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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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钢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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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水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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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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协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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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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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赞助单位：北京恩吉赛威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世创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IV Limited 

四川明宏恒进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中国金属流通协会不锈钢分会 

山东省不锈钢行业协会 

广西不锈钢协会 

佛山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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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2:30  上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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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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钢如何实践构建不锈钢发展新格局 

4. 特种不锈钢及合金产品技术近期研发进展 

5. 不锈钢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6. 石油化工容器用钢简述 

7. 高强度不锈钢屋面板应用 

8. 大数据赋能钢铁企业物流优化解决方案 

9. 电子交易在不锈钢行业中的应用 

10. 梧州不锈钢产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ISO 原主席张晓刚、世界

钢铁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钟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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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钢铁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钟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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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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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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海外工程项目评审中心专家组组长        霍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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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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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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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报名部分企业领导（至 9月 7 日） 

敬业集团董事长                             李赶坡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产业集团党委书记           高  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管材公司董事长     张亚彬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不锈钢公司总经理       姜  方 

宏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供销中心总经理         吴乃俏 

北京陇悦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慧英 

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建男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秀鑫 

福建吴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施能达 

安徽富凯特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红军 

山东青山万佳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贵波 

江苏兴海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庄明 

江苏星火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翟海平 

兴化市银龙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玉平 

 

报名部分企业领导（至 9月 21日）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客户总监           田  刚 

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不锈钢事业部总经理     刘晓春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杨植岗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兴元 

江苏明璐不锈钢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爱明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积强 

河南金汇不锈钢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尚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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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主管         尹一男 

北京中联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锈钢部经理     程  波 

宁波昊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海明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有超 

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仇云龙 

广东世创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汉明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空港新材分公司总经理 罗俊义 

靖江市高新窑炉材料有限公司副总             郑  瑜 

沈阳华盛智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慧珠 

艾伯纳工业炉（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稼生 

无锡申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康兵 

鞍钢轧辊有限公司开发处处长                 郭洪涛 

中再德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永波 

甘肃金麓银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崇学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锈钢产业分会副秘书长 毛冬军 

国际镍协会北京代表处                       宋全明 

中非发展基金总裁石                         纪  杨 

江苏汇距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金刚 

五矿无锡物流园有限公司不锈钢部部门经理     夏维冬 

江苏申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监                   王  华 

安徽广祥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林华情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信息所所长助理       杨梅梅 

欧冶链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         王晶东 

宁波创力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部长       林永泽 

冷水江市华科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祝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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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杰儒 

广东阳诚机械总经理                         陈  榕 

北京恩吉赛威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余庆 

北矿磁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刘荣明 

江苏买钢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明富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设计师 姜

洪涛 

 

报名部分企业领导（至 9月 30日）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前沿材料研究部研究员   杨春光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会 

江苏亚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红兵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凡 

炎陵县今成钽铌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蔡海成 

上海宝钢集团运营总监                       于长青 

梧州市永达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健全 

内蒙古上泰实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杨振丰 

江苏戴南镇副镇长、江苏省兴化高新区党工委委员 周洪波 

宝丰县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中奇 

齐鲁特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明泉 

迪赛福测量技术（江苏）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吴益鸣 

上海拾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青 

山东盛阳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市场总监 肖艳鹏 

河北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品控中心经理       齐金刚 

福建华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颜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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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洋重工装备制造（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发民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金明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色研究员             徐申迪 

无锡求和不锈钢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哲 

江苏前方金属线材有限公司法人               赵明龙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亦斌 

内蒙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原凌  

梧州市不锈钢制品产业园区管委会管委会副主任 邓行智 

明拓集团铬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兴刚 

江苏嘉瑞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朱庭楼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翟尚央 

福建福欣特殊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陈宏仁 

上海励江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鑫 

江苏江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强 

 

最新报名部分企业领导（更新至 10月 10日） 

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韬 

冶金工业出版社社长                       苏长永 

河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鲁平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文宇 

江苏兴化市不锈钢行业协会秘书长           沈培林 

上海电气集团（张家港）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建华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镍事业部总经理 温泉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成员、副总经理 邵书东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特殊钢产品总监       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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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特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陈琦 

广西梧州市金海不锈钢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     李志刚 

内蒙古上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波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板带轧制装备研究所所长 计江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     吕扬 

广东捷泰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部区域经理   梁植校 

无锡锡容无功补偿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沙银冲 

四川明宏恒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郭艺琴 

广东省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科科长       谭家龙 

阳春市永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家源 

阳江十八子集团总经理                       李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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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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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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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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报名企业（至 9 月 7 日） 

敬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产业集团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种管材公司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青山万佳不锈钢有限公司 

北京陇悦矿业有限公司 

江苏兴海特钢有限公司 

兴化市银龙不锈钢有限公司 

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星火特钢有限公司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青山万佳不锈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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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吴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兴海特钢有限公司 

上海对中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川财证券 

上海阁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科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最新报名企业（更新至 9月 21日） 

世界钢铁协会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镍协会 

中非发展基金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明璐不锈钢有限公司 

河南金汇不锈钢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昊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世创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靖江市高新窑炉材料有限公司 

沈阳华盛智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艾伯纳工业炉（太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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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申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鞍钢轧辊有限公司 

中再德众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金麓银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汇距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 

五矿无锡物流园有限公司 

江苏申源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广祥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欧冶链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宁波创力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华科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阳诚机械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恩吉赛威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矿磁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买钢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报名部分企业（至 9 月 30日） 

河北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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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炎陵县今成钽铌有限公司 

齐鲁特钢有限公司 

山东盛阳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上泰实业有限公司 

迪赛福测量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上海拾柴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集团 

福建华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戴南镇、兴化高新区 

宝丰县工信局 

瀚洋重工装备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求和不锈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江苏前方金属线材有限公司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梧州市不锈钢制品产业园区管委会 

明拓集团铬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嘉瑞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欣特殊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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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励江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江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最新报名部分企业（更新至 10月 10日） 

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工业出版社 

河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兴化市不锈钢行业协会 

上海电气集团（张家港）变压器有限公司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 

四川特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捷泰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无锡锡容无功补偿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明宏恒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阳春市永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十八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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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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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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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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161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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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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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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