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2019 (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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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八届）中国钢铁原材料

市场高端论坛”将于 2019年 12月 14日在北京召开。论坛已成功举办

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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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0月我国粗钢产量同比增加 7.4%，前十个月，钢铁行

业运行总体平稳，但存在产量大幅增长、进口铁矿石价格冲高回落、

行业利润明显下滑等情况，钢铁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失衡问题引起政府

和行业高度关注。

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已进入减量发展、兼并重组、绿色发展三期

叠加的关键时期，钢铁企业既迎来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面

临愈发严苛环境约束的巨大挑战。在新时代发展要求下，探讨钢铁产

业链上下游协调均衡发展，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链，矿业国际合作前

景与机遇，原材料供需形势及价格变化走势，电炉钢发展趋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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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绿色、共赢，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链”为主题。

特邀请政府部门领导解读钢铁行业政策取向，围绕宏观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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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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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主题

“协调、绿色、共赢，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链”

二、会议时间

2019年 12月 13日 13:00-21:00报到；12月 14日全天会议（8:30

开始）。

三、会议地点

金隅喜来登酒店三层大宴会厅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号

四、会议主要内容 (拟)

上午：政策解析+专家报告

1.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走势预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 研究员张立群）

2. 中国矿产资源发展形势分析

（自然资源部 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 司长 鞠建华）

3. 关于引导电弧炉短流程炼钢发展指导意见的政策解析

（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材料工业司 钢铁处 处长 徐文立）

4. 中国矿业高质量发展展望

（中国矿业联合会 会长 彭齐鸣）

5. 铁矿石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及对策

（大连商品交易所 工业品部总监助理 武军伟）

6. 上下游携手共建钢铁高质量生态链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院长 李新创）



～3～

下午：原材料行业形势报告

分论坛一：炼铁原材料分论坛

1. 我国黑色金属矿资源保障形势分析

（自然资源部 信息中心 研究员 马建明）

2. 2019年中国铁矿山生产运营分析及展望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 副秘书长 马增风）

3. 中国煤炭及焦炭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书记、副会长 梁敦仕）

4. 焦化企业经营风险与发展挑战分析

（华丰裕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宋现朝）

5. 大型带式焙烧机球团技术研究及创新应用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设计师王渠生）

分论坛二：炼钢原材料分论坛

1. 中国废钢铁行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 常务副会长 李树斌）

2. 中国铁合金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 秘书长 史万利）

3. 中国炭素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炭素行业协会 秘书长 孙庆）

4. 报废汽车+废钢加工全产业链发展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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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装备公司 总经理助理 张子约）

5. 中国高碳铬铁市场的发展与展望

（明拓集团铭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裘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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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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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前电邮至 2019 (第八

届) 中国钢铁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组委会，注明“王轶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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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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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wangyifan@mpi1972.com

传真：010-65131945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2019 年 12 月 11 日

mailto:lichuang@mpi1972.com，134886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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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线

北京火车站：乘地铁 2号线(外环)—雍和宫下车转乘 5号线(天通

苑北方向)—和平西桥站下车，A口出站，步行 1000米到达。

北京西站：乘地铁7号线(焦化厂方向)—磁器口站下车转乘5号线

(天通苑北方向)—和平西桥站下车，A 口出站，步行1000米到达。

首都机场：乘机场线—三元桥站下车转乘 10号线(外环)—惠新西

街南口站转乘 5号线(宋家庄方向)—和平西桥站下车，A口出站，步行

1000米到达。

北京南站：乘地铁 14号线东段(善各庄方向)—蒲黄榆站下车转乘

5号线(天通苑北方向)—和平西桥站下车，A口出站，步行 1000米到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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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第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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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客房双床间 800元/天 ﹍﹍间﹍﹍日入住﹍﹍日退房 □豪华客房大床间 800元/天﹍﹍间﹍﹍日入住﹍﹍日退房

(房价含早餐；早餐份数与登记入住人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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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票项目 会务费
发票邮寄信息

(如有需要，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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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前发送至“2019（第八届）中国钢铁

原材料市场高端论坛”组委会，王轶凡收。请发送电子邮件或扫描件至：wangyifan@mpi1972.com
2. 会议入住时间为 2019年 12月 13日，如需提前入住，请联系会务组确认房间状况及价格。酒店基础房型数量有限，如需代订住宿，请务必尽早

反馈预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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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13日 13:00-21:00报到；金隅喜来登酒店。


	一、会议主题
	“协调、绿色、共赢，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链”
	二、会议时间
	三、会议地点
	四、会议主要内容 (拟)
	1. 中国废钢铁行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 常务副会长 李树斌）
	2. 中国铁合金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 秘书长 史万利）
	3. 中国炭素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中国炭素行业协会 秘书长 孙庆）
	4. 报废汽车+废钢加工全产业链发展经验分享
	（格林美装备公司 总经理助理 张子约）
	5. 中国高碳铬铁市场的发展与展望
	（明拓集团铭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裘之超）
	五、会务费用
	六、报名方式
	七、联系人及电话
	乘车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