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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国际新型煤化工

战略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代新型煤化工是我国石化领域的一大亮点，产业规模和技术

水平均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无论从国家安全角度，还是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煤炭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角度，煤化工的发展都有意
义，前景和潜力巨大，同时煤化工产业将为相关技术、工程及设备
供应商等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随着全球能源市场油价维持低位状态以及我国“史上最严环保
法”、“水十条”等相关法律、政策的相继出台，煤化工市场一度
进入低潮与观望阶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煤化工市场似乎
又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加之我国正处“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未来新型煤化工产业应如何定位与发展，成套项目应如何规范化、
环保化建设，关键技术应如何选型成为业内企业比较关注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主办的“2015 国际新型煤化
工战略发展论坛”将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23 日在北京召开。在前
两届成功召开的“煤制天然气战略发展（克什克腾）高层论坛”的
基础上，本次会议将全面探讨新型煤化工在资源市场、政策法规、
技术发展、产业经济性等议题，聚焦战略规划及产品链构建，展示
关键技术及配套装备，重新审视现代煤化工的发展，聚焦热点、追
踪趋势、把握商机、寻求出路。欢迎您的参与。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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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效·环保

2015 国际新型煤化工战略发展论坛

2015 年 07 月 22日~23日 中国·北京

（21日报到）

主办单位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承办单位 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全国化工国际展览交流中心

协办单位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支持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国家环保部 国家科技部

石油和化工规划院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赛鼎工程公司 清华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会议议程

大会精彩亮点：
战略、政策、技术、工程、规划、环保——权威专家、领军公司全方位研讨焦点！

重新审视现代煤化工的发展，聚焦热点、追踪趋势、把握商机、寻求出路！

日期 日程安排

7月 21日 全天 大会报到

7月 22日

上午
主题演讲-中国能源战略及现代新型煤化工最新发展政策、
战略规划

下午
主题演讲-新型煤化工经济性分析、产品链构建、工程建设、副产
利用

全天 配套展览：新型煤化工优秀技术、设备、配套供应商展示

7月 23日

上午 主题演讲：新型煤化工关键技术选型、趋势

下午 主题演讲：新型煤化工环保、水处理、配套、趋势

全天 配套展览：新型煤化工优秀技术、设备、配套供应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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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

1、涉及石化、现代新型煤化工、精细化工产业政策制定、管理的资深专家

2、国内外煤化工领域领军专家，企业研发主管以及各大高校高级科研人员

3、煤炭资源区投资高层管理人员

4、新型煤化工相关技术、设备、工程工艺研究院所及相关企业

5、涉及石化、煤化工环保领域相关专家和企业

5、中西部地区战略发展及布局相关部门

6、银行、投资金融机构，规划咨询公司

7、新型煤化工项目业主及上下游配套企业

8、新闻媒体

拟邀主题报告

7月 21日
全天报到

7月 22日 上午

主题报告——中国能源战略及现代新型煤化工最新发展政策、战略规划
低碳理念指导下的新一代煤化工

——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十三五”我国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规划及趋势分析

——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煤化工项目环保及环评重点关注及其研究

—— 待定

新《环保法》下煤化工产业发展思路

——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待定

煤炭深加工：多联产高附加值发展路径

——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大型现代煤化工项目的环保经验

—— 内蒙古大唐国际克旗煤制气有限公司/兖矿集团/中海油大同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清洁化、高效化、园区化对策思考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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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 下午

主题报告——新型煤化工经济性分析、产品链构建、工程建设、副产利用
煤制芳烃成套技术、装置及工程项目经验分享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醇制烯烃示范项目进展

——待定

煤制乙二醇经济性分析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煤制烯烃下游精细化发展路径

——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新型高效甲醇制丙烯（MTP）催化剂的开发与工业应用

—— 大唐国际化工技术研究院

7月 23日 上午

主题报告：新型煤化工关键技术选型、趋势

科林 CCG粉煤气化技术优势与应用
—— 德国科林工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两段式干煤粉加压气化技术的研发与工业化应用

—— 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

新型水煤浆气化技术在煤化工领域的应用

—— 华东理工大学洁净煤技术研究所

工业有机废水的资源化清洁利用技术——多元料浆气化技术新发展

—— 西北化工研究院

BGL加压熔渣气化及低阶煤提质技术介绍
—— 德国泽玛克清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低阶煤利用及煤气化新工艺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甲烷化技术国产化及应用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托普索 TREMP TM甲烷化工艺介绍

——托普索公司

甲烷化催化剂及工艺技术在煤制天然气项目中的应用

——庄信万丰公司

SGMP煤制天然气甲烷化技术开发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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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气深度净化机多功能净化技术进展

——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月 23日 下午

主题报告：新型煤化工环保、水处理、配套、趋势

工程建设环保化设计助力新型煤化工的发展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零排放 助推煤化工产业发展——大唐多伦煤制烯烃污水处理站工程实例
——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

航征阀门在煤化工苛刻工况中的应用

—— 北京航天长征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煤化工行业全环境集成服务

—— 上海达源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煤化工废水全流程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应用

—— 北京国电富通科技有限公司

平板MBR及危险废物处置技术在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清大国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E煤化工水处理技术现状及应用创新

——待定

煤化工 RO浓水回收新思路

——杭州英普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拟邀主题及装备、技术展示

气化与水处理技术及煤化工工程应用/艾斯本化工流程模拟技术与解决方案

SAP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普莱克斯空分技术助力煤化工项目发展

硫回收与烟气脱硫脱硝的创新解决思路

煤化工节水与节能降耗技术

煤化工固体废弃物的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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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委会联系人
王艳丽 010-64433927 13717663872 cncicwyl@126.com

参会费用

参会人数 2015年 6月 30日（含）前汇款 2015年 6月 30日后缴费

1人 3300元/人 3500元/人

同企业 3人（含）以上参加 3000元/人 3300元/人
注：注册费中不包含交通、住宿费用；费用包含：参会费、资料费、餐饮费、考察参观费用。

参会回执
王艳丽 010-64433927 13717663872 cncicwyl@126.com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联系地址 邮编

E-mail

住宿预定 □不需要
□需要：□可合住 □标准间 间 □大床 间

□其他要求

注册费
2015年 6月 30日（含）前汇款 3300元/人（同企业 3人及以上参加 3000元/人）

2015年 6月 30日后缴费 3500元/人（同企业 3人及以上参加 3300元/人）

交 费
□汇款（ ）元

□现场缴纳
其他要求

□我要赞助 □我要演讲 □刊登广告

汇款方式
户 名：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开户行：工行北京化信支行

账 号：0200 2282 1902 0180 864 请注明：2015煤化工会

代表姓名
职 务 /
职称

电 话 /
手机

邮箱

代表姓名
职 务 /
职称

电 话 /
手机

邮箱

代表姓名
职 务 /
职称

电 话 /
手机

邮箱

大会赞助方案—诚征会议合作及赞助发言或展览，欢迎致电组委会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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