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合 金 属 网
2013
2013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
各会员及相关单位：
2012 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拉动钢材需求动力明显减弱，企业同质化竞争加剧，钢
材价格大幅下跌，使得钢铁行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处于冶金产业链上游的铁矿石遭受波
及，供需拐点隐现。
201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
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从国际和国内形势看，有机遇也有挑战，
希望和困难并存。
展望 2013 年，美国经济仍将温和复苏，欧元区经济复苏好于 2012 年，新兴市场将走
出周期性下滑区间，我国外贸出口增速将高于 2012 年。我国宏观经济将结束连续回落的局
面，是温和复苏和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的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小幅回升，基础设施
投资将继续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支持之一，拉动钢材需求将强于 2012 年。
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的兴起与壮大，使得铁矿石定价模式更加多样化，掉期交易量突
飞猛进，铁矿石金融衍生品交易日趋活跃。铁矿石期货的推出，将使铁矿石金融化过程得
以最终完成。新形式、新发展、新格局、新挑战，对于充满变数的 2013 年，铁矿石供求关
系如何演变？市场如何运行？铁矿石投资环境是否将发生质的转变？矿山与钢厂能否形成
双赢局面？这一系列问题模糊了市场人士的视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由联合金属网主办，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
团公司、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中国联合钢铁网协办，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指导的“2013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定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广西南宁鑫伟万豪酒店召开，会议将邀请众多国内外专家，针对“两
会”结束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钢铁行业未来状况、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钢铁企业原材
料采购策略、铁矿石交易与定价模式多元化趋势、以及未来铁矿石供需关系变化等问题逐
一展开探讨，特邀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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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13 年 3 月 20-23 日
二、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广西南宁鑫伟万豪酒店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1 号

三、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雄关漫道真如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四、会议收费：
会议收费：
1、会议报名费：
会议报名费：
联合金属网国内会员单位：
联合金属网国内会员单位：
2 月 28 日前报名：3800 元/人，3 月 15 日前报名 4200 元/人，现场报名：4500 元
国内非会员单位：
国内非会员单位：
2 月 28 日前报名：4200 元/人，3 月 15 日前报名 4500 元/人，现场报名：5000 元
2、高尔夫报名费：
高尔夫报名费：200 元/人
3、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电汇、
电汇、支票
户

名：北京中联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3376 5827 0649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港澳中心支行
为方便核对，汇款时请注明“2013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请注明开发票单位名称，并
将汇款凭证复印件及“报名回执表”传真至会务组。会议报到时请携带并出示报名回执表。
五、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本次会议内容可能会有调整，详细内容及最新报名企业都将会在联合金属网
(www.umetal.com)上随时更新，请各参会代表点击查看。
2、已报名并缴费参会企业 2 月 28 日前取消参会可全额退款；3 月 15 日前取消参会退款
50%并发放全部会议资料；3 月 15 日后取消参会不予办理退款手续但发放全部会议资料。
3、若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造成此次会议延期或取消，会议组委会不承担由此
带来的任何赔偿责任。
4、境外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收费标准见英文会议邀请函。
六、“2013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组委会联系方式：
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新保利大厦 23 层

邮编：100010

联系人：张佳宾、杨淑芳、刘美娇、杨微、徐光剑、雷寒虹
电话：010-84184859/899/876/875/867/856

传真：010－84184999

网址：www.umetal.com/nanning
邮箱：kuangshihuiyi@ume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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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拟定）
拟定）
3 月 20 日
10：00-22：00
下午

注册报到

地点：南宁鑫伟万豪酒店大堂

论坛一：铁矿石掉期交易培训与操作（新交所、时瑞金融)
论坛二：矿山钢厂供需见面会
3 月 21 日上午（
日上午（8：3030-12：00）
00） 地点：
地点：南宁鑫伟万豪酒店一楼大宴会厅

1.开幕词
中国联合钢铁网董事长、宝钢集团总经理助理

王利群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公司领导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领导
2.2013 年中国钢铁工业展望

中国钢铁工业协副会长 张长富

3.2013 年中国铁矿石进出口市场分析
4.2013 年矿山开发与生产经营状况
5.中国进口铁矿石情况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 陈

锋

FMG 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刘晓东

国家海关总署

6.新型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7.2013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杨建龙
著名经济学家

3 月 21 日下午（14：
14：0000-18：
18：00）
00） 地点：
地点：南宁鑫伟万豪酒店一楼大宴会厅
一、铁矿石采购与贸易问题分析
1.钢铁企业铁矿石采购策略探讨
2.铁矿石进口贸易趋势分析

宝钢集团采购中心总经理 张典波
PT 资源有限公司董事 许

健

二、世界矿山资源分析
1.全球铁矿石资源开发与利用
2.河北省矿山资源探析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马建明

河北省冶金矿山管理办公室 毕永田

3.非洲铁矿石开发潜力与经营状况
4.南美矿山的兴起与贸易发展
5.国外矿山未来开发情况预测

Kumba Iron Ore
Panopus Pls

Mr.Phil Thomas

国外咨询机构

三、铁矿石市场走势分析
1.中国铁矿石市场预测
2.世界大宗商品走势分析

联合金属网分析师 张佳宾
麦肯锡咨询公司 孙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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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话环节
议题：1、钢厂低库存策略得失谈；
2、如何看待铁矿石掉期及期货交易；
3、铁矿石贸易趋势。

19：0000-20：
20：00 招待晚宴

地点：
地点：南宁鑫伟万豪酒店一楼大宴会厅

3 月 22 日上午（
日上午（9：0000-17：00）
00） 地点：南宁鑫伟万豪酒店一楼大宴会厅
一、铁矿石指数/期货/掉期
1.中国铁矿石现货价格指数（CSI）运行报告
2.铁矿石期货上市对市场的影响

中国联合钢铁网研究中心主任 杨淑芳

大连商品交易所 陈

3.新加坡交易所铁矿石期货对市场影响

伟

新交所领导

二、中外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优劣势对比与分析
北矿所/GLOBAL ORE /普氏
三、港口/船务
1.港口在钢铁行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防城港相关领导

2.2013 年航运市场形势及对铁矿石贸易的影响

克拉克森 李成山

四、钢材市场分析
2013 年中国钢铁运行趋势分析

中国联合钢铁网首席顾问 周国成

3 月 22 日下午（
日下午（13：0000-19：00）
00） 地点：
地点：嘉和城温泉高尔夫球会
第五届 Umetal 杯高尔夫球比赛

地址：南宁市昆仑大道 995 号
3 月 23 日

商务考察
备注：
备注：会议日程与演讲嘉宾已基本确定，但受专家行程调整等因素会有变化，具体以会议
当天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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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3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赞助方案
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赞助方案
会议用餐、
会议用餐、茶歇赞助标准
自助晚/
自助晚/午餐赞助冠名
享受待遇：
1、会议自助晚/午餐冠名，在会议用餐餐厅单独摆放背景板；
2、公司领导享受 VIP 贵宾待遇，会议召开时前排就坐，晚宴时主桌就坐；
3、可免费 3 人参加会议；
4、大会背板印刷企业 LOGO，会议餐卡标注赞助企业 LOGO；
5、提供会刊插页广告宣传；
6、会议现场为企业提供 2×3 ㎡大型喷绘桁架及展位（可免费为企业设计制作展位宣传材料）；
7、企业可将会议资料放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同发放；
8、提供网站会议页面首页 LOGO 广告宣传半年。
茶歇赞助
享受待遇：
1、会议茶歇冠名，在会议茶歇区单独摆放背景板；
2、可免费 2 人参加会议；
3、提供会刊插页广告宣传；
4、会议现场为企业提供 2×3 ㎡大型喷绘桁架宣传（可免费为企业设计制作展位宣传材料）
；
5、提供网站会议页面首页 LOGO 广告宣传半年。
会刊、
会刊、参会企业名录宣传
项目
说明
A、封面广告：
封面广告：100000 元
B、封底广告：
封底广告：40000 元
1、本会刊除提供给与会代表外，还将向行业内企事业单位公开发放；
C、封二广告：
封二广告：30000 元
2、会刊宣传赞助单位将免费获赠 1 个嘉宾参会名额。
D、封三广告：
封三广告：20000 元
3、封面、封二、封三广告各限一家单位，其它广告无限制
E、拉页广告：
拉页广告：20000 元
F、插页广告：
插页广告：10000 元
会场及会议
会场及会议用品宣传
会议用品宣传
项目
说明
提供展位一个，包含一个资料桌，资料桌后摆放 2×3 ㎡桁架，两把椅子，
G、展位宣传：
展位宣传：20000 元
一个电源及公司名牌，立于会场外围。送免费参会名额一个。
H、会议用品冠名：
会议用笔、本、胸卡、挂绳、矿泉水（任选其一，笔、本制作费用自理）
会议用品冠名：20000 元
I、大型喷绘桁架：
提供 2m×3m 大型喷绘展架一个；免费进行设计制作，立于会议现场。
大型喷绘桁架：10000 元
J、公司宣传册发放：
公司宣传册发放：10000 元 企业可将公司宣传材料放置会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齐发放。
K、易拉宝、
易拉宝、X 展架：
展架：10000 元 在会场显要位置摆放 X 展架一个
会议资料桌：
在会场外围上提供一个资料桌，两把椅子及公司名片
L、会议资料桌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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