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 八 届 中 国 铁 合 金 国 际 会 议 

邀 请 函 
尊敬的铁合金产业链企业： 

 

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和中国铁合金网共同主办，江苏

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十八届中国铁合金国际会议”即将于 2021年 5月 19日-21日在

南京召开。 

2020 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几乎停摆，疫情爆发给全球各行各业都带来极

大地冲击。中国铁合金和钢铁原料严重依赖于海外供应的短板在这次疫情中受到了挑战，随着疫情

在海外的蔓延，尤其是南非、巴西作为中国铁矿石、锰矿、铬矿进口来源国，中国矿石供应链受到

了较大影响。2021 年随着全球都在加紧经济恢复，中国继续采取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

速将进一步快速恢复和增长，而美国的 1.9万亿美元的投入，必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本次会将深入分析和解读 2021 年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矿石、合金、焦煤、废钢等）市场受到

的影响、机遇和挑战诚挚邀请国、内外锰矿、铬矿、镍矿矿石供应企业、铁合金生产企业、煤焦、

碳素、电极生产企业、钢铁企业以及其他服务配套企业的代表莅临本届盛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     中国铁合金网 

2021年4月9日                                     2021年4月9日                         2021年4月9日      

 

2021 

 



 

会议主要事宜安排如下： 

 

★时间地点：2021年5月19-21日  南京  南京绿地洲际酒店（中央路1号）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会议日程和议题初步安排：（演讲议题以会前确认为准） 

5月19日 
7:00-11:00  “金钢侠杯”10KM快乐跑步比赛 

13:00-18:00    注册报到、期货论坛、商务洽谈、铁合金分会会议 

13:30-18:00 
贸易洽谈会（独立洽谈区，设立企业标识，1-1交流，需提前联系会务

组） 

13:00-15:00 铬铁期货市场研讨会（铬铁市场现状及展望、铬铁期货介绍） 

13:00-13:30 

中国铬铁市场运行现状及展望 

--中国铁合金网铬系事业部分析师  赵晓波  先生 

 



13:30-15:00 

铬铁期货初步草案 

--上海期货交易所 商品一部 经理 金明 先生 

15:00-17:00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铁合金分会会议 

18:30-21:00 招待晚宴（欢迎行业内实力企业赞助） 

5月20日 主题演讲、贸易洽谈、企业展示（设立企业洽谈展示区域） 

 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解读、市场展望 

08:30-08:50 

会议开幕致辞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副会长  刘中慧  先生 

江苏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  潘学才  先生 

北京中金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正智  先生 

08:50-09:40 

2021-2023年中国钢铁总体运营态势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  

   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新创  先生 

 

09:40-10:10 输入型通涨叠加碳达峰黑色商品该如何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   张秋生  先生 

 

10:10-10:40 
江苏钢铁工业发展与运行模式 

--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洪冰  先生 

 

10:40-11:00 茶歇&答疑、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11:00-11:30 中国铁合金行业发展情况 

--中国铁合金工业协会秘书长  史万利  先生 

 

11:30-12:00 
供应端数据支撑与疫情后时代铬铁和铬矿全球供需情况 

--国际铬业发展协会（ICDA）中国总代表  蒋雯  女士 

 

12:00-14:00  答疑、午餐 



 

 

 

 

 

 

 

 

 

 

 

 

 

 

 

 

 

 

 

 

 

 

 

 

 

14:00-14:30 

2021钢铁行业对铁合金需求分析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市场调研部副主任  刘彪  先生 

 

14:30-15:00 
铁合金企业套期保值策略及库存管理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所黑色研究员  史强  先生 

 

15:00-15:30 

2021下半年铁合金市场期现策略 

--江苏富实数据研究院院长 

南钢金贸钢宝首席期现分析师   蔡拥政  先生 

 

15:30-16:00 

不锈钢市场发展预测 

--不锈钢行业专家 

16:00-16:30 

数字化管理在硅锰工艺原辅料配比和生产数据统计上的

应用 

--重庆金泰电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运鹏 先

生 

 

16:30-16:45 2021硅锰&锰矿市场展望 

-- 中国铁合金网分析师 

 

16:45-17:00 2021硅铁市场展望 

--中国铁合金网硅系事业部分析师 

 

5月21日参观考察：南京钢铁轧钢厂（自愿参加，名额有限，需提前报名） 

时间：08:00 - 11:30 

返回到酒店会议结束 



会议相关费用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及中国铁合金网国内会员企业： 

□2021/04/30前 3600元/人;       □2021/05/01后 4000元/人 

⊙国内非会员参会企业注册费用： 

□2021/04/30前 4000元/人;       □2021/05/01后 4500元/人 
凡报名交费企业，在2021年5月10日前通知会务组不能来开会，会议费可退50%；以后通知不能退费。（由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会议不能按时召开或代表不能

参加除外）。 

宣传和展览费用 

标准展位 3*5m 10000元 

 

会刊或企业名录广告 

□封面 20000元 
□封底 18000元 
□封二或插一 15000元 
□封三 12000元 
□彩页内页 6000元 

 □黑白页内页 3500元 

其他 □资料随包发放 6000元 
□ 企业宣传视频 3000元/10分钟 
□ 企业易拉宝 2000元/个 

 

会议赞助： 冠名赞助     金牌赞助   银牌赞助  铜牌赞助  晚宴赞助   午餐赞助    礼品赞助   酒水赞助  

                    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联系我们洽谈  

会议注册和咨询联系方式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檀女士 

电话 :010- 85692815   邮箱 :chenml@cccmc.org.cn 

 

中国铁合金网        李先生  13911566246    

电话注册：010-58697578    传真注册：010-58699098 

邮箱：conference@ferro-alloys.com  event@ferro-alloys.com 

 

在线注册;http://events.ferro-alloys.com                           

（注册 以填写报名表信息，注明相关销售人员，发回会务组为准） 

 

 

 

附件：1.会议注册表 

2.关于报名参加“金钢侠杯”半马跑步比赛的活动说明 
 
 
 
 

mailto:conference@ferro-alloys.com
mailto:event@ferro-alloys.com


第十八届中国铁合金国际会议-报名表 
2021年5月19-21日，南京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英文  

详 细 地 址  

代表 信 息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邮  箱/Email 

      

      

      

企 业 类 型 
□ 生产商    □ 贸易商  □ 采购商    □仓储物流    □设备/服务商    

□ 投资企业   □ 其它__________ 

主营产品服务 
供应：  

采购： 

§参会费用:包含参会费、资料费和餐费  

⊙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及中国铁合金网国内会员企业： 

□ 2021/04/30日前3600元/人；  □ 2021/05/01日后4000元/人 

凡新加入的中国铁合金网VIP会员企业可免费一人参会，基础会员企业报名2人以上可享9折优惠。 

⊙ 国内非会员参会企业注册费用： 

□ 2021/04/30日前4000元/人；  □ 2021/05/01日后 4500元/人 

凡新加入的中国铁合金网会员企业按会员价格参会，多人参会协商收费标准。 

§展览、广告收费及相关: 
展览 
 

□标准展位3m*5m 
--展示企业实力--现场吸引客户 

10000元 

 
会刊、参会企业名录广告 
--企业持久宣传 
--发送范围广，宣传力度
强 

□封面 20000元 
□ 封底 18000元 
□ 封二或插一 15000元 
□ 封三 12000元 
□ 彩页内页 6000元 

其他 □ 资料随包发放 6000元 
□ 企业宣传视频 3000元/10分钟 
□ 企业易拉宝 2000元/个 

§会议酒店：住宿费参会代表自行承担。如需提前预订房间，请填写以下信息  

会议酒店：南京绿地洲际酒店(中央路1号) 

房 型： □ 大床房   670元含早餐          □ 双床房  750元含双早餐 

间 数：_____间    天 数：____晚  入住时间________ 离开时间___________ 

费用总计：_______________元，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铁合金网

汇款指定账号 

开户单位：北京中金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1100 6066 5018 0019 5865 5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东大桥支行 

联系人：李剑  13911566246（微信同号） 

邮箱：conference@ferro-alloys.com    

付款单位 

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金钢侠杯”快乐跑步活动报名事项 
 

为了提高冶金行业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增强体质。中国铁合金网特发起业内跑步活动。 

具体要求： 

1. 凡是年满18-60岁的爱好跑步、体育运动的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凡是有高血压、孕妇或者

年龄超过65岁的人不要参加。 

2. 根据报名人数的多少，我们统一制作跑步服装，短袖和短裤。鞋子由自己解决。 

3. 报名截止时间：4月25日 

4. 跑步时间：暂定为 5月19日早晨 7:00-11:00 ，南京玄武湖附近，具体跑步地点 随后告知 

5. 跑步服装制作费：500元/套 ，定制时注明 尺码，颜色统一制定。欢迎企业冠名赞助。 

6. 将联合“锰龙杯”主办方，参与“金钢侠杯”跑步活动。诚邀企业冠名赞助，长期组织。 

 

跑步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跑步代表 

姓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 邮箱 

    

    

    

报到时间  

参加会议 

（可多选） 

18日到达18日晚上跑步参与者欢迎聚会19日晨快乐跑步 

 

19日1:00后报到和交流 

20日会议并参加欢迎晚宴 
21日上午参观工厂 

酒店住宿安

排 

时间 5月18日；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 

标准 
□ 大床房 670元含早餐  

□ 双床房 750元含双早餐  

服装费 

收费标准 付款单位（开票信息） 

短袖短裤速干 500元/套  

   

会务组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剑：13911561246（酒店预定）     010-58697578 

邮箱：fasteel@126.com， Conference@ferro-alloys.com 

mailto:fasteel@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