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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钢铁行业）宣贯会暨中国节能协会冶金专委会 
2022 年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通知 

 
各有关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于近期发布《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2 年版）》，为有效促进目录入选企

业的广泛应用，助力钢铁企业更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受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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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23 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召开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

荐目录（钢铁行业）宣贯会暨中国节能协会冶金专委会 2022 年会员代

表大会，并就钢铁行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22 年 12 月 21 日报到，12 月 22 日~23 日召开会议 

地点：漳州宾馆（福建省漳州市胜利西路 4 号）   

二、会议主要内容 

1．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钢铁行业）宣

贯； 

2．发布《中国钢铁工业节能低碳发展报告（2022）》； 

3．节能低碳、标杆引领和极致能效相关专题报告 

4. 节能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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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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典型钢铁企业节能低碳实践 

6. 重点节能技术装备分组交流 

7. 福建三宝钢铁考察交流 

三、参会嘉宾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领导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领导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领导 

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代表 

钢铁企业主管节能工作的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 

工业节能服务公司及相关科研院所代表等。 

四、参会人员 

1．专委会会员代表：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和各会

员单位联系人必须参加会议，如有特殊原因确不能参加的，须委托专

人参加。 原则上单一企业委员单位不超过 3 位参加（集团单位集团总

部和各分公司均可作为单一企业单元对待），普通会员单位不超过 2 人

参加。 

2．冶金专委会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库成员本人参加。 

3．有关节能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领导、中国节能协会及其分支机

构等部委、政府、协会领导。 

4．其他受邀领导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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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 本次会议免收会议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 请各参加会议的单位通过电子邮箱方式将会议回执（附件 1）

发送至 yjzwh@mpi1972.com。  

六、联系方式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专委会： 

陈  创  13810160380 

史君杰  18611918873 

福建三宝钢铁有限公司： 

林艺松  17605968212 

福建漳州宾馆： 

胡经理  18905962567 

 

附件 1：会议日程 

附件 2：《参会回执表》 

附件 3：会议合作方式 

附件 4：酒店交通路线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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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拟） 

时间 议程名称 

12 月 21 日 全天参会人员报到 

12 月 22

日 

上午 

领导致辞：政府、中国节能协会、三宝钢铁领导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钢铁行业）宣贯 

《中国钢铁工业节能低碳发展报告（2022）》发布 

冶金专委会 2022 年工作总结及 2023 年工作计划 

发放新会员牌匾和证书 

中午 自助午餐及午休 

下午 
节能低碳、标杆引领和极致能效相关专题报告 

三宝钢铁节能低碳先进经验介绍 

12 月 23

日 

上午 冶金专委会工作座谈会暨技术分组交流会 

中午 自助午餐及午休 

下午 参观三宝钢铁厂区 

12 月 24

日 
全天 代表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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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钢铁企业 
□节能服务公司、节能技术装备企业 
□其他 

会议代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  机 

    

    

    

    

    

分组技术交流活动报名（限技术供应商填报） 

企业名称 交流题目 介绍人及职

务 拟选定分组 

   请选择铁前、钢

轧或公辅 

房间预定 □是 
□否 

□单人间    间（350/400 元） 
□标准间    间（350/400 元） 

注：1. 此表自制或复印有效；请参会代表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前将回执发送至

yjzwh@mpi1972.com。 

2. 如预定房间后取消的，请于会议前两天通知会务组，否则房费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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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会议合作方式 

 

本次会议实行多种形式合作。 

（一）支持单位：会议主展板、会议资料等以本届会议支持单位

的身份冠名；可在会场设置符合会议要求的展台 1 个；企业资料入会

议资料袋；安排 1 位企业领导与贵宾同桌就餐；技术交流免费发言；

介绍客户对接机会。费用 5 万元。 

（二）礼品支持单位：可发放带有企业 LOGO 的礼品随资料入会

议资料袋，礼品价值需与会务组协商。 

（三）分组技术发言单位（10 分钟）： 

1. 冶金专委会会员单位技术发言免费。 

2. 冶金专委会非会员单位技术发言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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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酒店交通路线信息 

 

酒店全称：漳州宾馆 

地址：漳州市胜利西路 4 号   

总机:0596--2608999     

传真:0596-2023431                         

一、漳州动车站—漳州宾馆距离约 11 公里 

动车站--漳州宾馆公交车有：11 路，29 路，2 元人，35 分钟左右 

二、厦门机场--漳州宾馆的约 60 公里，可网上购票(元翔空港快线)，

票价:40 元。也可包车，约 150 元，终点站漳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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