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0 2 1 第 八 届

邀 请 函

2021年 4月 22 ~ 23日

深圳·蛇口希尔顿酒店·主楼海上世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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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本质与创新创优”2021第八届蛇口安全论坛研讨班

邀 请 函

致 ：

您好！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开启之年。经历了极不平凡的 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2021如何迈好第

一步、走好新征程至关重要，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意义特别重大、须臾不可

放松。

在当今国内国际安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溯本清源，回顾

我国安全学科的发展，展望未来如何守正创新，面对创新创优的趋势正是

每位安全管理者、生产管理者、政府监管机构都在思考的问题。

第八届蛇口安全论坛将于 2021年 4月 22-23日（2天）在深圳举办，

主题为“溯本清源守正创新 – 安全的本质与创新创优”。本次论坛由深

圳市应急安全产业协会（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地质大

学工程学院（北京&武汉）、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作为组织指导单位，由

“8S安全联盟 Safety Alliance”及国内外多家安全服务企业和机构联合举

办。

欢迎各行业企业、工业园区、行业协会及政府主管机构参会和交流。

本次论坛的围绕六大主题 18个专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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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化工产业安全人才技术技能培养项目签约发布会

主题二：我国安全学科发展历程回顾

主题三：安全风险评估技术与方法

主题四：安全事故追责与量刑案例分析

主题五：卓越绩效与过程安全

主题六：数智安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蛇口安全论坛”至今已经举办七届，自创办之初，就致力于传播国

内外先进安全管理理念、文化及实践，贡献社会组织的力量，切实助力安

全产业发展，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为了从专业性、前瞻性的视角，探讨新形势下安全发展、生产安全与

应急管理的新需求、新战略及新挑战，现诚挚邀请贵单位莅临指导。

附件：第八届蛇口安全论坛主要专题议程安排

第八届蛇口安全论坛 筹备组

全国 8S安全服务联盟

2021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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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蛇口安全论坛主要专题议程安排

会议组织

组织指导单位

1) 深圳市应急安全产业协会（筹）

2)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3)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北京&武汉）

4) 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

联合主办单位

编号 联合主办单位

1 8S安全联盟合作单位

2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北京&武汉）

3 北京赛孚化工技术研究院

3 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

4 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

5 德凯中国（DEKRA）

6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7 Process Safety and Reliability Group Co.(PSRG), USA.

8 深圳市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合伙伙伴

拟承办单位

深圳市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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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拟参会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沈阳）有限公司

深国际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湾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金茂置业有限公司

金地商置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奥园地产集团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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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1. 特邀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相关领导

2. 特邀嘉宾，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3. 特邀嘉宾，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领导

4. 曹翔，深圳市应急安全产业协会（筹）

5. 梁栋，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会长

6. 特邀嘉宾，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7. 刘潜，中国安全科学开创者 （在线参会）

8. 汤凤林，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博导，俄罗斯双院院士

9. 罗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 教授博导

10.赵云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 教授博导

11.乔树清，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12.徐玉胜，中国铁科院深圳院院长 博士/高工

13.姜迪宁，国务院安全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客座教授

14.林乔，佳化化学全球生产运营执行副总裁

15.袁晓兵，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博士

16.苏德亮，DEKRA德凯中国区 安全技术总监

17.赵复满，美国 PSRG 化工安全技术中心 博士

18.倪海云，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行业专家

19.王靖，中油 BP石油有限公司 安全与运营风险经理

20.李文江，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 安防事业部总经理

21.何英，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

22.崔文彩，8S安全联盟 负责人

23.张君，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公司总经理

24.徐卫东，“8S安全联盟 Safet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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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专题与议程

大会专题

第 1天（4月 22日） 第 2天（4月 23日）

专题 1：工信部“化工产业安全人才技术技能培养项

目”签字仪式与项目发布

专题 2：发展回顾：我国安全科学发展史上的六大标

志性事件

专题 3：风控原理：防范与化解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的

原理与关键技术

专题 4：风险评估：企业实时动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

的研究

专题 5：事故追责：安全事故责任与量刑典型案例分

析

专题 6：公正文化：解读《公正文化：恢复组织信任

与问责制》

专题 7：卓越绩效：如何开发、推广和引入运营管理

体系实现卓越绩效创优（OES）
How to develop, implement, and embed operation managemen

t system to achieve operation excellence

专题 8：安全文化：如何开展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成熟

度评估

专题 9：粉尘防爆：粉尘危害辨识和粉尘危害防护

技术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dust hazards identification

and dust hazards protection

专题 10：过程安全：利用数字化赋能过程安全管

理

专题 11：Bowtier：蝴蝶结分析法在企业重大风险

分析中的应用（工程、化工、防疫 3个案例）

专题 12：工程安全：数字化技术在工程安全管理

中的开发与应用

专题 13：项目安全：如何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QHSE
阶段审查（PQHSER）
专题 14：消防安全：商业物业运营消防安全与火

灾预防

专题 15：受限空间：有限空间在线审批智慧监管

实践与探索

专题 16：AR/VR：AR 眼镜在工业安全中应用案例

专题 17：工业智能：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与前景

分析

专题 18：绩效量化：数字化安全绩效极简评估模

型与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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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第八届 蛇口安全论坛大会议程

第一天：溯本清源

时间 主题与内容 拟邀嘉宾

9:00-9:05 论坛主持人开幕及参会嘉宾介绍 崔文彩 佳保安全首席运营官

9:05-9:15 领导致词 特邀嘉宾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有

关领导

9:15-9:20 领导讲话 曹翔 当地政府

9:10-9:20 省协会会长 致词 梁栋
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

会 长

9:20-9:35
专题 1：工信部“化工产业安全人才技术技能

培养项目”项目发布
特邀嘉宾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9:35-9:45
工信部“化工产业安全人才技术技能培养项

目”签约仪式
特邀嘉宾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等

9:45-10:15
专题 2：发展回顾：我国安全科学发展史上的

六大标志性事件
刘潜 中国安全学科开创者

10:15-10:30 茶 歇

10:30-11:15
专题 3：风控原理：防范与化解企业安全生产

风险的原理与关键技术
罗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工程技术学院教授博导

11:15-12:00
专题 4：风险评估：企业实时动态安全风险评

估体系的研究
赵云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

教授博导

12:00-14:00 午 餐

14:00-14:45
专题 5：事故追责：安全事故责任与量刑典型

案例分析
乔树清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14:45-15:30
专题 6：公正文化：解读《公正文化：恢复组

织信任与问责制》
倪海云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行业专家

15:30-15:45 茶 歇

15:45-16:30

专题 7：作业创优：如何开发、推广和引入运

营管理体系实现卓越绩效创优（OES）
How to develop, implement, and embed operation man

agement system to achieve operation excellence

林乔

佳化化学全球生产运营

执行副总裁

（原 BP全球化工专家）

16:30-17:45
专题 8：安全文化：如何开展企业安全文化建

设成熟度评估
崔文彩

全国 8S 安全服务联盟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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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守正创新

时间 主题与内容 拟邀嘉宾

9:00-9:35
专题 9：粉尘防爆：粉尘危害辨识和粉尘危害

防护技术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dust hazards

identification and dust hazards protection

赵复满
美国 PSRG 全球化工安全技术

中心 博士

9:35-10:10
专题 10：过程安全：利用数字化赋能过程安

全管理
苏德亮

DEKRA德凯中国区安全技术总

监

10:10-10:45
专题 11：Bowtier：蝴蝶结分析法在企业重大

风险分析中的应用（工程、化工、防疫 3个案

例）

张 君 深圳市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10:45-11:00 茶 歇

11:00-11:30
专题 12：工程安全：数字化技术在工程安全

管理中的开发与应用
徐玉胜

中国铁科院（深圳）研究设计院

院长

11:30-12:00
专题 13：项目安全：如何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QHSE阶段审查（PQHSER）
肖敏军

特邀嘉宾 BP嘉实多润滑油安全

总监

12:00-13:30 午 餐

13:30-14:00
专题 14：消防安全：商业物业运营消防安全

与火灾预防
姜迪宁

国务院安全专家

中国地质大学客座教授

14:00-14:30
专题 15：受限空间：有限空间在线审批智慧

监管实践与探索
袁晓兵

深圳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博士

14:30-15:00
专题 16：AR/VR：AR 眼镜在工业安全中应

用案例
李文江

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

安防事业部总经理

15:00-15:30
专题 17：工业智能：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与

前景分析
何英 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

15:30-16:00
专题 18：绩效量化：数字化安全绩效极简评

估模型与流程设计
徐卫东

全国 8S 安全服务联盟

总负责人

16:00-16:20 闭幕感谢 崔文彩

相约蛇口 不见不散

蛇口海上世界明华轮 蛇口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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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费用

内容 参会费用

2天 论坛全程参与+展会参观+大会资料及纪念品+自助午餐 3600 元/人

早报名或组团报名将尊享早鸟价：

参会 4月 10 日前注册 4月 10 日-15 日 4月 15 日后

个人报名 8.0 折（2880 元/人） 8.5 折（3060元/人） 全价（3600 元/人）

团体报名（3人及

以上）
8.0 折（2880 元/人）

朋友圈推广有礼
1. 圈内转发推广报名，点赞满 100 个，获得论坛抵用券 500 元；

2. 可以与以上优惠叠加使用，用于论坛消费。

安全 1+1

1. 报名成功后，如您有事无法参会，可转让参会机会 1次给朋友；

2. 如有事无法参会报名，可推荐给朋友参会，报名成功将为您寄出大

会资料及培训相关素材。

大咖云集，所有参会者都将有礼品惊喜！

扫码立即了解、转发或报名。诚邀参会，名额有限！

请于 4 月 10 日前联系报名，锁定尊享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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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及酒店预定联系人

深圳蛇口希尔顿南海酒店·主楼海上世界厅

2021年 4月 22 ~ 23日

报名联络信息

报名联系人：汪老师 15813866845（微信同号）

联系人电话：400-830-9116-8081
报名邮箱：training@jobsafety.com.cn

报名联系人：邓老师

联系人电话：400-830-9116-8016 18682342063（微信同号）

报名邮箱：training@jobsafety.com.cn

报名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人电话：400-830-9116-8015 18898350130
报名邮箱：csm2@jobsafe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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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报名表

“2021 年安全的本质与创新创优”第八届蛇口安全论坛研讨班

报 名 表 Registration Form

参
会
代
表
信
息

企业名称

发票抬头
【如需发票】

单位税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自驾车前往 是 否 车牌号

团
队
其
他
代
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共计人数 人
合计金额： 万 千 百 元
（￥RMB： ）

付款账户
户名：深圳市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账号：443066058013002937738

备注及付款确认

1. 报名表发至组委会确认代表资格后汇出全款，以便安排席
位（额满为止）；

2.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创智云城 A7 栋
3003

3. 联系人 Contact：汪璐 女士
4. 联系人电话：400-830-9116-8081 15813866845
5. 报名邮箱：training@jobsafe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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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蛇口安全论坛发展历程介绍

2014 第一届风险管理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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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二届应急救援国际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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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三届 安全领航 Leading with Safety

正式改名：蛇口国际安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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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四届 回归本源 – 人因因素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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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五届 数往知来 – 安全大数据与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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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六届 数据驱动 智能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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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用注册商标：“蛇口安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