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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全国焦化行业节能环保、绿色发展技术交流推介

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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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焦化行业节能环保、绿色发展技术交流推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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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广西防城港召开。届时欢迎各代

表积极参与。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和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是党的十

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事关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我国焦化行业绿

色发展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节能降耗、控

制污染物排放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尚待加强，焦化行业面临着节能环保的巨

大压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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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节能环保装备（产品）

高端、高效和专业、特色化，重点发展固废、污水、环监、节能降耗、环保仪

器仪表等技术设备。开展多种专业节能环保服务。到 2020 年实现总产值 1600

亿元。随本次会议，盛邀业内企业走进广西·防城港。会后参观协办单位：“广

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一、 会议内容及征文

1、国家节能环保技术政策、法规和标准的解读和实施；
2、我国焦化行业节能环保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3、焦炉装煤、出焦及炉门烟气除尘治理技术；
4 焦炉烟囱废气脱硫脱硝技术及干熄焦尾气治理技术；
5、焦炉上升管荒煤气余热回收技术与应用；
6. 焦炉烟道气余热回收技术与应用；
7、干熄焦长寿化技术与应用；
8、焦化废水的深度处理和回用技术；
9、焦化厂 VOCS 综合治理技术与应用；
10、焦化厂应对错峰减产及停产的措施及应用；
11、焦炉煤气脱硫废液制酸技术和提盐技术优化；



12、焦炉煤气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及应用；
13、焦化厂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介绍。
欢迎广大作者按照会议主题投论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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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8 日。（主题包含
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另外将从投稿的作者中选取优秀的技术论文安排会议交
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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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BSW 巴登钢铁工程公司
支持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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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位：中国冶金工业网

三、会议时间与地点

1、会议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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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参观广

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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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议费用及赞助
1.焦化钢铁企业会费 1800 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餐费等)；院校、技术

设备供应商 2800 元/人。演讲 2.9 万 20 分钟；鸣谢单位 3.5 万；手提袋赞助 4.8
万；支持单位 4.8 万；展位 0.98 万；代发资料 0.98 万；易拉宝 3000 元；分会
冠名赞助 15万；友情赞助 8.8 万；礼品赞助 2.8 万；会议座位背贴（企业名称
及LOGO）1.9万；专题会议茶歇期间播放宣传片 5 分钟 1.98 万；大会代表挂绳 1.9
万；名片集锦参会代表 980 元/张，不参会 1680 元/张，仅限 20 个名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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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刊彩色广告（规格 210*285）3500 元。另有赞助函备索。

2.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450 元左右/间夜（注：网络订房很多不含早餐）。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志红 电 话: 010-63701356

手 机：18500230089 邮 箱：cnmeti@126.com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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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焦化行业节能环保、绿色发展技术交流推介会-报名表

联系人：姚志红 18500230089 传 真：010-63701387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六区三号楼 邮 箱：cnmeti@126.com

单位名称

地 址 E-MAIL

经 办 人 部门 电话

手机 传真

姓 名 性 别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费用类别

□演讲 2.9万 20分钟 □鸣谢单位 3.5万 □手提袋赞助 4.8 万 □支持单位 4.8 万
□展位 0.98 万 □代发资料 0.98 万 □易拉宝 3000 元
□冠名赞助 15 万 □友情赞助 8.8 万 □礼品赞助 2.8 万
□礼品赞助 2.8 万 □会议座位背贴（企业名称及LOGO）1.9万
□专题会议茶歇期间播放宣传片 5 分钟 1.98 万 □大会代表挂绳 1.9 万
□名片集锦参会代表 980 元/张，不参会 1680 元/张，仅限 20 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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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刊彩色广告（规格 210*285）3500 元 □供应商参会代表 2800 元/人

（赞助享有权益见附件）

费用总计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

报告主题

住宿
预订双床房_____间，单人大床房_____间。450 元左右/间夜。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代表直接与酒店结算。

发票抬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票金额：__________

纳税人识别号：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会议时间 2018 年 11 月 14-17 日，14 日报到。

2、请将报名回执传真至会务组，并于三日内将相应款项

汇入以下指定帐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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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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