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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稿 

-南京地区 2019年迎新年@第一期 EHS 公益研讨分享活动 

 

【中外项目服务网|实朴联合发布|南京 2019年 1月 24日讯】南京地区 2019 年迎新年@第一期 EHS 公

益研讨分享活动在江苏实朴隆重举办，并获得圆满成功。 

2019 年 1 月 20 日 9 时 30 分，由普罗盈、实朴检测、中外项目服务网、本安绿发公众号联合举办

的南京地区 2019 年迎新年活动@第一期 EHS 公益研讨分享会，在江苏实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如期开

始。 

 

上午 09:35 会场东道主-实朴杨进先生 致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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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北、上海等地的中外企业及机构等单位的约 50 位 EHS 同仁，放弃周末

休息时间，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自左至右排序 

前排：1 胥红研，2 陈赵芳，3 杨晶晶，4 刘潘，5 沈学廉，6 梁贤明，7 陈晔，8 姚永善，9 杨进，10 王金良， 

11 陈慧泉，12 陈坚，13 张圣利，14 曹玲玲，15 许彦，16 严景艺，17 许璇 

 

第二排：1 杨小青，2 倪伟中，3 丁益，4 高兴，5 戴新齐，6 刘健，7 李双平，8 张苏庆，9 顾犇，10 贺涛， 

11 石亚超，12 孟辉，13 黄辉，14 滕玉宝，15 徐辉波，16 刘援，17 梅胜桥 

 

后排：1 陆洋，2 吴江，3 沈鑫，4 宋小志，5 何飞，6 陈锋，7 张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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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30，与会代表报到签字 

姚永善、沈学廉、杨进分别担任上午、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 

共有七位嘉宾发表了专业演讲分享，他们既有丰厚的 EHS 技术及管理实战经验，又有

设备维保或工程项目管理成功经验。 

研讨话题紧扣“本质安全、企业正在实施的项目、最新法规要求、环保及绿色发展”等

几个主题展开，嘉宾结合亲身经历及实际案例，化繁为简，通俗易懂，分享了

HAZOP/LOPA/SIL 定级关键注意点、本质安全专项治理及具体实施路线图、石化规修改版

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注意事项、二级安标创建困惑及对策、EHS 内审框架思路及改善、

PSM/EHS/RC 整合推动及要点、土壤及地下水法规带来的挑战及对策-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常

态化等数个专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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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  陈晔先生 

 

执行主席、分享嘉宾 沈学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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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 王金良先生 

 

分享嘉宾  梁贤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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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  刘潘先生 

 

 

执行主席、分享嘉宾 姚永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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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席、分享嘉宾 杨进先生 

本次会议，干货多多，收获满满，不仅了解到本质安全技术及管理的关键内容，还学到

了同仁开展本质安全专项治理的工作思路，更听到了关于土壤法及地下水法规的精辟解读！ 

 
会场讨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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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一角 

 

会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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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仍然全神贯注，专业交流， 

结束阶段，执行主席随机邀请数位企业代表上台分享了参与研讨会的心得。 

 

上海某飞机发动机企业代表许璇女士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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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德国企业代表曾必文先生分享心得 

 

中海油企业代表贺涛先生分享心得 

 



   
 

批准 Approved:  发布日期 Release Date:  2019.01.24   

第一责任部门 Owner:  Office 有效期 Validate Time:    2 年 

文件编号 Doc. No.:    Press Release 201901 版本 Version:           Frozen  

本文件为普罗盈内部文件，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普罗盈保留对上述行为进行追究的权利。 

The internal document is forbidden to be disclos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and claim rights are reserved. 

11 / 13 

南京普罗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众号【本安绿发】BALF119-65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金川门外 5 号南京工业大学光电科技园 

 

 

 

南京化学工业园一化工企业代表李双平先生正在分享心得 

 

美国企业 EHS 总监 孟辉先生分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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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普遍认为：此次研讨会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大家相聚、相知，机会难得，既拓展

了人脉资源，朋友圈还添加了数位同行高人；研讨话题，既宽又深，不但指出正确方向、理

顺体系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更能拓展专业视野。感言：受益匪浅，不枉此行。 

16:45，会议圆满结束。 

大家依依不舍，期待今后多参与此类研讨会。 

相约：春节后，再次相会在南京、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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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嘉宾简介 

 

嘉宾 1：  陈晔先生，HAZOP/PSM 资 深专家 顾问， 曾任职 多家欧 美巨头 工程设 计总监 、PSM 国际区域 GM、石

化 行 业  Plant Manager 等 ，1981~1985 年就 读于南 京化工 学院（现 名：南 京工业 大学） 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 

嘉宾 2：沈学廉先生，某化 工企业 HSE 负 责人。  

 

嘉宾 3：王金良先生，1979~1983 年 就读于 郑州工 学院（ 现名： 郑州大 学）。 国家注 册监理 工程师 、国家 注册

化 工 工 程 师 、压力 管道审 定人。 现就职 于惠生 工程（ 中国）有 限公司 任技术 副总监 。 1983 年 7 月至 2007 年 4

月 ， 在 中 石 化洛阳 工程公 司（LPEC）工 作。还 担任中 国石化 储运设 计中心 站技术 委员会 委员、 中国职 业安全 健

康 协 会 防 火 防爆专 业委员 会技术 委员。 曾参加 多个国 家/行业 标准规 范编制 工作， 例如：《 石油化 工企业 设计防

火 标 准 》 GB50160-2018（2019 年 4 月 1 日实施 ）标准 主审人 、《石 油化工 液体物 料铁路装 卸车设 施设计 规

范 》 GB/T 51246-2017 标 准主审 人、《 石油库 设计文 件编制 标准》 GB/T51026-2014 标准 主审人 ，等等 。 

 

嘉宾 4：梁贤明先生，某欧 洲企业 中国区 审核负 责人。  

嘉宾 5：刘潘先生，国家注 册安全 工程师 。 

 

嘉宾 6：姚永善先生，1981~1985 年就 读于南 京化工 学院（ 现名：南京 工业大 学）化 工系化 学工程（基本有机化

工 ） 专 业 。 现任中 外项目 服务网 平台 CEO、 普罗盈 GM、 EHSS/EPC 资深专 家顾问 、资深 化工工程师、某央企巨

头 DGM 级 顾 问 、中 国化工 企业管 理等数 个专业 协会特 聘专家 等职。 曾任职 于多家 欧美顶 级外企及新能源全球顶

级 且 在 美 国 上市的 著名公 司，担 任集团 总部或 工厂工 程/EHS/技 术服 务等部 门负责 人、专家 等职； 在化工设计院/

澳 洲 EPCM 公司 及研究 所工作 十五年 ，担任 资深化 工工艺 工程师 、设计 经理、 化工 EPCM 项目经理等职；此外，

还 担 任 过 某 制药集 团 EHS VP，等 等。带 领总部 集团 EHS 团队专 业化工 作，尚 德集团 成为全 球光伏 太阳能行业 EHS

标 杆 ， 更 获 得达沃 斯“全 球企业 领袖奖 ”（截 至目前 ，为中国 第一家 、也是 唯一一 家） 。  

 

嘉宾 7：杨进先生，检 测公司 BOSS，检测公司 BOSS，具有近 二十年 实验室 管理以 及大型 企业的土壤环境监测经

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