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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第十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主办，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承办的

“第十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16－19 日在北京

万达文华酒店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为“融合·突破”。大会分

主题大会和技术交流会两部分。技术交流会与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冶金工业展览会配合举行。 

2016 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化解过剩产能年度任务超额完成，彻底取缔“地条钢”，严格环

保督察，钢铁市场环境大为改善，钢材价格稳步回升，同时钢铁

企业继续深化内部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降本增效力度，

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盈利能力明显增强，历经煎熬的中国钢铁工

业终于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平衡点。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新时代，中国钢铁工业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新时代，既面临着难

得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新机遇，也仍然面临着许多影响行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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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挑战。“去产能”成功推进的同时如何

有效“去杠杆”、市场需求下行大趋势下需求结构的变化及应对、

污染防治攻坚大背景下工艺流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市场回

暖大形势下企业的国际化等，既是新挑战，也是老问题，必须利

用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加速解决。可喜的是，在前几年艰难的再平

衡过程中，已出现了一批兼并重组、结构调整、绿色智能转型、

国际化发展的成功案例。这些案例所代表的期盼已久的融合和突

破，是钢铁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未来的敲门砖和奠基石。 

根据这一思路，本届大会主题定为“融合·突破”，主要议

题包括：中国钢铁新时代、世界钢铁治理、技术创新和突破、管

理变革和颠覆等。组委会已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中国宝武、鞍钢、首钢、河钢、太钢、沙钢、马钢、

华菱集团、中国五矿集团、建龙集团、中特集团、世界钢铁协会、

安赛乐米塔尔公司、JFE 控股株式会社、浦项钢铁公司、塔塔钢

铁公司、西马克集团、普锐特冶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达涅

利公司、巴西矿冶公司、阿维迪集团等有关政府部门、研究咨询

机构、国内外主要钢铁企业及冶金技术装备供应商的领导和专家

与会，就会议主题和议题发表专题演讲并进行深入研讨。 

大会技术交流会的内容包括炼铁（铁前、炼铁、非高炉炼铁

技术）、炼钢（电炉/转炉）、连铸、轧钢 1（长材和钢管）、轧钢

2（板材热轧、冷轧和涂镀）、钢材深加工、自动化信息化、冶金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等, 重点突出创新性工艺技术装备、

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等。技术交流会将分四到五个会场同时进

行，参会代表可在现场选听任意一个分会场的报告。目前为止，

世界上主要的冶金技术装备供应商和国内相关企业均已报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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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交流报告。 

中国国际钢铁大会是以研究交流钢铁工业发展的深层次、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层次国际会议，是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大

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九届。 

欢迎各有关单位积极报名参加本次大会,会议具体参会事项

等见附件。 

附件 1：具体参会事项 

附件 2：报名回执表 

附件 3：酒店预订单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国际合作部                冶金行业分会 

201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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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具体参会事项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大会 5 月 16 日报到，17-19 日开会，地点在北京万达文

华酒店。其中，17 日全天为主题大会，18 日全天及 19 日上

午为技术交流会，19 日下午为工厂参观。 

二、代表报到时间和地点 

参加大会的代表，请于 5 月 16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17

点到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七层会务组报到。只参加技术交流会

的代表，请于 5 月 17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17 点报到。 

三、代表报名及交费 

请参会代表将报名回执表（附件 2）传真至会议组委会

办公室——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会议部，同时将会议费

汇至“冶金工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帐户，并将汇款凭证复

印件传真至组委会办公室。为方便核对，汇款时请注明“钢

铁大会”字样。组委会办公室将在收到汇款后给汇款单位开

具会议费发票（只接受公对公汇款，不接受个人名义汇款）。

代表报到时须出示汇款凭证复印件。报名交费截止日期 2018

年 5 月 7 日，截止日期以后报名的代表将无法进入“会议代表

名单”。会议费标准为：大会会务费每人 4600 元(仅限内资企

业)、钢协会员 3600 元。参加主题大会的代表可免费参加技

术交流会。不参加主题大会只参加技术交流会的代表，会务

费每人 2600 元(仅限内资企业)、钢协会员 2000 元。会议费

用包括会议组织费、场地费、资料费、翻译费和餐饮费等。 

帐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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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名：冶金工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帐  号：0200000709014476309 

四、代表报到及住宿 

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为本次会议指定接待酒店，希望参会

代表提前预定。代表住宿费用直接与酒店结算，费用自理，

房间有限，先到先得。酒店预订单（附件 3）请填好后直接

传真到酒店预定部。 

北京万达文华酒店，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

达广场 C 座，电话：010－85996666。豪华间为人民币 900

元/间/夜，行政间为人民币 1300 元/间/夜，套间为人民币

2000 元/间/夜。 

五、赞助和广告 

欢迎国内外相关企业赞助会议或在会场外设置宣传台、

在会议文集和网站做广告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具体条件请

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申请截止时间 2018 年 4 月 20 日。 

六、联系方式 

中国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会议部（会议组委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6 号，邮编 100711。 

联系人：曾军敏、丘广俊 

电话：010－85110095、85117978 

传真：010－85110094  

E-mail: steel@mc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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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报名回执表 

（本表只适于国内非外资企业报名参会用，报名人数不限） 

1. 请在“参会选择”栏用“1”代表“主题大会”、“2”代表“技术交流会”、“1+2”

代表“主题大会”和“技术交流会”，分别注明所要参加的会议。 

2. 请将回执传真至：010－85110094 或 Email 到 qiu@mcchina.org.cn。 

联系人：丘广俊电话：010－85117978 

单位名称（中文）  

单位名称（英文）  

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部门和职务 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 

手机 

（仅供会务组联系使用）

参会选择

       

报名联系人（仅供会务组联系使用）：                     电子邮件: 

手机：                                                        固定电话： 

*以下信息必填，供会务组开增值税发票用 

单位户名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营业执照上的地址  

工商注册时预留的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第十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酒店预订单  

Please reserve a room for the following guest(s) 请按客人要求填写 

Guest name [please underline surname]:  

客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r / Mrs / Ms 

先生/女士/小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firmation no: 

确认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rival date:  

到达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rival flight details:   

航班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ure date: 

离店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arture flight details: 

航班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Email: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of rooms:  

房间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om Type（ King/ Twin）: 

房型(单人/双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 reserve the rights to cancel any booking without credit card guarantee. 

我们有权取消无信用卡担保预订 

A cancellation charge for the full duration of the stay will apply for guaranteed reservations 

after the booking has been done.  

如在房间预订后收到的房间取消,酒店将按照全部入住日期收取取消费用. 

 

The "cut-off date" is 4 May, 2018. Reservation requests received after the cut-off date will be 

based on availability at the Hotel's prevailing rates and will be credited to the Group's Guest 

Room Block. 

房间预留截止日为 2018 年 5 月 4 日。房间预留截止日之后收到的预订将按供应情况而定，按北京万达

文华酒店的现行市场价格执行，并计入客户的客房预留 

 

Check-in time: 1400hrs    The Hotel will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accommodate early arr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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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heck-out time: 1200hrs Extended use of rooms 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 half-day charge 

will be 

 levied for guaranteed extension until 6pm and a full day charge will apply for room use 

beyond 6pm. 

酒店入住时间为下午 2 点，酒店将合理安排提前到达酒店的客人提前入住 

离店时间为中午 12 点，如客人有延后退房需求，酒店将根据当天的入住情况，如客人需求在下午 6 点前

退房， 

加收半日房费。如贵公司客人于下午 6 点后退房，酒店将收取一天的房费。 
 
The type of room： 

Deluxe room : RMB900.00 (Single) 
Deluxe room : RMB900.00 (Double) 
Executive floor deluxe room : RMB1300.00 (Single /Double) 
Junior Suite : RMB2000.00 (Single /Double) 
The rates are inclusive of service charge  

The rates are inclusive of one or two daily buffet breakfast at Cafe Vista restaurant 

 
房型： 

豪华大床房：人民币 900 元净价 
豪华双床房：人民币 900 元净价 
行政楼层豪华客房 ：人民币 1300 元净价 
套房 ：人民币 2000 元净价 
上述价格包含服务费及税费 

上述价格包含一份或两份每日自助早餐在酒店 6 层 Cafe Vista 餐厅 

 

 

Please send your reservation form to below email address to make you booking: 

Reservations Department             Sales Manager Information            

预订部              销售部 荣晓星经理                         

                                       Lucas Rong (Sales Manager-Catering)  

Tel : (86 10) 8599 6666 ext. 6848                Tel : (86 10) 8599 6666 ext. 6850  

Fax :  (86 10) 6581 3838           

Email :  rsvn.bjwandavista@wandahotels.com Email :  lucas.rong@wandahotels.com      

Adress:Block C, Wanda Plaza, No. 93 Jiangu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广场 C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