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2021）五化商矿函字第 081 号 

 

关于召开“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 

暨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分析后疫情时代国内外形势对中国白银工业的

影响，研判全球白银全产业链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白银及

白银珠宝等时尚产业发展前景，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并不断

推动白银文化传播和白银终端消费，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

会定于 2021 年 10 月 28-31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第二十届中

国国际白银年会暨 2021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本届年会以”跨界融合 科技创新 消费引领”主题，会

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长沙国际白银珠宝

产品风尚博览会”展览展示、高峰论坛（1 场主题论坛+6场

分论坛）、“中国白银企业合作洽谈项目对接会（拟）”、“首届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风尚饰品消费节”、“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风

尚名流商务晚宴”、“中国白银风尚嘉年华颁奖盛典”七大部

分组成。 

    二、会议时间地点 

   （一）中国国际白银年会。 

注册与报到时间：2021 年 10月 27 日 

注册与报到地点：长沙融创施柏阁酒店大堂（湖南省长

沙市长沙县学园路 3 号）  

年会时间： 2021 年 10 月 28日—10 月 29 日  

   （二）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 

博览会布展时间：2021 年 10月 27 日下午 3:00  

博览会展期时间：2021 年 10月 28 日—10 月 31日 

博览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三、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联合主办：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世界白银协会 

              长沙市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湖南省商务厅 

    协办单位：湖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观赏石行业协会 



     上海期货交易所 

     江西省贵溪鲍家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明发贵金属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河南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金业贵金属有限公司 

     浙江宏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元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参会人员 

    行业关联部门、矿山企业、冶炼企业、下游深加工企业、

贸易商、投资及金融机构、期货经纪公司、科研与开发机构、

文化创意及文创产品公司、造币厂、市场咨询机构、白银及

黄金珠宝玉石饰品爱好者与高端消费者等。 

    五、会议主要活动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主要拟定活动安排 

会议日期 时间 内容 

会议注册、展览布展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三） 

8:00-22:00 
会议注册地点：长沙融创施柏阁酒店大堂 

展览布展地点：长沙市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开幕式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

午 

（星期四） 

9:00-9:50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

会”领导巡馆活动 

9:50-10:30 白银年会和白银博览会开幕式 



主论坛会议 

2021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四） 

上午：10:30-12:00 

下午：13:30-17:00 

17:00-18:20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论坛” 

“白银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

会”颁奖仪式 

欢迎晚宴 

2021 年 10 月 28 日晚 

（星期四） 

晚上：18:30-20:30 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风尚名流商务晚宴 

平行分论坛会议 

2021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铜铅锌白银分会

2021 年工作会议” 

“白银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论坛” 

“白银贸易流通与市场消费论坛” 

“白银市场与投资交易论坛” 

下午：14:00-17:20 

“白银贵金属产业国际化与经贸促进论坛” 

“白银工业应用论坛” 

“白银黄金珠宝首饰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白银行业年度订货会（拟）” 

展览 

2021 年 10 月 28 日 

-10 月 31 日 

（星期四-星期天） 

9:00-17:30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 

白银会闭幕式 

2021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五） 

下午：17:30-18:00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

式”（会旗、会徽交接仪式） 

博览会会闭幕式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天） 

下午：13:30-14:00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

会”闭幕式 

  （说明：会议日程随时更新，以最新更新日程为准。） 

六、会议注册事宜 

   （一）会议注册。 

    1．会议费用。 



代表类别 
2021 年 10 月 22 日之前 

（以汇款凭证为准） 

2021 年 10 月 22 日之后 

（现场交费） 

国内参会代表 3600 元人民币/人 4200 元人民币/人 

国外参会代表 1350 美元/人 1500 美元/人 

    2．付款方式。 

    单位名称：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请在汇款时

标注“白银年会注册费”）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账  号：11001029200056065199 

   （二）展位注册。 

    1．展位费用。 

展位类型（参展方式） 面积（平方米） 单价 备注 

特装展位（光地展） 
36 平米（可自主

选择） 

50000 元/个（自主选择

1500 元/平米） 

含基本制作搭建

费 

国际标准展位 3×3 米 15000 元/个 含制作搭建费 

    2．付款方式。 

    单位名称：长沙元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在汇款时标

注“白银年会展位费”）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湘江支行 

账  号：4300 1510 0610 5250 4278 

   （三）房间预订。 

组委会房务组协助预定房间，费用请与酒店单结。 

    高级大床房：598 元/天/间（含早餐） 

    高级双床房：598元/天/间（含早餐） 



七、联系方式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 

暨 2021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组委会 

 

   秘书长兼会务组组长： 

唐武军  13901048234   电话：010-63971739 

   副秘书长兼会务组副组长： 

刘红运  18373180888     

 

    会务一组（专家发言联络）： 

    靳湘云  18610088003    电话：010-63976171 

    石和清  19801022861    电话：010-63978092-8069  

    

    会务二组（市场招商推广）： 

    张元元  13488695774    电话：010-63963822 

    孙红霞  13301715255    电话：010-63978092 

    亓凤娟  16601565682    电话：010-63978092 

    郑宏志  13911578010    电话：010-63971696 

张 凡   18001036278    电话：010-63963930 

     

会务三组（展位报名登记）： 

    姬长征   15910241519   电话： 010-63978092-8082    

 传真:  010-63971647  



    会务四组（会议报名注册）： 

    王维玮  13910303990    电话： 010-63976171; 

63978092-8062  传真:  010-63971647 

李 元  电话： 010-62560921;    010-63978092-8116    

           E-mail:PM@antaike.com,  5457608@qq.com   

 

附件：1.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日程 

      2.参会回执表 

      3.参展申请表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附件 1：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初拟日程 
 
（一）2021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全体会议 
 

10月 28 日上午全体大会 

开幕式 

主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 江辉 先生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00-9:5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一楼主展厅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领导

巡馆活动 

9:50-10:3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5、6）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暨 2021 长沙国际白

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开幕式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江辉先生致开幕辞 

中国银都—湖南永兴县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协办赞助单位代表领导致辞 

上海期货交易所领导致辞 

世界白银协会执行主席Michael P. DiRienzo 致辞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拥兵先生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

研究员，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姜增伟

先生致辞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论坛（主论坛 1） 

主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 江辉 先生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30-11:15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5、6）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商务部原

副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姜增伟先生)  

11:15-12:00 
中国企业“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商务部国际贸

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曲维玺先生 ） 

 

10月 28 日下午全体大会 

白银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主论坛 2）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主持：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30-2:15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5、6） 

跨界融合与消费新趋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萍女士） 

2:15-2:45pm 

新形势下中国矿产品外贸形势与海外矿业投资风

险防范（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刘中慧  

先生） 

2:45-2:55pm 茶 歇 

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55-3:25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5、6） 

世界白银消费与投资趋势潮流分析（世界白银协

会执行主席 Michael P. DiRienzo） 

3:25-3:50 pm  

 新时期中国白银等贵金属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分

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全

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贵金属分技术委员

会秘书长 向磊先生） 

3:50-4:00 pm  茶 歇 

主持：中国商业联合会  

4:00-4:30 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5、6） 

“中国银都—湖南省永兴”白银产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  

4:30-5:00 pm 
河南济源“中国白银城”推介（或者河南济源白

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拟邀） 

颁奖盛典 

5:00-6:20 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5、6）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颁奖

仪式  

2021 年

10 月 28

日晚上 

6:30-8:30 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 3楼大宴会厅

（星沙厅 1） 

“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风尚名流商务晚宴” 

 

 

（二）2021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分论坛会议 
10月 29 日上午平行分论坛 

五矿商会铜铅锌白银分会会议（分论坛 1） 

（限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员参加）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12:0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 一 楼 会 议 厅

101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铜铅锌白银分会

2021 年工作会议” 

 

白银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论坛（分论坛 2） 

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9:3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 一 楼 会 议 厅

104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进展（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重金属部副处长  张楠女士） 

9:30-10:00 

中国白银等贵金属资源形势与保障分析（中国地

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照志先生） 

10:00-10:30 
金属--能源耦合与碳中和（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研究员  陈伟强先生） 

10:30-10:40  茶 歇 

10:40-11:10 

白银冶炼的现状与新进展-铜铅阳极泥回收贵金

属的路线分析（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冶金工

程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刘伟锋先生） 

11:10-11:35 

铅铜阳极泥底吹熔炼提取金银等稀贵金属的产业

实践（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李贵 

先生） 

11:35-12:0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稀贵金属等综合利

用行业现状与趋势（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电器循

环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蔡毅女士） 

白银贸易流通与市场消费论坛（分论坛 3） 

主持：中国商业联合会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9:3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 一 楼 会 议 厅

103 

中国商业联合会报告（题目待定） 

9:30-10:00 

中国黄金白银珠宝首饰行业文创产业发展现状及

前景（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宁才 先生） 

10:00-10:30 
中国白银集团未来发展战略思考（中国白银集团

副总裁 孙里先生） 

10:30-10:40  茶 歇 



10:40-11:10 
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发行现状及投资前景展望（中

国金币总公司） 

11:10-11:35 
数字技术为金银产业腾飞赋能（北京金玖银玖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建胜先生 

11:35-12:00 
白银贸易现状及展望（上海锌达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  杨景先生） 

白银市场与投资交易论坛（分论坛 4） 

主持：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9:3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 一 楼 会 议 厅

102 

我国低碳能源和美开启退出政策下全球大宗商品

市场展望（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院长 王骏先生） 

9:30-10:00 

白银市场近期趋势及展望（英国金属聚焦公司

（MF）创始合伙人、总经理  Nikos Kavalis 先

生） 

10:00-10:30 
市场分析的逻辑（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公司贵金

属市场分析师  靳湘云女士） 

10:30-10:40  茶 歇 

10:40-11:10 
周期下的白银（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山

东招金银楼副总经理  梁永慧先生） 

11:10-11:35 
经济复苏背景下白银市场发展趋势（中国银行全

球金融市场研究中心负责人  崔海涛先生） 

11:35-12:00 
白银期货资产配置应用与风险管理分析（中信期

货有限公司研究部资产配置组经理  张文先生） 

 

10月 29 日下午平行分论坛 

白银贵金属产业国际化与经贸促进论坛（分论坛 5） 

主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2:00-2:30 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2 

白银期货助力白银产业健康发展（上海期货交易

所商品一部资深经理 赵莹女士） 

2:30-3:00 pm 

资本市场新格局下白银等贵金属投资框架与价值

研究（海通国际证券、海通证券金属行业首席分

析师 施毅先生） 



3:00-3:30 pm 
白银矿业公司发展战略分析（加拿大希尔威金属

矿业有限公司 （Silvercorp Metal Inc.）） 

3:30-3:50 pm   茶 歇 

3:50-4:20 pm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助力白银企业发展中国建设

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处长 王国清 先生） 

4:20-4:50 pm 有色金属产业金融融合与供应链未来（待定） 

4:50-5:20 pm 

把握中国“碳中和”承诺背后的白银产业历史性

机遇（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中国五矿经济

研究院）政策研究室  高级研究员  徐天昊先生） 

5:20-5:30pm 茶歇 

5:30-6:00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3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式 

白银工业应用论坛（分论坛 6） 

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2:00-2:30 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4 

中国银基电工合金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桂

林金格电工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经

先先生 

2:30-3:00 pm 

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实施进展与展望（云南省贵

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 张爱敏女

士） 

3:00-3:30 pm 
光伏用银发展趋势分析（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产业研究专业总监  张愿成先生） 

3:30-3:50 pm   茶 歇 

3:50-4:20 pm 
高性能溅射靶材及贵金属材料的应用（有研亿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金江先生） 

4:20-4:50 pm 

“导电银浆到器件”价值链升级的探索（北京中

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摩尔材料研究院执行院长  殷文钢先生） 

4:50-5:20 pm 报告待定 

5:20-5:30pm 茶 歇 



5:30-6:00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3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式 

白银黄金珠宝首饰产业发展论坛（分论坛 7） 

主持：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2:00-2:30 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3 

 

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 

2:30-3:00 pm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食品接触银器皿》

标准宣贯（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质检中心质检总工  马蓉女士） 

3:00-3:30 pm 
中国白银工艺品文化技术研究（北京工美艺术研

究院院长 申文广先生） 

3:30-3:50 pm   茶 歇 

3:50-4:20 pm 
意大利银饰品抗氧化工艺技术研究（意大利珠宝

协会官方代表  杨豪杰先生） 

4:20-4:50 pm 

中国黄金珠宝首饰品牌战略分析（中国黄金集团

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央创（深圳）时尚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拟邀） 

4:50-5:20 pm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银饰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互动互塑的社会生命(湖

南凤村苗族银饰的民族志探究》专著作者 田夏萌

女士) 

5:20-5:30pm 茶 歇 

5:30-6:00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3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式 

中国白银企业合作洽谈项目对接会（拟）（分论坛 8）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2:00-5:30 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1 

中国白银企业合作洽谈项目对接会（拟） 

5:30-6:00pm 

长沙国际会议

中心一楼会议

厅 103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式 

（说明：会议日程随时更新，最新更新日程为准）  



附件 2： 

2021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参会回执表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29 日     展览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31 日 

注册报到、布展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  咨询电话：010-63976171、62560921 

回执表传真：010-63971647          E-mail: PM@antaike.com  5457608@qq.com 

单位名称(中)  

单位名称(英)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参会人数   

单位

类型 

□政府    □行业协会及非政府组织   □地质勘探机构   □矿权交易机构   □矿业开采与加工   □冶炼精炼  

□深加工（工业） □珠宝首饰 □贸易  □机械设备  □科研机构与院所  □大学高校  □金融机构（银行、证券、

基金、期货、信托、保险、商品与期货交易所等） □法律、会计、评估与咨询服务机构  □新闻媒体  □其它 

会费

金额 

10 月 22 日（含）之前 国内代表      人×3600 元人民币/人=         元 

10 月 22 日之后 国内代表      人×4200 元人民币/人=         元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会议注册费:汇款总计 ￥           元（小写） 万       仟     佰     元整（大写） 

是否加入企业名片（收费标准 600 元人民币）：是□   否□    （请将企业介绍以 word 格式发送到表格上方邮箱） 

人民

币账

号 

单位名称：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请在汇款时标注“白银年会注册费”） 

纳税人识别号： 911101081013298175 

地址、电话：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二层 201   010-63971657 

开户行及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11001029200056065199 

房间预订（   ）间 
酒店名称：长沙融创施柏阁酒店（五星）  房间预订说明：请单独填写订房回执表 

酒店预订房务组联系电话：仝政威 18611880021（工作日 9:00-12:00,14:00-19:00） 

注意

事项 

1.提前注册并汇款的代表在报到时凭汇款底单复印件领取发票；2. 如果在线邮件注册无法完成，请下载并填写回

执表传真至＋86（010）63971647；3.;如果需要正式会议通知（盖章公函文件），可直接向组委会索取或下载；

10 月 22 日前汇款的代表，可确保参会名单登入会议名录 

付款单位   

付款方式 □ 汇款    □现场交费 开票类别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票单位名称（发票抬头）   

开票信息六位代码：  

初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开据专用发票信息有变

更的单位请填写： 

1、单位地址   

2、联系电话   

3、纳税人识别号   

4、开户银行名称   

5、银行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   

收件人   邮编   联系电话  



附件 3：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暨 2021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

尚博览会参展申请表（代合同） 

日期：2021年 10月 28日-31日   地址：长沙国际会议中心 

参展单位信息 

*公司中/英文名称：                                                                                                 

*中/英文地址：                                                                                                     

*电子邮箱：                  *座机：                     *传真：                     *网址：                       

*联络人：                   先生    女士 *职位：             *手机：            *QQ/微信：                  

*参展展位（3x3=9 ㎡）：          个    展位号：                 单价：                    元/个    

*折后价格：                       总价格：                   元      

*备注：含制作搭建费和展柜、座椅。 

申请参展规定 

1. 申请参展商保证所提交的资料真实，准确。展品合法合规，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等问题，遵

守组务会各项参展条款规定，服从统一安排管理。展品及财务自行保管，如有损失主办方概

不负责。 

2. 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准私自转让、出租（卖）展位，发现参展人或展品与申请参展不符组会委

有权清除其展位，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展商负责。 

3. 现场不准销售违禁物品和假货（包括烤色、填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珠宝品类）等行为，

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没收，清除展位，并追究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4. 展商必须对组委会所邀请鉴定机构老师做出的鉴定结果认可，不得质疑，争辩吵闹等。 

5. 参展商参加本展会销售产品自负盈亏，不得以任何理由出现闹事闹展等不法行为，否则将由

当地公安机关以扰乱公共秩序依法处置。 

6. 如因战争、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罢工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展会取消、暂停、缩短

展期等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7. 参展商在不损害参展产品最低价格体系的前提下，需参与组委会为刺激消费购买而推出的系

列促销政策。 

8. 组委会签订了展会指定 VIP 最高性价比酒店（离展区 100—500 米以内），参展商需提前 15

个工作日提出申请。 

9.布展时间：2021年 10月 27日下午 3:00，展期时间：2021年 10月 28日—10月 31 日。 

10.展位费支付：参展费于布展之日（2021 年 10 月 27日）前七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支付账

号如下： 
公司名称 长沙元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湘江支行 

账号 4300 1510 0610 5250 4278 

11.参展商务必遵守组委会的防疫要求，参展期间人员必须填写相关信息。 

参展人：                身份证号：                                   

参展人：                身份证号：                                   

参展人：                身份证号：                                   

参展人：                身份证号：                                   

申请单位： 

（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2021 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平面与展区分布图 
 



 

展位放大图 



 

特装（光地）展位效果图 *（实际效果以最终搭建为准） 

 

标准展位效果图 （实际效果以最终搭建为准）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暨 2021长沙国际白银珠宝产品风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