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格斯中国国际石油会议2018
中国在全球原油供需中的角色转变
2018年3月28日-3月29日  |  励骏酒店， 北京王府井

会议概览
2018年阿格斯中国国际石油会议将于3月28-29日再次于北京举办。本
次会议将再次以众多中国独立炼厂、以及国有石油进口企业的参与为亮
点。这是一个将投资者与石油部门决策者联系起来的理想平台。

欧佩克减产协议之后原油供应有所减少，因此也提高了市场价格，尽管
美国生产商继续加大对页岩油的投资，减少进口，并为全球市场释放出
更多的供应。欧佩克减产协议延续的预期将只会为原油市场增加更多
的不确定性。

本次阿格斯中国与全球石油会议也将同时探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创
造的机遇。这一庞大的项目将如何改变原油贸易流动？ 

加入我们，一起聆听领军企业与组织将如何应对市场的这些不确定性
以及潜在的机会与威胁，2018年无疑将是一个具有挑战的年份。

中国(独立炼厂)石油采购联盟
China Petroleum Procurement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fineries

官方合作伙伴

关键亮点
• 一带一路倡议—对有关国家有怎样的影响, 以及投资将如何促进

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维度的经济影响

• 欧佩克减产协议延长—对全球供应和需求的影响，尤其在中国
区域

• 对清洁能源的推动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原油需求？

• 随着美国原油出口的增长, 全球需求能否平衡供应的增长？

• 中国发展世界级炼厂与石化园区的国家级举措 

• 的市场自由化是否会继续增加原油进口商的数量, 进口动态又将
如何演变？

• 独立炼油厂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中国的油气产业格局 

       黄金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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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推荐

  会议的整体呈现超过了我的预
期。很高兴明年再次参加。”
Nicolas Dupuis, CME Group

  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会议，把来
自不同国家的主要市场玩家聚集在了
一起共同探讨许多相关的问题。很期
待参加下一次会议。” 
UNIPEC

参会者组成

阿格斯中国国际石油会议2018

+65 6496 9977 asiaconferences@argusmedia.com www.argusmedia.com/acgo

  会议出席率非常高，小组讨论也很
棒。会议的社交环节非常有帮助。我有很
好的机会与行业朋友和前辈进行充分的交
流。”
Mukul Bapat, Reliance (Global/Singapore) 

  会议有了可喜的
变化，参与者来自众多
企业，会议议题内容也
非常广泛。会议组织的
很好。”
Peter Zhiltson, Trade 
Miss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 in China

 政府、基础建设、服务供应商及其他

 国有炼厂与原油进口企业

 独立炼厂

  原油生产企业与贸易商

阿格斯中国与全球石油大会的增长

  非常棒的会议，演讲嘉宾与参会
代表有充分的互动。” 
Ilya Soldatov, SPIMEX

赞助 
在生产者、消费者、贸易商、加工企业、投资者与金融
机构的众多出席者中提高您的知名度

广泛的赞助及参展套餐可匹配您的多种预算方案，并
将以高价值回报您的投资。

您的赞助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 在会议网站、营销材料、标牌和投影屏幕上显示企

业徽标与链接
• 设立于参会代表登记、社交与享用茶点的多流量

区域内的展台
• 在每个会议坐席上分发宣传资料
• 会议刊物中刊登全彩广告
• 向阿格斯客户订阅刊物中分发的会议广告与通告
• 为您的客户提供多代表通行以及折扣的赞助利率
• 冠名赞助社交活动，如午餐、会议接待与中场茶歇
• 可以与参会代表进行会谈的独立会客室

有关赞助套餐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William Fork
来电咨询 +65 6496 9951
邮件咨询 william.fork@argus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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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08:30-09:15 
会议注册与茶点

09:15-09:20  
阿格斯欢迎辞
Jim Nicholson, Argus高级副总裁,编辑

第一部分: 中国原油需求展望
09:20-09:50 
”一带一路”倡议对与中国经济，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影响
    
09:50-10:20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作用和未来计划

10:20-10:30: 问答环节

10:30-11:00: 自由交流与茶歇

11:00-11:30    
中国在全球供应与需求中的角色改变
Tom Reed, Argus中国石油编辑 

11:30-12:00   
中国第一个原油期货上市的最近进展
Fu Xiao, BOCI Global Commodities (UK) Ltd 商品市场战略部
长

12:00-12:10: 问答环节

12:10-14:00: 商务午餐

14:00-14:30
中国受益于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价差 - 美国原
油进口量在中国的动态和未来趋势
Jeff Kralowetz, Argus业务发展副总裁

14:30-15:00
美国原油进口 - 中国核心供应商景观的变化
王佩，UNIPEC市场战略部副总经理

15:00-15:10: 问答环节

15:10-15:40: 自由交流与茶歇
  
15:40-16:10
中国首个浙江私营大型炼油厂计划
徐津，荣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油品业务总裁

16:10-16:40
中国独立炼厂领域最新发展—作用及如何改变油气产业格局
张留成,山东东明石化集团董事，副总裁 

16:40-17:10
宁波 - 舟山港成为石油和化学品贸易中心

17:10-17:20: 问答环节

17:20-17:30
会议主持致闭幕辞，当日会议结束

17:30-20:00: 鸡尾酒招待会

08:30-09:15
会议注册与茶点

09:15-09:20
阿格斯欢迎辞
Jim Nicholson, Argus高级副总裁,编辑

第二部分: 全球原油展望  
09:20-09:50
OPEC减产—对亚太地区的原油消费者, 尤其是中国, 会有怎
样的影响？

09:50-10:20
世界银行为切断实现巴黎气候协议目标而削减石油和天然气
资金

10:20-10:30: 问答环节

10:30-11:00: 自由交流与茶歇

11:00-11:30
全球原油运输前景—OPEC生产下调延期和美国页岩油产量
增加对原油船运造成巨大影响？
Dong Zhou, Drewry顾问

11:30-12:00
非洲原油市场前景 - 中国在建设非洲能源业务方面的伙伴关
系
Steve Lowden, New Age African Global Energy董事长 
  
12:00-12:10: 问答环节

12:10-14:00: 商务午餐

第三部分:俄罗斯原油市场前景
14:00-14:30
Rosneft 关于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最新进展

14:30-15:00
Gazprom-CNPC谅解备忘录: 探索天然气领域的合作机会

15:00-15:30
美国新制裁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影响 - 是否会妨碍
俄罗斯的原油勘探和生产？
Vyacheslav Mischenko, Argus俄罗斯和前苏联总裁

15:30-15:45: 问答环节

15:45-16:15: 自由交流与茶歇

第四部分: 新兴的炼油基础设施技术与投资机会 
16:15-16:45   
炼厂设计、最新技术与挑战

16:45-17:15
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扩建项目融资

17:15-17:25: 问答环节

17:25-17:35
会议主持致闭幕辞，当日会议结束

第二天   |   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时间&地点：

2018年3月28日-3月29日   |  励骏酒店， 北京王府井 励骏酒店， 

会议注册：阿格斯中国国际石油会议2018
电子邮件：
asiaconferences@argusmedia.com

传真:
+86 10 6515 6513 

地址:
请完整填写该表格，并将其邮递至以下地址

illuminating the markets

条款和协议中：
我们”指的是阿格斯新加坡有限公司 Argus Media Singapore Group Pte Ltd，登记号是
201330289W，注册办公地址是50 Raffles Place, #10-01 Singapore Land Tower, Singapore 
048623; “你”“您”指的是与会代表“您”或 者“您们”。 关于报名，我们支持网上预
定、电子汇款预定和邮寄预定。在接受预报名之后（包括 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将会
与您签订合同，包含以下的条款和协议。

关于支付
1.  如果未收到您的全额汇款，我们将为暂时为您保留预订直到收到全额汇款，参照下面

条件2，您须了解，我们无法保证报名成功。
2. 付款须在下列规定期限内尽早完成：（i）本付款通知书后的30日之内（ii）不迟于会议

举办前的前7日。
3. 注册费为固定金额，除规定的减免优惠政策外，如不参加某项会议活动亦不享受优惠

和折扣。
4. 享受减免优惠政策须在以上指定日期之前完成预定和全额付款。

取消和替代
1. 如您无法到会，您可指定代表代替参会，您须在会议举办48小时之前以书面形式发至

asiaconferences@argusmedia.com 通知我们。
2. 会议举办前至少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asiaconferences@argusmedia.com 

取消预订的，除扣除15%的手续费外，所有费用予以退还。此后收到的取消预订，注册
费不予退还。

3. 无论何种理由未能参加全部或部分会议活动的，将被视为取消预订过晚，所有费用不
予退还。

4. 如会议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被取消，那么我们将全部退还注册费。但因会议取消
而产生的任何其他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签证或住宿费用）、开支或其
他负债，我们概不承担责任。获得退款最多可能需要25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
1. 会议日程适时发布；但可能会有内容、发言嘉宾、会场或者时间等相关的调整。
2. 如您有特殊要求（例如交通或饮食要求），请在预定报名时通知我们。
3. 我们保障您由于任何原因拒绝参加会议期间某项活动的权利。
4. 会议期间演讲嘉宾的观点不是阿格斯观点。所有会议资料我们根据提供的“既定”信

息呈现给您，不保证其准确及精确性。
5. 您须同意，除非另有声明，我们享有会议资料和嘉宾名单的知识产权。
6. 未经我们事先认可，您不得拍摄或者录制我们的全部或任何会议活动。
7. 您须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任何基于安全和健康要求（例如禁止吸烟）的规定。

保密协议
1. 我们将遵守《1998年数据保护法》，保护您向我们提交的任何个人信息。
2. 我们或其他严格保护您隐私的第三方可能会通过电话、邮递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您

提供您可能感兴趣的信息或服务。如您不希接收此营销类信息，请联系我们。
3. 您须同意，出于会议营销需要，我们会用到您的公司名称。
4. 我们将会录制（以视频或者其他可视方式）全部或者部分会议活动。您须同意，出于培

训、宣传和存档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利用或者传播相关录制品。

通用条款
1. 会议期间的保险由您个人担负。
2. 会议期间由您个人原因导致的财物或其他损失和伤害，将由您全权负责。
3. 除由于我们工作失误或者隐瞒导致的人身伤亡之外，我们担负的赔偿费用将不超过根

据本协议由您支付给我们的费用总额。
4. 您将负责保管会议期间的个人财物，会议期间出现的个人财物损失或失窃我们不予负

责。
5. 此条款和协议连同注册表构成您和我们之间的全部合同。
6. 如果此条款和协议（全部或部分）中某项规定不符合权威机关法律或法规，其他款项

仍将生效。
7. 此条款和协议将受英国法律的约束，您须同意协议提交至英国法院专属管辖

argusmedia.com

报名表格
请您将此表格打印并邮寄:
英国阿格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4号
京泰大厦1507室，邮编100022
收件人: 沈沁
电话: +86 10 8535 7682 传真: +86 10 6515 6513
beijingsupport@argusmedia.com
qin.shen@argusmedia.com
www.argusmedia.com/acgo

公司细节
公司名称: 
地址:  
城市:
邮编:
国家:

参会代表细节1:
姓名: (请勾选)先生/女士:
职位:
联系电话:
邮箱:

参会代表细节2:
姓名: (请勾选)先生/女士:
职位:
联系电话:
邮箱:

如对食物有特殊要求或行动不便需要特殊帮助请在
此注明:
参会人数:

签名:
日期:

  标准价格  RMB 6000

**中国公司注册费只适用于中国全内资和国有企业 。会议主办方保留对可
享有中国全内资和国有企业优惠价格的最终解释权。此优惠价格是最终价
格, 不能再享有其他优惠 。
*会议注册费包含出席两天会议期间内的所有会场、会议午餐和茶歇，参加
鸡尾酒会的机会全套会议资料
*团体报名，请联系沈沁 (qin.shen@argusmedia.com/+86 10 8535 7682)
或者元昌 (yuanchang.yu@argusmedia.com/+65 6496 9922)

付款方式:
  电汇

 汇款户名: 阿格斯迈特佩奇（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立汤南路支行
 开户账号: 3207 5603 4375
 *汇款时请注明与会嘉宾姓名和公司名称

 现金到付

条款和协议

如需更多信息，请勾选：
 免费索取Argus石油或天然气报告试阅
 关于会议赞助的详细信息
 关于大会期间会议展位信息
 关于大会期间会议室及套房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