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中国不锈钢行业年会
暨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中国第五届国际 400 系不锈钢
会议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经广泛征求会长、副会长和各常务理事单位意
见，决定 2016 年中国不锈钢行业年会于今年十一月在杭州举行。年会期间举办“中
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和“中国第五届国际 400 系不锈钢会议”。
本次会议是在我国不锈钢行业原料供给、产能布局、工艺创新、产品结构、商
业模式、需求变化、外贸环境等各个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及国家供给侧改革大
力推进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不锈钢行业内容丰富的会议。会议将发表国家部委、行
业协会、科研机构、标准制定单位、期货电商、新工艺新技术、不锈钢应用相关行
业协会和企业的研究报告。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诚请各会员单位主要领导、主管工艺技术、营销
部门的负责同志和资深技术人员参会。对于同时举行的论坛和专业会议，各单位可
依需派员参加。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6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
地点：杭州星海国际酒店（塘栖大厦）：杭州市余杭区绿荫街（线路图附后）。
二、会议组织：
1、主办：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
2、承办：浙江元通不锈钢有限公司。
3、合作单位和媒体（拟）：国际镍协会、国际钼协会、上海期货交易所、中信金
属、冶金报、世界金属导报、中国工业报、我要不锈钢网、我的钢铁网、中国联合

钢铁网、不锈钢世界等。
三、会议内容
1、召开中国不锈钢行业年会。
2、举办 “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
3、召开“中国第五届国际 400 系不锈钢会议”。
4、参观浙江元通不锈钢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和老板电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等。
四、会议日程
11月12日（周六）：
1、会议报到：全天；
2、召开不锈钢分会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16:00～18:00；
11 月13日（周日）：
1、召开2016年中国不锈钢行业年会：8:30～10:30；
2、举办“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10:45～12:00，13:30～17:30；
3、举办“中国第五届国际400系不锈钢会议”： 13:30～17:30。
4、欢迎晚宴：18:30开始。
11月14日（周一）：
1、继续举办“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8:30～12:00；
2、继续举办“中国第五届国际400系不锈钢会议”：8:30～12:00；
3、参观浙江元通不锈钢、西子奥的斯、老板电器等：13:30～18:00。
五、报告要览（见附件）
六、参会人员要求及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本着时间高效利用、会员有所收获、注重实效、宁缺勿滥的原则，提出如
下要求：
1、参会人员：单位主要领导，技术、营销负责人。
2、我会会员单位免缴会务费，非会员单位 3000 元/人，外宾 800 美元/人。
3、承办、支持单位参会人数和特邀用户人数，由分会和浙江元通不锈钢有限公司
另行商定，免缴会务费。
4、合作媒体单位，每单位 1-2 人，免缴会务费。

5、会议的场地租赁费、餐费、参观交通费、资料费、同声翻译费、特邀专家费用
及其它会议杂费，由主办、承办各方统筹解决。
6、参会人员的住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7、会议各项支出遵循节俭、公开的原则，各项开支在会后向会员单位报告。
8、所有参会人员、包括支持单位、特邀用户参会人员都要填写会议报名表，于 10
月 31 日前报到我会。
七、论文集征文（征稿正式通知已发,见分会网站）
为充分调动各会员单位技术、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本年会征集不锈钢
原料、工艺、质量、设备、能源、环保及管理和营销论文，征集铁素体、马氏体不
锈钢品种开发、性能改善、应用推广、加工制造等方面的论文。对评为优秀论文的
予以奖励，并将作者列为“中国不锈钢行业专家”备选名单。
尊请各单位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撰写论文，并于 10 月 14 日前交分会。
八、广告宣传
本次会议设宣传广告区。各企业以及服务不锈钢产业的单位可以在广告区布
展，以扩大知名度，加强与不锈钢企业的互动交流。具体事宜与分会秘书处联系。
分会信箱：bxg1514@163.com;
联系人：张竹平 010 -65238016

bxgfh@aliyun.com
13503514873（总负责）

宋锦华 010-65224503

13693205349（年会、论坛）

刘艳平 010-65224503

13552744331（400 系国际会议）

董振生 010-65230073

13552501853 （广告展览、会务）

九、附件
附件 1、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拟邀请报告单位和报告题目
附件 2、中国第五届国际 400 系不锈钢会议拟邀报告单位及报告题目
附件 3、会议地点及交通路线图
附件 4、会议报名回执表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
2016 年 8 月 25 日

附件 1：

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拟邀请报告单位和报告题目
序号

报告单位

报告题目

一、宏观政策及钢铁行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

钢铁产业供给侧改革趋势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钢铁工业运行状态与发展趋势

3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

中国特殊钢产业趋势

4

商务部

国际钢铁贸易问题及对策

二、不锈钢行业发展趋势
5

国际不锈钢论坛秘书长

全球不锈钢行业发展展望

6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

中国不锈钢制造流程进展与趋势

7

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

中国不锈钢标准的建设与推进

8

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

中国建筑装饰用不锈钢标准的建设与推进

9

钢铁研究总院

中国不锈钢材料研发方向

10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中国不锈钢期货产品

11

五矿阿里“五阿哥”公司

不锈钢电商发展趋势

12

冶金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2017 年国内外钢铁展会情况

三、上游原料供应
13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

镍、镍矿、铬、钼资源与趋势

14

中国废钢协会

不锈钢废钢产业趋势

四、不锈钢工艺技术进步
15

奥钢联

不锈钢智能制造技术

16

宝信软件

不锈钢制造流程信息化技术

17

德国 ABP 公司

不锈钢制程中频炉的技术和成本优势

18

日本则武公司

不锈钢坯、中板表面修磨与磨料选择技术

19

久立集团

中国不锈钢管发展趋势

五、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

安德里茨

不锈钢轧制工序废酸与废气处理技术

21

中冶南方

不锈钢轧制工序废水处理技术

22

美国哈斯拉

不锈钢渣资源化工艺及技术

六、下游应用与市场开拓
23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发展趋势与不锈钢材料

24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

中国船舶工业发展趋势与不锈钢材料

25

中国电梯协会

中国电梯业发展趋势与不锈钢材料

26

中国家电协会

中国家电制品工业发展趋势与不锈钢材料

27

中国建筑协会水管委员会

中国薄壁不锈钢管发展趋势

28

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发展趋势与不锈钢材料

附件 2:

中国第五届国际 400 系不锈钢会议拟邀报告单位及报告题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报告单位
国际铬发展协会
钢铁研究总院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
钢分会
汽车工程学会材料分会
海尔集团
太钢不锈钢园区
中车集团
JFE
宜家家居
奥的斯
Outokumpu
NSSC
POSCO
太钢集团
宝钢集团
酒钢集团
CMMM-CITIC
日立电梯
国际钼协会/国际镍协会
JFE

报告题目
国际铁素体不锈钢的发展及应用
铁素体不锈钢研发进展及展望
中国铁素体不锈钢发展趋势
汽车排气系统用铁素体不锈钢的推进
家电用铁素体不锈钢的进展
海水换热器用铁素体 446
轨道车用铁素体不锈钢的需求趋势及质量要求
400 系不锈钢的研发趋势
宜家家居用铁素体不锈钢
电梯用铁素体不锈钢的推广
欧洲铁素体不锈钢的开发和应用
铁素体不锈钢在建筑结构领域的应用
铁素体不锈钢在韩国的发展和应用
高等级铁素体的研发进展
改善铁素体不锈钢性能方面的进展
铁素体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的措施
含铌铁素体不锈钢的优点及推广
电梯铁素体不锈钢的品种与质量
元素在改善铁素体不锈钢性能方面的作用
油井管用马氏体不锈钢的发展和应用

附件 3：会议地点及交通路线图
杭州星海国际酒店（塘栖大厦）
Star Ocean International Hotel Hangzhou
杭州余杭塘栖绿荫街（原塘栖大厦）Luyin Road, Tangxi Town, Yuhang ,Zhejiang,China
酒店客房部孙经理电话：13357108952

附件 4：会议报名回执表
2016 年中国不锈钢行业年会暨中国不锈钢产业高端论坛、
中国第五届国际 400 系不锈钢会议
2016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14 日

单位名称
参会人员
姓名

职 务

参加高端论坛
√

电话

E-mail

传 真
会员单位

非会员单位

会务费
免收会务费

3000 元/人

杭州星海国际酒店
□商务标间 420 元
住宿预定 （塘栖大厦）
□商务套房 560 元
11 月____日入住
参观预定

参加 400 系国际会议√

□参观企业

外宾 800 美元
/人

付款方式:现场

间 □豪华房 480 元
间

间

人数:

主办方 董振生先生 电话：010-65230073、65133322 转 1500 手机：13552501853
会务联系 传真：010-65230073
E-mail: bxgfh@aliyun.com
承办方
会务联系
酒店
联系人
注意事项

张燕女士 电话：13116700088

孙经理：13357108952
由于会期将近，请务必于 10 月 31 日前将回执报不锈钢分会
请关注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网站 www.cssc.org.cn，了解会议最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