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 国国 设设 备备 管管 理理 协协 会会
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中设协〔2018〕冶字 40 号

关于召开 2018 绿色轧钢·节能降耗专题会议的通知

各轧钢厂、设备配套及相关单位：

经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批准，由中设协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主办的 2018 绿色

轧钢·节能降耗专题会议，作为中国钢铁产业链绿色发展国际峰会专题分会场将于 11

月 14-17 号在广西防城港召开。届时欢迎各代表积极参与。

在桂政发〔2018〕30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中提出，广西即将实施产业集群发展行动中，钢铁

产业集群，要以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为龙头，发展装配

式钢结构建筑用钢、高强抗震钢筋等建筑用钢产业链。以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

龙头，发展汽车用超深冲冷轧板、汽车用冷轧镀锌板、热轧高强度汽车结构钢、汽车用

标准件用钢等汽车用钢产业链；发展高强度船舶用钢、高止裂性能船舶用钢和耐候耐腐

蚀船舶用钢等船舶用钢产业链。以北海诚德不锈钢有限公司等企业为龙头，发展高氮不

锈钢、经济型双相不锈钢，海工、航空航天用高性能不锈钢，高硬高韧高耐磨性不锈钢

等不锈钢新材料产业链。推进防城港千万吨级沿海钢铁基地建设，加快形成国内沿海先

进冶金生产加工基地。随本次会议，盛邀业内企业走进广西·防城港。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协办单位：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德国 BSW 巴登钢铁工程公司

越南钢铁总公司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

合力资源（新加坡）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冶金工匠公众平台

支持媒体：中国冶金工业网

轧钢之家公众平台



二、时间与地点

1、时间安排：2018 年 11 月 14-17 日

14 日报到；15 日全天专题会议交流；16 日钢铁产业链峰会，17 日参观

2、会议地点：广西防城港港宸国际大酒店（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 1号）

三、会议内容及征文

如何降低轧钢生产的综合技术经济指标

轧钢工艺减量化成分设计

轧钢生产减排放清洁生产

轧钢厂高温热送热装轧制工艺

低温轧制及控冷控轧技术

在线热处理技术

减少轧钢生产中的金属消耗（包括烧损、切头切尾、切边、轧废、酸洗损耗等）

降低轧制油的消耗措施

轧钢生产过程中液压系统节能、降耗、环保技术

加热炉节能的主要途径、方法及系统、综合节能技术

轧钢厂对电机系统节能的要求

降低各类轧机用轧辊的消耗

轧制工艺、设备润滑应用

轧钢喷嘴应用与高压水射流技术

如何提高轧机作业率、保障轧材合格率

轧材产品防护防锈包装技术

含油、乳化液超滤法处理与回用

无头轧制技术等相关的工艺优化改造升级技术及设备推介

欢迎广大作者按照会主题投论文至 cnmeti@126.com 邮箱，凡首次录用的论文，稿

酬为 80-200 元/千字。文章截稿日期 2018 年 10 月 30 日。（会议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上

内容；另外会从投稿的作者中选取优秀的技术论文安排会议交流）

四、会议费用及赞助

政府部门、行业机构、钢铁企业、设计院校 1800 元/人，装备技术材料等供应商 2800

元/人（含用餐、会议、资料、考察参观等）。产品推介演讲、展位等赞助函备索。

五、联系方式

负责人：欧雁 13911561939

电 话：010-63701356

传 真：010-63701387

E-mail：cnmeti@126.com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2018 年 8 月 1 日

mailto:欢迎光大作者按照会主题投论文至cnmeti@126.com邮箱，论文作者享有优先参会权。凡首次录用的论文，稿酬为80-200元/千字。文章截稿日期2018年9月28日。
mailto:欢迎光大作者按照会主题投论文至cnmeti@126.com邮箱，论文作者享有优先参会权。凡首次录用的论文，稿酬为80-200元/千字。文章截稿日期2018年9月28日。
mailto:cnmeti@126.com


报 名 回 执 表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六区三号楼 邮 编：100070

联系人： 欧 雁 13911561939 电 话：010-63701356 传 真：010-63701387

单 位 名 称 （发票抬头）：

地址、电话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账号

经 办 人 部 门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姓 名 部门/职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参加的

专题会

炼铁分会； □焦化分会； □烧结烟气脱硫脱硝余热利用分会；

轧钢分会； □除尘烟气治理分会； □石墨炭素分会；

□炼钢分会； □石灰分会； □冶金固废治理分会。

分会于 11 月 15 日全天同步召开。同一单位报名 9人可免 1人会费。

钢铁企业 1800 元/人，供应商 2800 元/人。

各项会议赞助

及产品、技术、

品牌等推广服

务项

 每专题会场演讲（20 分钟）29000 元 标准展位 9800 元

 专题会议座位背贴 19000 元 峰会座位背贴 29000 元

 峰会代表证挂绳 19000 元 会刊广告 3500 元

□ 峰会手提袋赞助 48000 元/面  专题会议资料发放 9800 元

 会议礼品赞助（礼品自备报组委会） 28000 元 数量 1000 份

 专题会议茶歇期间播放宣传片 5分钟 19800 元

 名片集锦 参会代表 980 元/张 、不参会 1680 元/张

□ 鸣谢单位3.5万 □支持单位 4.8 万 □峰会友情赞助商 8.8 万

□ 峰会协办赞助商 12.8 万

费用总计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

住宿： 预订双床房_____间，单人大床房_____间。 450 元左右/间夜。

备注：
1、会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4～17 日，14 日报到。

2、此表传真复印有效，报名超出三人可另附表。

3、请将报名回执传真至会务组，并于三日内将相应款项

汇入以下指定账户，并将汇款底单传真至 010-63701387，

以便款项查询入账。

户 名：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银行双秀支行

账 号： 2000 0002 0194 0001 4785 297

报名单位（加盖公章）

联系人：

年 月 日



附件：

“中国钢铁产业链绿色发展国际峰会暨拟在建项目供需对接会”赞助方案

主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会议地点：广西·防城港 会议规模：1000 人左右

协办单位：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德国 BSW 巴登钢铁工程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股份（832340） 注册资金：10560.5 万元

召开时间：11 月 14 日~17 日 14 日报到 15 日专题会议 16 日峰会 17 日参观

一、峰会冠名赞助商（29.8 万）：限一个名额

1.授予峰会冠名单位荣誉称号，会议期间贵司LOGO出现在会议名称前；

2.贵司领导享受VIP贵宾待遇，会议召开时前排嘉宾席入坐；

3.峰会LED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冠名赞助处均体现贵司LOGO及企业名称；

4.安排贵司领导在峰会开幕式致辞5分钟；

5.16日峰会上午时段20分钟企业品牌形象，成功案例，三新推介等介绍；

6.专题会场上午时段安排贵司做产品发布20分钟演讲（PPT自备）；

7.协助贵司在会议期间安排定向邀约；

8.峰会会场茶歇时间可播放贵司宣传片（自备）5分钟；

9.在会场为贵司提供展台1个，专设交谈桌椅，发放企业资料；

10.免 5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2000元/人收取会务费；

11.大会会刊赠送四连彩跨版，彰显企业品牌和实力；

12.峰会英文版专题页面为贵司进行LOGO和英文界面链接（英文资料自备）；

13.赠送贵司在冶金工匠微信公众号头条会前、会中、会后各报道一次；

14.中国冶金工业网为贵司提供12个月免费宣传；

15.为贵司三新产品或企业成功案例进行微信公众平台推广五次；

16.名片集锦中可以植入贵司3位负责人名片，便于市场开拓；

17.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18.其他赞助服务项享有优先选择权。

二、峰会 VIP 赞助商（19.8 万）：限 2个名额

1.授予峰会VIP赞助商荣誉称号；

2.贵司领导享受VIP贵宾待遇，会议召开时前排嘉宾席入坐；

3.峰会LED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VIP赞助单位处体现贵司企业名称；

4.16日峰会上午时段20分钟企业品牌形象，成功案例，三新推介等介绍；

5.专题会场上午时段安排贵司做产品发布20分钟演讲（PPT自备）；

6.在会场为贵司提供展台1个，专设交谈桌椅，发放企业资料；



7.专题会场茶歇时间可播放企业宣传片（自备）5分钟；

8.免 3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2000元/人收取会务费；

9.会刊赠送四连彩跨版，彰显企业实力和品牌；

10.为贵司三新产品或企业成功案例进行微信公众平台推广三次；

11.赠送贵司在冶金工匠微信公众号会后报道一次；

12.中国冶金工业网为贵司提供6个月免费宣传；

13.名片集锦中可以植入贵司3位负责人名片，便于市场开拓；

14.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15.其他赞助服务项享有优先选择权。

三、峰会协办赞助商（12.8 万）：限 2 个名额（仅剩 1 个名额）

1.授予峰会协办赞助荣誉称号；

2.贵司领导享受VIP贵宾待遇出席本次大会，会议召开时前排嘉宾席就坐；

3.峰会LED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协办赞助商处体现企业名称；

4.16日峰会下午时段安排贵司做企业技术产品发布20分钟演讲（PPT自备）；

5.在会场为贵司提供展台1个，专设交谈桌椅，发放企业资料；

6.免 3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2000元/人收取会务费；

7.大会会刊赠送双版彩色插页，介绍企业主导产品、技术、工程案例等；

8.中国冶金工业网为贵司提供3个月免费宣传；

9.名片集锦中可以植入贵司2位负责人名片，便于市场开拓；

10.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四、峰会友情赞助商（8.8 万）：限 2个名额（仅剩 1个名额）

1.授予峰会友情赞助荣誉称号；

2.贵司领导享受VIP贵宾待遇出席本次大会，会议召开时前排嘉宾席就坐；

3.峰会LED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友情赞助商处体现企业名称；

4.16日峰会下午时段安排贵司做企业技术产品发布20分钟演讲（PPT自备）；

5.在会场为贵司提供展台1个，专设交谈桌椅，发放企业资料；

6.免 2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2000元/人收取会务费；

7.大会会刊赠送双版彩色插页，介绍企业主导产品、技术、工程案例等；

8.名片集锦中可以植入贵司2位负责人名片，便于市场开拓；

9.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五、支持单位（4.8 万） 限 10 个名额

1.邀请贵司领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大会；

2.专题会场 20 分钟主题演讲；

3.峰会LED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支持单位处体现贵司企业名称；

4.免 2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 2000 元/人 收取会务费；



5.名片集锦中可以植入贵司1位负责人名片，便于市场开拓；

6.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六：鸣谢单位 （3.5万） 限 10个名额

1. 邀请贵司领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大会；

2. 专题会场 20 分钟主题演讲；

3.分会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鸣谢单位处体现贵司企业名称；

4.免 2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 2000 元/人 收取会务费；

5.名片集锦中可以植入贵司1位负责人名片，便于市场开拓；

七、微赞助项：请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勾选下表的宣传服务（可多选），以下每项服务9800

元以上的赠送一名参会代表。

说明：有意合作和宣传者，请尽快与会务组秘书处欧雁 13911561939 联系。

宣传项目 价格 是否推广

峰会代表证挂绳（企业名称及LOGO） 19000元 仅限1家 是□ 否□

标准展位 2M*2M 9800元 共 29个展位，仅剩18个 是□ 否□

会议座位背贴（企业名称及LOGO）
每专题会议19000元 仅限1家

峰会29000元 仅限1家
是□ 否□

每专题会场演讲（20分钟） 29000元 限 6个名额 是□ 否□

峰会手提袋赞助 48000元/面 仅限2家 售罄 是□ 否□

会议礼品赞助（礼品自备报组委会） 28000元 数量1000份 是□ 否□

专题会议茶歇期间播放宣传片5分钟 19800元 是□ 否□

资料发放：企业可将资料放置手提袋中，随

会议资料一同发放，每企业限放一本；
专题会议9800元 仅限5家 是□ 否□

名片集锦
参会代表 980元/张

不参会1680元/张 仅限20个名额
是□ 否□

会刊彩色广告（规格210*285） 3500元 是□ 否□

易拉宝展示 3000元 是□ 否□

《最具创新精神企业目录》发布会颁奖典礼 9800元/家 60秒企业介绍+整版宣传 +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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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贵司领导享受VIP贵宾待遇，会议召开时前排嘉宾席入坐；
	3.峰会LED背景板及各会议资料VIP赞助单位处体现贵司企业名称；
	4.16日峰会上午时段20分钟企业品牌形象，成功案例，三新推介等介绍；
	5.专题会场上午时段安排贵司做产品发布20分钟演讲（PPT自备）；
	6.在会场为贵司提供展台1个，专设交谈桌椅，发放企业资料；
	7.专题会场茶歇时间可播放企业宣传片（自备）5分钟；
	8.免3人会务费，其他参会人员按2000元/人收取会务费；
	9.会刊赠送四连彩跨版，彰显企业实力和品牌；
	10.为贵司三新产品或企业成功案例进行微信公众平台推广三次；
	11.赠送贵司在冶金工匠微信公众号会后报道一次；
	12.中国冶金工业网为贵司提供6个月免费宣传；
	14.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15.其他赞助服务项享有优先选择权。
	10.可优先申报“最具创新精神企业”荣誉证书+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