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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二届冶金工业节能低碳培训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9年上半年，中国钢铁行业节能低碳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钢铁协会会员企业吨钢耗新水同比下降 7.69%，吨钢综合

能耗同比下降 1.28%。但是，中国钢铁行业真正实现低碳绿色发展，

仍然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中国冶金行业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

量巨大，在工艺流程未发生革命性变化前提下持续降低难度加大；

钢铁企业面临超低排放改造压力，用能成本和环保运行成本大幅

增加；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即将覆盖冶金行业，冶金企业将面临

低碳转型的压力；企业之间节能低碳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为更好开展冶金工业节能低碳工作，传播国家最新节能低碳

政策，推广先进适用节能低碳技术，借鉴先进企业节能低碳管理

经验，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冶金专

委会）定于 2019年 10月 22日至 26日在辽宁营口举办第二届节

能低碳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冶金专委会主办，冶金工业规

划研究院和鞍钢集团共同承办，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鞍

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协办，会议邀请的嘉宾层次高，培

训主题丰富，是冶金节能工作者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冶 金 工 业 规 划 研 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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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形式

主办单位：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鞍钢集团

协办单位：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鞍钢集团节能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二、培训时间和地点

（一）培训时间

2019年 10月 22日-26日

22日全天报到，23日-25日培训，26日技术交流。

（二）培训地点

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店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金泰

路 1号（辽东湾大街南段与金泰路交口西 100米）

三、培训内容

（一）专家授课

1. 节能低碳最新政策解读

2. 能源发展新形势与应对

3.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4. 中国钢铁工业节能路径剖析

5. 钢铁企业能源平衡表编制解读

6. 钢铁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立与运行解读

7. 中国钢铁工业低碳发展思路解析

8. 钢铁工业重点节能技术交流

9. 鞍钢集团节能低碳发展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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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参观

鞍钢鲅鱼圈基地参观考察

四、培训方式

专家授课、互动交流、参观学习相结合，培训完成后发放培

训结业证书。本次授课老师拟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关部委主

管领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冶金和节能领域知名专家、鞍钢集团能

源管理负责人等。

五、培训对象

冶金企业负责人、节能主管领导、部门领导以及节能管理、

技术人员；节能技术公司、设备厂家等相关人员。

六、培训费用

（一）培训费用 4000元/人，费用含培训费、资料费、餐费。

为方便培训组织，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冶金专委会会员可享受折扣价：

冶金专委会会员单位享受 9.5折，折后价 3800元；

冶金专委会委员单位享受 9.0折，折后价 3600元；

冶金专委会副主任单位享受 8.5折，折后价 3400元。

集团公司可组织所属分公司统一报名。

（三）请您于 10 月 19日前办理转账汇款，汇款时请务必注

明参会单位名称及“节能低碳培训”字样。

（四）会务组确认汇款到账后，根据汇款单位提供的开票信

息给汇款单位开具明细为“培训费”的发票。本次培训费用由冶金

工业规划研究院开具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请参加培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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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前咨询贵企业财务部门，将开票信息填写到培训报名表（见

附件 1），传真或电邮至联系人。

（五）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账 号：0200004109014467953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汇款时请备注节能培训字样。

七、报名及联系方式

为便于安排工作，请认真填写培训报名表（见附件）后，并

于 10月 19日前电邮至联系人。

欢迎访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网站（www.mpi1972.com）下

载报名表，填写后电邮至联系人。您还可以关注冶金工业规划研

究院官方微信（微信公众号：MPI1972），通过微信报名。

八、交通指引

（一）乘坐高铁可至鲅鱼圈高铁站，距离酒店约 7公里。

（二）乘坐飞机可至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距离约 165公里。

九、联系人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李茹 E-mail：liru@mpi1972.com

电话：13366662201

冶金专委会：

王涵 E-mail：wanghan@mpi1972.com

电话：1520167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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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培训报名表

2. 培训初步议程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2019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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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报名表

参加培训单位名称：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含区号） 传真（含区号） *电 子 邮 箱 *通讯地址（含邮政编码）

报名费用

非冶金专委会会员单位 □ 4000 元/人

冶金专委会会员单位 □ 3800元/人

冶金专委会委员单位 □ 3600元/人

冶金专委会副主任单位 □ 3400元/人

代订住房 □大床 400元（预定 间） □双床 350元（预定 间） □不住会

住宿日期 □ 22日 □ 23日 □ 24日 □ 25日

发票
开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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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培训初步议程

时 间 议程名称 发 言 人

10.22日周二 10:00-22:00 全天学员报到

10.23日
（周三）

8:30-9:00 开班仪式
部委领导、专委会领导、鞍钢

领导讲话

9:00-9:30 照相、茶歇

9:30-11:30 新技术推动钢铁节能低碳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 殷瑞钰

11:30-14:00 午休

14:00-15:30 国家部委领导政策解读 有关部委领导

15:30-16:00 茶歇和讨论

16:00-17:30 钢铁产业“十三五”中期回顾与

“十四五”发展展望
李新创 院长

17:30 自助晚餐

10.24日
（周四）

8:30-12:00 参观鞍钢鲅鱼圈 全体学员

12:00-14:00 午休

14:00-15:30 中国节能总体发展情况 国家节能领域专家

15:30-16:00 茶歇

16:00-17:30 钢铁企业能源平衡表解读 钢铁企业专家

17:30 自助晚餐

10.25日
（周五）

8:30-10:00 共性技术介绍 钢协/金属学会

10:00-10:30 茶歇

10:30-12:00 钢铁低碳发展思路、研究介绍 低碳专家

12:00-14:00 午休

14:00-15:30 钢铁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与运
行

能源管理体系专家

14:00-15:30 茶歇

15:30-17:00 鞍钢节能低碳经验分享

（讲课环节结束，颁发培训证书）

鞍钢集团

冶金专委会

17:00 自助晚餐 全体学员

10.26日
（周六）

上午 与鲅鱼圈节能技术对接
节能技术厂家、钢铁企业根据

需要参加

下午 学员返程 全体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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