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2021）五化商矿函字第 55号 

 

关于举办第 29届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年会 

暨 2021年 Mysteel 有色金属年会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2021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第 29 届中国五矿化工进

出口商会年会暨 2021 年 Mysteel 有色金属年会将在江苏省苏

州市举行。会议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与上海钢联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苏州市政府大力支持，主要包括总

裁峰会、五矿商会年会、Mysteel 有色金属年会和苏州头部企

业考察活动。预计参会代表近千人，涵盖有色及黑色金属、石

油化工、五金建材和卫浴等上下游产业链。 

针对当前日趋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本次会议将邀请著名

专家学者就当前全球经济、中美关系、数字货币、碳达峰碳中

和等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同时也邀请了国内有色和黑色金属行

业的领军人物一同探讨行业发展，为企业搭建更专业、更高端、

更权威的交流平台。 

现将会议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会议酒店 

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国宾路 1号 

电话：0512-62897888 

二、会议费用 

此次会议由五矿商会年会和 Mysteel 有色金属年会组成，

会议费打包价 3500 元/人，仅参加五矿商会年会为 3000 元/

人，仅参加 Mysteel 有色金属年会为 2000元/人。 

同一公司报名 2人可享受 10%折扣，3人或以上可享受 15%

折扣。如因故不能参会，10 月 29 日前可全额退款，11 月 19

日前可退 50%会议费，11月 20日后不接受退款。 

会后参观考察苏州当地头部企业，名额有限，自愿报名，

免费参加。 

三、住宿安排 

本次会议住宿共安排三个酒店，分别是苏州金鸡湖凯宾斯

基大酒店、苏州金鸡湖大酒店和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请参

会代表直接联系酒店预订房间，酒店和房型先订先得，住宿

费请直接付款至酒店。如需商会协助，请联系会务组。 

酒店联系人及电话： 

1.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750 元/晚和 850 元/晚，

李厚琴，18951117390。 

2.苏州金鸡湖大酒店，750 元/晚，谭军，18051107660。 

3.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700 元 /晚，蒋晓兢，

18362695686。 

特别提示：会议酒店为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苏州 



金鸡湖大酒店紧邻会议酒店，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距会议酒

店车程约 15 分钟，安排大巴接驳。疫情期间建议参会代表单

人住宿。 

四、汇款账号 

开户名称：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北京车公庄支行 

账    号：137121516010019436 

五、联系方式 

矿产品部：刘雨薇/刘倩/檀学舟  

电话：010-8569 2702/13810443302（同微信号） 

      010-8569 2822/18614081661 

      010-8569 2827/13683592257 

传真：010-65882813 

邮箱：liuyw@cccmc.org.cn 

会展部：李永强  010-8569 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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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11 月 29 日全天会议报到，凯宾斯基大酒店大堂二楼 A 区 

29 日下午总裁峰会（与中金公司共同举办，仅限受邀高管参加） 

11 月 30 日  第 29 届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年会 

（大宴会厅） 

8:45--9:00 会议致辞 

9:00--10:30 
2022 年全球经济展望  

---知名经济学家 

10:30--12:00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对策 

---黄仁伟，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  

12:00--13:30 自助午餐  3 楼怡时咖啡厅 

14:00--15:30 

新发展格局下的未来中国经济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商务部经贸

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 

15:30--17:00 
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刘东民，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 

17:00--18:00 
中国碳市场建设---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生态环境部 

18:00--19:00 自助晚餐  3 楼怡时咖啡厅 

12 月 1 日上午  苏州企业考察活动（名额有限） 



12月 1日 2021年 Mysteel 有色金属年会 

铜产业分场（大宴会厅） 

上午  铜精矿及产业宏观专场 

9:00--9:15 领导致辞 

9:15--10:15 
大类资产配置分析和展望 

---知名经济学家 

10:15--10:45 
铜冶炼厂冶炼技术深层次探讨 

--大型金属加工技术设计院 

10:45--11:15 
从矿到金属的全产业链策略 

--大型铜矿及铜冶炼企业 

11:15--11:45 
圆桌论坛：中国铜原料供应格局及供应趋势深度探讨 

--国内主要冶炼厂、海外矿山代表 

12:00--13:00 自助午餐  3 楼怡时咖啡厅 

下午  铜冶炼及需求专场 

13:30--14:00 
可再生能源及电网发展趋势 

--大型电力企业、可再生能源学会、电力电缆研究所 

14:00--14:30 
再生铜供应趋势及对国内铜产业链格局的影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14:30--15:00 
硫酸供需及价格展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15:00--15:30 
国际铜合约在期现交易中的作用 

--上海期货交易所 



15:30--16:00 
圆桌论坛：碳达峰背景下铜供需隔格局展望 

--工信部、大型铜冶炼企业、贸易公司、上海钢联等 

16:00--17:00 
2022 年铜产业年报发布 

-- Mysteel 铜精矿、电解铜、铜杆及再生铜分析师 

铝产业分场（大宴会厅） 

上午  铝土矿及产业宏观专场 

8:50--9:00 领导致辞 

9:00--9:25 
“双碳”背景下的铝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与探讨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轻金属部 

9:25--9:50 
中国铝资源政策分析及应用探讨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9:50--10:15 
碳中和目标推动再生铝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环科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10:15--10:40 
铝期货发展现状及氧化铝期货上市进展 

--上海期货交易所 

10:40--11:00 茶歇 

11:00--11:30 
铝土矿物流成本分析及混矿市场前景研究 

--国内大型铝业集团 

11:30--12:00 
2022 年铝行业发展趋势及远期展望 

--国内大型铝业集团 

12:00-13:30 自助午餐  3 楼怡时咖啡厅 



下午  铝加工、再生及终端消费专场 

13:30--14:00 
中国铝挤压材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国内大型铝挤压材生产企业 

14:00--14:30 
汽车用铝合金板材应用现状及发展方向 

--国内大型铝合金板材生产企业 

14:30--15:00 
铝合金轮毂市场现状及展望 

--国内龙头铝合金轮毂生产企业 

15:00--15:30 
大幅提升国产矿品质新工艺 

--外资矿山公司 

15:30--16:00 
如何运用金融工具为铝产业链企业保驾护航？ 

--国内知名期货公司 

16:00--16:40 
政策频繁扰动下的氧化铝供需格局及价格走势分析 

-- Mysteel 氧化铝产业分析师 

16:40--17:20 
电解铝行业面临的“危与机”--2022 年电解铝市场预测 

-- Mysteel 电解铝产业分析师 

17:20--18:00 
再生铝搭上“双碳”快车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 Mysteel 废铝产业分析师 

铅锌产业分场（大宴会厅） 

上午  铅锌矿专场 

9:00--9:15 领导致辞 

9:15--9:45 
中国铅锌市场展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9:45--10:15  
贵金属价格趋势展望 

--知名贵金属矿山开采、冶炼企业 

10:15--10:45 
新冠疫情对海外铅锌矿山供应周期的影响 

--头部金属矿业企业集团 

10:45--11:15 
十四五规划下的中国铅锌矿供应趋势 

--大型有色金属矿及冶炼企业 

11:15--11:45 
国内铅锌矿、金矿选矿尾矿综合利用情况及应用趋势 

--知名矿端开采设备企业 

12:00--13:00 自助午餐  3 楼怡时咖啡厅 

下午  铅冶炼及需求专场 

13:30--14:00 
废旧电池行业发展的瓶颈期对再生铅市场的影响 

--电池行业头部企业 

14:00--14:30 
副产品收益对原生铅企业生产的影响？ 

--知名铅冶炼企业 

14:30--15:00 
2021 年硫酸市场回顾和 2022 年展望 

--隆众资讯 

15:00--15:30 
新能源发电及储能电池发展趋势 

--大型储能电池生产企业 

15:30--16:30 
圆桌论坛：新能源背景下“旧”能源需求前景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储能电池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铅冶炼企业 

16:30--17:00 
废铅蓄电池价格指数发布暨 2022 年铅产业年报发布 

-- Mysteel 铅锌矿、铅金属及电池分析师 



下午  锌冶炼及需求专场 

13:30--14:00 
全球锌中长期供需展望 

--国际锌协 

14:00--14:30 
锌二次物料供应发展趋势分析 

--大型环保技术企业 

14:30--15:00 
人口及收入分配政策对家电需求的影响 

--头部家电企业 

15:00--15:30 
芯片短缺对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影响 

--外资车企巨头 

15:30--16:30 
圆桌论坛：中国锌需求前景展望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大型冶炼企业、钢铁企业、大型制造企业 

16:30--17:00 
Mysteel 锌精矿价格指数暨 2022 年锌产业年报发布 

-- Mysteel 锌矿及锌金属分析师 

18:00-20:00  答谢晚宴 

(大宴会厅) 

 

 

 

 

 

 

 



附件 2： 

会议赞助及广告报价 

 

类型 收费标准 享受服务内容 

协办单位 300000 元 

1.免费参会名额不限 

2.会场播放公司宣传片 

3.会场内单独背景板 

4.会议资料彩页广告 

5.会议开幕时致辞 

6.免费提供住宿，并安排专车接送 

特别赞助 100000 元 

1.2 名免费参会名额 

2.会场播放公司宣传片 

3.会场内单独背景板 

4.会议资料彩页广告 

5.免费提供 2 人住宿，并安排专车接送 

参会代表证 30000 元 
1.代表证印刷公司名称 

2.会议材料彩页广告 

会议资料袋 30000 元 
1.资料袋印刷公司名称 

2.会议资料彩页广告 

会议资料彩页广告 10000 元 会议资料彩页广告 

    会议诚招协办单位和支持单位等，并欢迎各种形式的赞助。

赞助遵循自愿公平原则，如有意赞助支持，请与会务组联系。 



附件 3： 

参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手机  职务  

邮箱  微信号  

发票邮寄地址 
 

 

联系人（如与参会代表不一致请填此栏） 

 

是否参加苏州商务考察活动：是□     否□ 

 

会议费请汇到商会账户，住宿费请直接付款给酒店。 

开户名称：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开户银行：广发银行北京车公庄支行 

账    号：137121516010019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