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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石油石化企业管理人 员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的函
各会员单位、石油石化企事 业单位及各相关企业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石 油石化企业不仅要面对来
自全球市场的竞争 ,同 时还要面对各种经营风险 ,如 何让石油
石化企业在 经济全球化的环境 中建 立完善的企 业经 营机制 ,是
我国石油石化企 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也 是关系到我国石油石化
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石 油化工产 业是新加坡支柱性产业 ,新 加坡虽然 国土面积
狭小 ,资 源匮乏 ,却 是世界上 三大炼油 中心之 一。纵观新加坡
石油石化产业发展历程 ,不 但在起步阶段充分利用廉价的土地
和劳动力、稳定 的政治环境 和战略性 区位优势 ,成 功把握住 国
际产业分 工转移的历史机遇 ,而 且在发展过程 中不断推动产 业
链延伸 、聚集 ,以 及 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
升级 ,成 为发展 中国家石油石化企 业学习的标杆。为学习新加
坡石油石化企 业先进管理理念及经验 ,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 司外事局批准 ,中 国石油企业协会拟 组 团赴新加坡学 习考察。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

-、 组织机构

主 办单位 :中 国石油企业协会
协办单位 :新 加坡 国际人才交流 中心
承办单位 :北 京泛海汇聚会议展 览服务有 限公 司
二 、学 习考察时间
⒛ 19年 12月 16— ⒛ 日 (共 五天 )
三 、学 习考察 内容
(一 )新 加坡 管理大 学李光前商学院授课
1.新 加坡 国情简介
2.新 加坡 石油石 化和仓储设施情况介绍
3.石 油石化企 业精 细化管理

(二 )学 习考察 、座谈
1.新 加坡 石油公 司
2.新 加坡聚氢烃公 司

3.裕 廊化工 岛
4.中 信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

四、团组成员组成情况
本次学 习考察人 员拟定在 ⒛ 人 以内 (不 含 中国石油企业协
会领 队人 员 ),其 中三大石油公 司15人 (仅 限处级及处级 以下
级别人 员参加 ),民 营炼化企业 中的高级 经 营管理人 员5人 。

五 、费用
3gOOO元 /人 (包 含教 师授课费、学 习考察交通费、会议室

租用费、北京往返新加坡机票、境外食宿费、不含办理 护 照及
签证 费用 )
请将学习考察费用 汇入以下账户

:

户名 :北 京泛海 汇聚会议展 览服务有限公司
笋: 321560100100009989
贝
艮乓
开户行 :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 京鲁谷支行
六、其它事项
1.需 要会务组 办理签证 的务必于 出发前 15个 工作 日将签证

所需材料寄到会务组 (报 名后会务组提供 签证所需资料清单 )。
签证 费用另计。
2.全 程 中文授课。新加坡学习考察乘坐 空调 巴士。
3.本 次学习考察报名截止 日期⒛ 19年 11月 22日

,请 参加人

员在截止 日期前报名。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 芝余
李美娜

唐大麟

李 伟

杨 雪 胡 冰

朱舜华 王志岩

联系电话 :010一 ″928231″ 928141″ 叨 121
手

机 :1陌 181273G7(微 信 同号 )

∞m
电子 邮箱 :吨 l-75@1“ 。

附件 :1。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报名 回执表
2。

具体行程安排

中溷 石油企业协会
2019年 廴Q月 .⒛

;日

附件⒈
石油石化企业管理人员赴新加坡学习考察报名回执表
出生年月 日

另刂

姓名

`l±

姓名拼音

单位名称

所在部 门
及职务
单位地 址
固定 电话

手机 号码

护照号码

护照期 限

身份 证 号
E-mai1

备注

其他需要
说 明情况

附件⒉
具体行程安排
笫一天 :集 体乘飞机 由北 京飞往新加坡
笫二天 :上 午 :⒏ 30分 -12:O0分 集体合影、授课
内容 :1。 新加坡 国情简介
2.新 加坡石油石化和 仓储设施情况介绍
(地 点 :新 加 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

下午 :14:30分 -17:30分
赴新加 坡石油公司学习考察、座谈
笫三天 :上 午 :⒏ 30分 -12:00分
赴新加坡聚氢烃公 司学习考察 、座 谈
下午 :14:30分 -17:30分
赴裕廊化 工 岛学习考察、座谈
笫 四天 :上 午 :⒏ 30分 — 12:00分
赴中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学习考察、座谈
下午 :14:30分 — 17:30分 授课
内容 :石 油石化企业精 细化管理
(地 点 :新 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

笫五天 :集 体乘飞机返 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