健  
－洛克石油 采办经理  Eddie Flett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北京代表处首代  Richard Morrira 
－东洋工程公司 采购部长  王青山
－巴斯夫中国 大中华区采购中心资深总监  张维琦  
－陶氏化学 中国区采购经理  吴小娟
－赫梯石化技术北京公司 采购经理  吴佳谦   
－克瓦纳 全球采购经理  李钰
－黎巴嫩统一承包国际公司 高级经理  Ford Trevor  
－阿美科工程公司 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赵知明
－斯伦贝谢中国公司 采购经理  范以红    
－马来西亚戴乐集团（北京）公司 总经理  方旻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聖忠    
－台湾泰京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刘继业

－惠生工程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采购部总经理  杨德昌 
－中国昆仑工程公司 采购部主任  付凤琴
－中国石化炼化工程公司  采购部副总经理  孙松泉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公司 亚太采购总监  戚冶文

－温菲尔德公司 副总经理  秦磊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部主任  谢全福 
－万华化学集团 采购部总经理  李立民                
－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 副总工程师  梁龙虎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 战略规划部部长  李雪梅          
－安东石油技术公司 采购主任  任国选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殷学林    
－上海振华重工 副总经理  戴文凯
－上海外高桥 副总经理 海工部部长  陈刚             
－烟台中集来福士 海工设计研究院总经理  滕瑶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福井勤
－沈鼓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戴继双                    
－株洲硬质合金科技公司 副总经理  胡建斌
－方正阀门 总裁  方存正                            
－苏州纽威阀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姚炯
－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曹栋                  
－中国外运大件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向科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树林 
－山东科瑞集团 副总裁 国内销售总经理  佟明翼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秦耀明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裁  訾敬忠
－美国卡麦隆公司 总经理  刘志刚     
－上海开维喜阀门集团 董事长  卓育成  
－江苏中圣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宏新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部装备工业司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法国油气供应商协会      
－西斯国际 执行总监 刘宝红
－国际供应链与生产运营协会中国区代表  姜宏锋

－沙特阿美 亚洲区采购总经理  海屹冉    
－壳牌 战略采购发展部 采购经理  秦海燕
－碧辟（中国）采购及供应链管理总监  Tom Ceynow  
－碧辟（中国）高级采购经理  俞飚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亚太区采购总监  Joshua Chiaw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大中华区采购总监  冯喆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中国首代  Maziar Hojjati          
－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 副总裁  Elishad Nassirov
－英国派特法石油工程公司 中国区首席代表  姜军炎 
－德希尼布 全球采购副总裁  马克 杜瓦尔
－福陆中国 亚太区采购总监  莱米特 巴贾杰   
－马来西亚国油 物资管理主管  Zainul Asri Jusin
－沃利帕森 副总裁  廖沈力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首席代表  Hermanez
－Nabors Drilling 采购总监  Hank Zhang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北京代表处部长  尼古拉茹科夫

－道达尔国际采购办公室 采购经理  Nicolas Lalarme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采购部总经理  林国海   
－中石油物资采购管理部 招标办主任  张恩怀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 采办部副主任  池德峰   
－中国石油 物资采购管理部 处长  刘琨
－中国石化国际事业公司 供应链管理处处长  李静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 采购总监  郑盛
－中海油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管理部总经理  罗幼安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采购副总  刘汝山

－中国海油采办部采购招标中心 服务招标处处长  佘志红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总经理  赵怀岗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 总经理  司马俊            
－中石油长庆油田 设备管理处副处长  李宁会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采购管理部部长  任志忠      
－海油工程国际工程公司 总裁  顾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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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总经理／副总    

■ 总监／部长／经理   

■ 主任专员／助理

往届回顾

“这已经是第四届参会了，今年参加的嘉宾比前三届都多。越来越多的参会

   代表看到了本届会议的价值，在这个会上，可以结交更多朋友。” 

   —— 英国派特法石油工程公司 首席代表  姜军炎

“感谢大会精心设计的日程安排，确实受益良多，希望再次参与。”

   —— 阿美亚洲 采购总经理  海屹冉

“非常感谢大会为我们采购方及生产商搭建了这一交流平台，也感谢每一位参会人员

   的积极参与和寻求共同发展的态度。分享是一种力量，我们相信整合的力量。”

   ——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 总经理  司马俊  

“感谢组织如此专业、信息丰富、广泛参与的大会，很高兴在大会上演讲，

   希望明年再相见。” 

   —— 福陆中国 亚太区采购业务总监  莱米特 巴贾杰

“很高兴有机会能来此和大家分享石油装备采购峰会，听到很多专家和厂家的介绍，

   觉得受益匪浅。”

   —— 沃利帕森中国 副总裁  廖沈力

“我们最主要的挑战，第一，我们不够了解中国；第二，中国的供应商也不够了解

   我们。所以需要有更多的相互了解，参加CSSOPE是很好的交流平台。”
   —— 马来西亚戴乐集团北京公司 总经理  方旻

“很高兴参加如此高质量的大会，感谢你们的邀请，预祝明年大会顺利举办！”

   —— 美国波士顿国际战略公司 总裁  David Jacoby

■ CSSOPE 2011
■ CSSOPE 2012
■ CSSOPE 2013
■ CSSOPE 2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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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认识更多国内的或者亚洲的供应商，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合作。

   大会非常成功，组织得很棒，期待参加CSSOPE 2015。”
   —— 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采购经理  俞飚



CSSOPE部分采购清单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戴乐格石油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寰球工程公司

中化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东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沃利帕森中国

中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中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壳牌中国战略采购部

中石油物资公司（物资采购中心）

克瓦纳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阿美科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阿美亚洲

中化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

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公司）

福陆工程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公司

德克萨斯第一工业有限公司

黎巴嫩统一承包国际公司

赫锑石化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加拿大哈斯基石油作业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石油公司

石油装备、配件

钢管、阀门、井口设备等 

上游油田开发物资装备

项目工程物资

石油上游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行设备、物资、服务

石化、化工领域相关产品

钢结构、设备、管道材料等

油田设备物资

石油设备、管材、炼化设备等

石油天然气项目物资装备产品

石油天然气和炼油化工行业物资

石化物资

阀门，管件，法兰，密封件等MRO物料；管道；建造设备，I／E

钢材、管材管件、泵阀等石油物资

管道，压力容器，石油管材，钻井化工，阀门，电缆...等

石油上游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行设备、物资、服务

钢材、管材管件、泵阀、防腐产品、电力电工设备等

装备物资

 

装备物资

石油天然气项目物资装备产品

石油化工、纺织化纤、煤化工、环境工程、建筑工程等项目工程物资

石油机械／设备／物资

管材及阀门等产品

管件、阀门、耐火材料等

石油天然气项目物资装备产品

钢材、管材管件、泵阀等

压力容器、各种支架、扶手、隔栅、铝制结构，管道，电气仪表，内舾装，

锚用钢丝绳等

油气集输、油气处理、长输管道、海洋工程、石油炼制、石油化工、油气储库等

大型项目物资

重型设备（如换热器，压力容器，塔器，反应器等），钢结构模型，和散装材料

（阀门、管件等）

钢结构、电气仪表散材、电缆、聚氟乙烯、安全设备、建筑装饰、水处理系统、

控制面板、发电机、起吊机、起重机、软管、软管接头 



日程概览

会前一天

5月25日

培训及讲座

招待会

08:00-09:00

09:00-16:00

16:00-17:00

17:00-18:00

18:00-20:00

08:00-08:50

09:00-10:00

10:00-10:30

10:30-11:30

11:30-12:20

12:20-13:30

13:30-14:30

14:30-15:30

15:00-15:30

15:30-17:00

17:00-18:30

08:00-08:50

09:00-11:00

11:00-14:00

14:00-16:00

16:00-17:00

代表签到（所有代表）

中国采购培训课程：提供更多价值的战略采购

招待会签到

中国采购高端讲座：在原油走势疲软中守住底线

采购商之夜——中国采购联谊招待会

代表签到（所有代表）

行业专家首发演讲（国际、国内）

茶歇交流及参观展览

NOC/IOC高层演讲（壳牌、BP、巴斯夫、道达尔，优先安排两场）

专家小组讨论——头脑风暴

主题午餐及参观展览

企业采购专场（福陆、惠生、万华、德希尼布，优先安排两场）

茶歇交流及参观展览

供应商之夜——中国采购酒会 （展区活动及参观展览）

代表签到（所有代表）

分论坛一：采购专场说明会

（地点：展厅会议区 + 展台区）

中油、BP、SABIC、阿美、沃利帕森、

福陆、派特法、德希尼布、中化、

鲁西化工、神华

分论坛二：产品(服务)专场推介会

（地点：展台区）

陕鼓、沈鼓、大明、蓝科、中南重工、

威能、TUV、圣泉化工、浙江中控、

精控、威马、泰朗钢管、久立、张化机

第一天

5月26日

大会及展览

全体大会

第二天

5月27日

大会及展览

分论坛 茶歇交流、参观展览、午餐交流、参观展览

哈斯基、Vepica、中油管道、

中石化石油工程公司、戴乐格、KBR、

中荷赛班、台朔、寰球、昆仑、安东

开维喜、圣博莱、方正、纽威、南钢、

宏润、GE、西门子、ABB、亚星锚链、

豪特耐管道、思锐物流、株洲西迪

参观展览、供采对接

国家采购专场（委内瑞拉国油、马来西亚国油、挪威国油、

阿根廷国油、中石油，优先安排三场）

行业采购专场（海工 / 管道 / 阀门 / 不锈钢 / 煤化工（水处理）/ 物流，

优先安排三场，如外高桥、中油管道、方正、武进、兖矿、陕西煤化工、东华、

榆林天然气化工、DHL等)

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Topco）

电话：010-5863 4346

传真：010-5863 2291

邮箱：topco@topcoevents.com

网址：www.petroequipsourcing.com



2015 5 26 - 27       

中文名称：

联系地址：                                                                                                            网址：

联系人：                                                          座机：                                                               传真：

职务：                                                              邮箱：                                                               手机：

姓名                                  职务                                 座机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2015年2月18日之前收费标准 2015年2月18日之后 

1. 报名费：参会、大会资料、午餐、酒会等，不含住宿和交通费用。
2. 如参会人员较多，表格可复印填写。敬请清楚完整填写本注册表格，全部资料将绝对保密。
3. 大会秘书处收到注册表后将发送确认书并告知汇款账号。

三人（或以上）团体

单位盖章 / 确认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三天（含以下四组活动）   CNY 7,300

  CNY 3,600

  CNY 5,400

  CNY 1,200

  CNY 120

  CNY 8,500

  CNY 4,800

  CNY 6,100

  CNY 1,500

  CNY 150

  CNY 7,300

  CNY 3,500

  CNY 4,880

  CNY 1,000

  CNY100

会前会议

两天大会

交流

参观展览

预定展位

广告费

专场演讲

其他赞助机会

中国采购培训 & 讲座

CSSOPE峰会 – 后两天

中国采购联谊招待会＋中国采购酒会

CSSOPE展览参观 

标摊 

光地（15平米起）

  采购商：采购专场说明会        CNY 30,000（2小时，分论坛） 

  设备商：产品专场推介会        CNY 50,000（2小时，分论坛）             CNY 50,000（半小时，主论坛演讲赞助）

详见更多赞助方案（2月18日前享受八折）

  CNY20,000 （含两个参会名额）

  CNY3,000 /m2 （含四个参会名额）

  CNY 25,000 （含两个参会名额）

  CNY 4,000 /m2 （含四个参会名额）

  会刊内页   CNY 4,880   会刊封二  CNY 15,000            会刊封底   CNY 20,000            易拉宝   CNY 8,000

 Fax: 86-10-58632291    E-mail:  topco@topcoevents.com    Tel: 86-10-58634346 

供应商请填写

宣传清单

采购商请填写

采购清单

  我提供的设备或服务有：

  我想见的采购商有：

  我寻找的设备或服务有：

  我想见的设备商或服务商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