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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17(第六届)中国钢铁 

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举办的“2017（第六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

高端论坛”将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成

为了行业领先的高端对话平台，对我国钢铁上游原材料产业发展、转型、

提升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形成了良好的业界口碑。 

2017 年 1-9 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增加 6.3%，钢铁行业实现稳中向好，

既是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彻底取缔“地条

钢”等政策措施强有力推动下的结果，也是全行业广大企业奋力拼搏、辛勤

努力的结果，既有外部经营环境改善的因素，也有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的作用。 

“十九大”胜利召开，我国钢铁工业也将步入新的发展时代。在新时代

发展要求下，2018 年，全球铁矿、焦煤等钢铁原材料市场有何新变化？钢

铁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下原材料市场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

合作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上述一系列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集行

业智慧，寻发展之策，本届论坛以“产业链建设 开放性发展”为主题。 

本届论坛特邀请政府部门领导解读钢铁原材料政策取向，围绕 2017

年宏观经济环境、钢铁行业发展形势、铁矿石、焦煤市场供需变化、金融

工具利用等热点议题，组织业界专家和企业高管共同探讨和剖析。届时全

球钢铁及铁矿石、焦煤行业精英将共襄盛举，在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诚

邀您莅临参会。 

冶 金 工 业 规 划 研 究 院 



  

～2～ 

一、会议主题 

“产业链建设 开放性发展” 

二、会议时间 

2017 年 12 月 8 日 10:00-21:00 报到；12 月 9 日全天会议。 

三、会议地点 

北京国谊宾馆迎宾楼三层第一会议室（原国务院一招） 

北京西城区文兴东街 1 号; （010）68316611 

四、会议议题 

1. 大会致辞 

2.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走势预测 

3. 我国钢铁行业政策解读 

4. 六部委绿色矿山指导意见解读 

5. 废钢铁行业准入政策解读 

6. 钢铁行业运行及行业政策对钢铁原材料影响 

7.  2017 年我国铁矿山生产运营分析及展望 

8. 中国煤炭及焦炭行业运行情况及市场前景分析 

9. 我国不锈钢产业镍原料供应现状及前景 

10. 中非产能合作的前景 

11.  “一带一路”倡议下钢铁原材料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12. 期货金融工具在产业链融合中的应用 

13. 优质项目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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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务费用 

1. 会务费用包括资料费、餐费，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① 钢铁企业和矿山企业单位参会人员 3000 元/人。 

② 其他参会人员 4000 元/人。 

③ 外商参会人员 1200 美元/人。 

2.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参会单位名称及“原材料论坛会务费”字样。 

3. 组委会在收到汇款后给汇款单位开具明细为“会务费”的发票。 

4. 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账 号：0200004109014467953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六、报名方式 

为便于安排与会人员食宿、资料准备及编制代表名录等工作，请认

真填写“参会人员回执”后，于 12 月 1 日前电邮或传真（注明“王轶凡

收”）至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欢迎访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网站（www.mpi1972.com），在线报名，或

下载报名表，填写个人信息后，发电子邮件到 wangyifan@mpi1972.com。有

关报名事宜，请直接与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联系。 

七、联系人及电话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王轶凡 电话：13671105879  010-65133322-3493  010-65256519 

     E-mail：wangyifan@mpi1972.com  传真：010-65256519 

mailto:lichuang@mpi1972.com，134886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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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务宣传招商业务联系人及电话 

本次会议欢迎钢铁和矿山生产各类实用技术、设计承包、生产设备商、

运输物流企业、电商平台及金融机构平台等利用本次论坛作推广。有意者，

接到通知后即可与会务宣传招商业务联系人洽谈。 

王轶凡 电话：13671105879  010-65133322-3493  010-65256519 

     E-mail：wangyifan@mpi1972.com  传真：010-65256519 

 

 

附件 1：论坛赞助方案 

附件 2：参加会议人员回执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2017 年 11 月 2 日 

 

 

mailto:lichuang@mpi1972.com，134886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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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第六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赞助方案 

一、协办单位（30 万） 

1. 协办单位冠名； 

2. 会议期间做 40 分钟主题演讲； 

3. 公司领导享受 VIP 贵宾待遇，会议召开时前排就坐，晚宴主桌就坐； 

4. 可免费 8 人参加会议； 

5. 大会背板、会刊封面、参会指南、会议胸卡等会议印刷资料上印刷企业 LOGO； 

6. 提供 2 页会刊插页广告宣传（A4 大小）； 

7. 会场内为企业提供 3×3m 大型喷绘展架宣传； 

8. 企业可将会议资料放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同发放； 

9. 赠送 2018 中国钢铁蓝皮书报告 2 本； 

10. 会议茶歇时间播放企业视频。 

二、VIP 赞助商（15 万） 

1. 会议 VIP 赞助商冠名； 

2. 公司领导享受 VIP 贵宾待遇，会议召开时前排就坐，晚宴时主桌就坐； 

3. 可免费 5 人参加会议； 

4. 大会发言 15 分钟； 

5. 会刊封面、参会指南等会议印刷资料上印刷企业 LOGO； 

6. 提供 1 页会刊插页广告宣传（A4 大小）； 

7. 企业可将会议资料放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同发放。 



  

～6～ 

三、高级赞助商（5 万） 

1. 会议高级赞助商冠名； 

2. 可免费 2 人参加会议； 

3. 提供 1 页会刊插页广告宣传（A4 大小）； 

4. 企业可将会议资料放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同发放。 

四、其他合作方式： 

1. 会刊插页广告宣传： 

封二广告：1 万元 

封三广告：8000 元 

插页广告：5000 元 

2. 公司宣传册发放：3 万元 

企业可将公司宣传材料放置会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齐发放。送免费参会名

额一个。 

3. 会议资料桌：1 万元 

在会场外资料桌上放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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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第六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参会代表报名回执表 

参会单位名称：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含区号） 传真（含区号） *电 子 邮 箱 *通讯地址（含邮政编码） 

        

        

        

        

代订住房 代订客房：    □贵宾楼标准间 490 元/天（含一早餐）      □ 不住会 

会 

务 

费 

收费标准 付款单位（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 

国内钢铁企业与矿山企业 3000 元/人  

国 内 其 他 类 型 代 表 4000 元/人  

外 商 代 表 1200 美元/人  

发票项目 会务费 收件人  

说明：1. 此表是安排代表食宿、资料准备和会前汇总代表名录的重要依据，请认真工整填写。回执表请务必在 12 月 1 日前传真至“2017（第六届）中国钢铁

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组委会，王轶凡收。传真：010-65256519；或发送电子邮件、扫描件至：wangyifan@mpi1972.com  

2. 饭店房间非常紧张，须提前预订。 

3. 标注*的信息为必填信息，姓名、部门、职务、邮箱将收录于会议通讯录中，若不愿公开请注明“不公开”字样。 

4. 会议报到时间、地点：2017 年 12 月 8 日 10:00-21:00 报到；北京国谊宾馆（原国务院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