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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协国〔2019〕16 号 

 

 

关于参加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 
国际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

行业分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

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25-27 日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 

2018 年，我国钢铁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入推进，市场供求基本平衡，铁矿石和钢材价格维持在

合理区间，产业链各企业效益好转。2019 年以来，受各种因

素影响，铁矿石价格飙升，钢铁企业效益下滑。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

讨会将本着促进供需衔接，推动产业链健康发展的宗旨，邀

请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国内外主要钢铁生产企业和铁

矿石供应商及有关咨询机构的领导和专家与会发表演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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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行业形势，分享他们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看法。会议具体议

题包括：中国钢铁工业运行现状及发展趋势，全球钢铁市场

形势及铁矿石需求，中国国内矿山生产现状及发展前景，中

国废钢产业发展及废钢铁应用前景分析，国际铁矿石市场供

需情况分析和价格展望，全球主要铁矿石生产商生产运行及

扩产项目最新进展，新兴矿山进展情况及矿业投资机遇分

析，国内外主要钢铁生产企业运营情况及原料采购战略，干

散货船运市场展望和运费分析，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运行情

况及发展展望，铁矿石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及对市场的影响，

优化铁矿石价格指数及铁矿石定价机制探讨，建立长期互利

共赢钢铁和铁矿石产业链等。 

大会已邀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

会、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宝武集团、大连商品交易所、北

京铁矿石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力拓、Vale、必和必拓、

FMG 公司、Roy Hill 公司等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及国内

外主要钢铁生产企业和铁矿石供应商的领导和专家与会就

上述议题发表演讲。  

欢迎各钢铁企业，冶金矿山企业，铁矿石贸易企业，相

关物流企业、投融资机构、研究咨询机构等积极报名参加会

议。大会的具体组织筹备工作由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承

担，组委会将竭尽全力为参会单位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组

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如下，具体参会事项见附件。 

组委会办公室：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会议部 

地址: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01 号利生大厦 612 房间 

邮编：100006 

联系人：普红、翟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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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5220754，65243758  

电子邮箱：inco@mcchina.org.cn, puhong@mcchina.org.cn 

网址: www.ironoreconference.com  

附件： 1.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具体

事宜安排 

2.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参会

报名回执表 

3.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会期

内宣传展出方式、收费标准及申请回执表 

4.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青岛

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宿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国际合作部            冶金行业分会 

                  2019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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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 

具体事宜安排 

 

一、 大会注册费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单位每位代表参会费为人民币 3900 元，非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会员单位的中方代表每位参会费为人民币 4500 元。以上收费主要用于特

邀发言稿书面翻译及现场同声传译、资料编排印刷、会场及设备租用、餐饮费补

贴等会务组织费用；会期内的代表住宿费由参会代表自理。请报名参会的单位于

9 月 13 日之前将会议费汇至大会组委会办公室账户，为方便核对，汇款时请注

明“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会议费和参会单位名称（根据财务审

计要求，概不接受个人汇款）。请代表将汇款凭证复印件随“参会报名回执表”

（见附件 2）发邮件返回至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并请在上会报到时出示汇款凭证。

对上会现场缴注册费的代表，组委会办公室将加收每位 200 元人民币。组委会办

公室账户户名、账号及开户行具体情况如下（汇款时如涉及费用/摘要/用途/附

言等，或者不填，或者只能填写“会议费”，否则无法开具发票）： 
 

账户：  冶金工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账号：  020000070901447630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 注：冶金工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系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所属单位。该单位负责

由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举办的所有会展的财务收支业务。) 

 

二、 参会代表报到、住宿事宜 

 代表报到日期：9月 25 日全天向设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的“第十九届

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会务组报到，领取代表证及会议资料，并办理

住宿手续。 
 

 与会代表下榻酒店有关情况：详见附件 4 
 

 会场具体地址及研讨会总体时间安排： 

研讨会具体场址为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青岛市香港中路 9 号，电话：0532

－83883838 传真: 0532-8388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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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总体时间安排为： 

9 月 25 日           代表注册报到 

9 月 26 日            研讨会发言与讨论 

9 月 27 日            上午参观活动 

 

 参会单位报名截止日期： 请决定报名参会的单位于 9月 13 日之前将“参会

报名回执表”（见附件 2）填妥后发邮件返回至研讨会组委会办公室收。 

 

三、组委会办公室 

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会议部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01 号利生大厦 612 房间，邮编：100006 

联系人：普红、翟靖  

电话：010－65220754、65243758  

电子邮件：inco@mcchina.org.cn, puhong@mcchina.org.cn 

网址: www.ironoreconfer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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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 

参会报名回执表 
 

返回至：inco@mcchina.org.cn, puhong@mcchina.org.cn 
联系人：普红 翟靖  电话：010－65220754，65243758 
 

（本表只适用于国内非外资企业报名参会的代表，报名人数不限） 
 

单 位 名 称 

中文： 

英文： 

邮编： 
地址： 
姓名 性别 部门和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参会费用标准 

钢铁协会会员单位：  3900 元/人   非钢铁协会会员单位：4500 元/人 

单位类别 

（请划勾选择） 
钢铁协会会员单位 □   非钢铁协会会员单位 □ 

报名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以下信息必填，供会务组开发票用 
单位户名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的注册地址和电话  

单位的开户行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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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 

广告宣传申请回执表 
 

返回至：inco@mcchina.org.cn, puhong@mcchina.org.cn 
联系人：普红 翟靖  电话：010－65220754，65243758 

（一）、四平米标准宣传展位： RMB30000（用于宣传资料散发） 

（标准展位配置：三面展板、220V 电源 1 个、日光灯 2 个、椅子 2 把、信息台 1张

以及中英文楣板 1 条）  

（二）、大会文集插页广告： RMB16000/每页 

（请于 9 月 1 日前将广告插页递交组委会，以便安排印刷。） 

单位中文名称： 

 

单位英文名称： 

 

地    址： 

 

 

申请宣传展出方式 

 

支付费用 

标准宣传展位  

在大会文集中刊登广告  

总金额  

申请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以下信息必填，供会务组开发票用 

单位户名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的注册地址和电话  

单位的开户行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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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 

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宿预定表 
 
返回至：青岛恒信国际旅行社 张女士收        邮箱：1551894077@qq.com 

入住人员姓名 
 
 性别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电话：                              手机：                     
 
邮箱： 

 
酒店房型及费用 

 

1．青香阁豪华客房：    人民币 1200 元／每晚  (大床/双床)   

2．青香阁尊享客房：    人民币 1400 元／每晚  (大床/双床) 

3．青香阁行政套房：    人民币 3600 元／每晚  (大床) 

住宿详情 

 
入住日期：9 月     日；离店日期：9 月     日； 住宿预定       晚
 
预定房型            ；大床/双床：       ；预定房间数量：       间

说明 
 

① 代表客房含每日一份早餐，双床加收一份早餐 100 元。 

② 名下所发生的长途电话费、酒水费、洗衣费及宾馆内发生的其它个人消费均由代表自理。

③ 大会历年用房紧张，提前预定和汇款将优先选择房型和确保。 

大会指定财务收款人代收房费，汇款信息如下： 

建行青岛贵州路支行   高秀亭   6227 0023 9002 0236 523 

代表报到时，请持汇款凭证到酒店二楼大会分房组办理住宿。 

④ 代表预定房间请先将填好的订房表发送至邮箱,回复预定成功后即可办理房费汇款，发票

待退房时在酒店前台统一开。 

⑤ 如需提前或延后住宿的代表请注明清楚，以便入住后不再变更调换房间； 

如取消房间预定，请于 9月 12 日前通知可全额退款，之后酒店将不予退款。 

⑥ 9 月 1 日之前订房均可得到保障，之后将取决于是否有剩余房间。 

此表填好后请于 9 月 1 日前返回至青岛恒信国际旅行社，任何关于住宿的疑问，请联络我们。 
联系人：张女士                       手机： 13305323675  13905326987 
电话：0532-82668677   82668717        邮箱： 155189407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