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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0（第一届）中国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材料 

产业高端论坛”的通知 

 

由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下简称“不

锈钢联盟”）主办的“2020（第一届）中国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

业高端论坛”，拟定于 2020 年 10 月 14~15 日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协

同创新-构建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双循环”新格局”。 

一、会议主题 

协同创新-构建不锈钢产业“双循环”新格局 

二、组织机构（持续更新中） 

主办单位：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支持单位：盐城市人民政府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 

承办单位：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 

 

不锈联盟〔2020〕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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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浙江甬金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三、会议时间 

（一）10 月 14 日 

9:00-21:00  会议报到 

14:00-17:00  参观德龙镍业 

17:30    欢迎晚宴（在德龙镍业举行） 

（二）10 月 15 日 

2020（第一届）中国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高端论坛 

8:30-12:30  上午会议 

14:00-17:30  下午会议 

四、会议内容及参会嘉宾 

盐城市政府领导和承办方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领导致欢迎辞 

1. 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 

2. 构建我国不锈钢产业双循环的思考 

3. 太钢与宝武合并引领全球不锈钢产业新格局 

4. 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产品、新工艺探讨 

5. 建筑用不锈钢发展方向 

6. 石油化工容器用钢简述 

7. 德龙镍业不锈钢产业发展思路 

8. 全球不锈钢加工配送及在大型装备应用发展趋势 

9. 不锈钢冷轧产业发展布局 

10. 大数据赋能钢铁企业物流优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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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子交易在不锈钢行业中的应用 

12. 高强度不锈钢屋面板应用 

13. 镍铁市场供应分析 

14. 铬铁市场供应分析 

15. 高端对话 

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ISO 原主席张晓刚、

中国钢铁协会副会长、冶金工业规划院党委书记李新创等行业知

名专家、企业领导、下游行业专家及众多不锈钢产业链企业。 

目前已邀请的嘉宾： 

----行业知名专家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不锈钢联盟名誉理事长     干  勇 

ISO 原主席、不锈钢联盟名誉理事长            张晓刚 

冶金工业规划院党委书记、不锈钢联盟首席顾问  李新创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秘书长                      王怀世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常务副会长        刘复兴 

----下游行业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 

中国化工装备协会秘书长                      朱海鹰 

----部分企业领导 

太钢集团总经理、不锈钢联盟常务副理事长      高建兵 

太钢集团副总经理                            柴志勇 

钢铁研究总院党委书记、不锈钢联盟理事长      杜挽生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文南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陈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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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洪树利 

首钢集团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降向冬 

广西北部湾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庆周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永胜 

广西柳钢中金不锈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剑洪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裴宰铎 

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不锈钢分公司总经理     秦俊山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郑周 

连云港华乐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士良 

广西梧州市金海不锈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辉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克明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虞纪群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江  天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董事长             郁晓春 

江苏信用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理飞 

----部分参会企业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钢铁研究总院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青拓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北部湾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柳钢中金不锈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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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市金海不锈钢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永达特钢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市鑫峰特钢有限公司 

安徽富凯特材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 

  江苏信用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 不锈钢） 

五、会议地点 

江苏省盐城市迎宾馆 迎宾厅 

（地址：盐城亭湖区经济开发区天山 1 号） 

六、邀请参会单位及人员 

邀请政府部门有关领导、不锈钢生产领域专家、不锈钢应用领域

专家、相关协会与研究机构领导、主流媒体等。 

七、参会费用 

（一）费用包括会务费、资料费、餐费。 

1. 参会人员 1800 元/人。 

2. 会务组可为参会代表代订住宿，费用自理。 

（二）免费参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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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锈钢联盟会员级别享受免费名额：普通会员单位免费 1 人，

理事单位及常务理事单位免费 2 人、副理事长及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免

费 3 人。 

（三）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参会单位名称及“中国不锈钢及特种合金

新材料产业高端论坛”字样。 

（四）会务组在收到汇款后给汇款单位开具明细为“会务费”的

发票。 

（五）账户信息如下： 

联盟账户：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联盟账号：110940184410602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八、报名方式 

为利于安排代表食宿、资料准备等工作，请参会人员务必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前扫二维码报名，或填写报名回执表（附件 1）并发送至

邮箱报名。 

（一）第一种方式 

扫描右侧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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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种方式 

填写回执表并发送至邮箱：SSTA01@126.com 

九、企业展示费 

企业赞助及广告宣传意向见附件 2。 

十、会议联系人 

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秘书处 

陈博俊：13911617936     010-64520919 

鹿  宁：13718587256 

彭  锋：18611150233 

 

 

 

 

 

 

中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 

2020 年 9 月 1 日 

mailto:SSTA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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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第一届）中国不锈钢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高端论坛 

暨不锈钢联盟第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电    话  传    真  

参会嘉宾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手    机 邮    箱 

    

    

    

报到时间  

参加会议 

（可多选） 

□14 日上午联盟会员大会（仅限联盟会员参加） 

□14 日下午参观德龙镍业并参加欢迎晚宴 

□15 日全天产业高端论坛 

住宿安排 

时间 □10 月 13 日；□10 月 14 日；□10 月 15 日； 

标准 
□双床房（360 元/晚 含双早） 

□大床房（360 元/晚 含双早） 

会 务 费 

收费标准 付款单位（开票信息） 

联盟会员 
减免 1-3 人不等，

详见会议通知 
 

其他企业代表 1800 元/人  

会 务 组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博俊：13911617934     010-64520919 

鹿  宁：13718587256   

彭  锋：18611150233 

邮  箱：SSTA01@126.com 



 

  

9 

附件 2： 

企业赞助及广告宣传意向 

企业赞助及 

广告宣传费用 

□ 协办单位：10 万元；   □ 高级赞助单位：5 万元 

□ 易拉宝：2 万元/个；   □ 公司宣传册发放：2 万元； 

□ 会议资料桌：1 万元；  □ 会议用品：2 万元 

□ 会刊封二广告：1 万元；  □ 封三广告：8000 元； 

□ 插页广告：5000 元 

广告宣传 

联系人 
李茹：1336666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