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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文件 
 

 

中色加协字〔2019〕8 号 

 

 

2019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和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上

海期货交易所共同主办的 2019 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暨中

国(绍兴)铜加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将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29 日

在浙江省诸暨市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6 月 27 日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8—29 日 

会议地点: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主会场） 

诸暨祥生世纪酒店 

诸暨大酒店 

二、大会组织 



2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上海期货交易所 

（二）承办单位: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海亮集团 

（三）协办单位：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力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 

江西金品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花园铜业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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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上虞区铜业商会 

浙江星鹏铜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萃隆精密铜管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桂林漓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康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理工大学 

（四）支持单位：北京安泰科投资有限公司、阿美特克商贸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亚爵电工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凯得

力耐火材料（中国）有限公司、马鞍山恒瑞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曼海特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宁波金凤焊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变压器电炉厂、江苏泰盛炉业制造有限公司、济宁北辰

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江苏大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永康市力鑫机

械厂、广东精创润滑材料有限公司、咸阳大田机械有限公司、杭

州众汇工业炉有限公司、沈阳恒润真空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宏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赤霄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百木表面技术

有限公司、西安艾蒙希科技有限公司、哥步仪器（上海）有限公

司、恒源工业炉（靖江）有限公司、马鞍山核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凯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五）支持媒体：经济日报、新华网视频、科技日报、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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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国有色金属报、中国有色金属杂志社、中国金属通报杂

志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网站、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网站、铝加网、中金网。 

三、大会主题 

铜材料，新跨越 

四、参会人员及会议规模 

参会嘉宾主要来自国家有关部委、行业协会及地方政府，高

校及研究院所，铜加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等。预计参会人员超过

1000 人，其中副总经理级别以上超过 400 人。 

五、大会主要内容 

2019 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暨中国（绍兴）铜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由开幕式、大会主题报告会、中国涉铜高校材料学院与

研究院院长论坛、铜加工市场与资本论坛、铜板带箔产业发展论

坛、铜管棒线及特种加工产业发展论坛、铜加工产业技术成果（人

才）交流会和参观铜加工企业八部分组成。其间还包含地方政府

推介、“中国铜管材十强企业”授牌、中国铜板带行业优秀人物表

彰等活动。 

（一）大会主题报告会 

通过探讨铜加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总结行业

创新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趋势对铜加工行

业的影响，全面提升铜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精细化管理能力，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涉铜高校材料学院与研究院院长论坛 

院长论坛是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全力打造的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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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2014 年开始举办，此为第六届。与会嘉宾主要由材料界

院士、涉铜高校校长、材料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及铜加工界的

企业家组成。本届院长论坛将邀请中南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江西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台州学院、有研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等涉铜高校材料学院、研究院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三）分论坛（分论坛设大会主席、副主席） 

1．铜加工市场与资本论坛  

铜加工市场与资本论坛将邀请行业专家，就铜市场供求分析、

原料套期保值、资金管控、融资等业内关心的话题带来精彩报告，

通过市场与资本论坛的举办，促进铜加工行业风险管理、资金管

理、投融资管理等全面提升，增强铜加工行业全球竞争力。 

2．铜板带箔产业发展论坛 

铜板带箔产业发展论坛采用专家演讲加代表提问方式，围绕

铜板带箔产业技术研发、市场应用、生产管理等方面探讨交流，

通过论坛举办，旨在促进我国铜板带箔由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转

型，产业结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全面提升铜板带箔产业综

合实力。 

3．铜管棒线及特种加工产业发展论坛 

铜管棒线及特种加工产业发展论坛，采用专家演讲加代表提

问方式，围绕铜管棒线及特种铜加工产业技术研发、市场应用、

生产管理等方面探讨交流，通过论坛举办旨在促进铜管棒线及特

种加工产业创新发展，拓展下游应用，推动铜管棒线及特种铜加

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铜加工产业技术成果（人才）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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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通过高校及研究院所最新研究成果推介、上下游产业

最新研究成果推介、政府和企业人才需求信息发布等形式，加强

政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铜加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以轻松自由发言+会谈+茶歇方式为主）。 

（五）参观企业 

参观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有色智能化产业园。 

六、论文、技术成果和难题征集与大会支持 

（一）论文征集。大会将编辑出版论文集，除大会特邀的权

威报告外，现征集铜板带箔、铜管、铜棒线型、铜粉等铜加工领

域行业分析、技术升级、科技研发、装备进步、市场资本、管理

创新等方面的论文，择优汇编成大会论文集，欢迎各有关单位和

个人踊跃投稿，投稿截至日期为 6 月 12 日。 

（二）技术成果和难题征集。大会将征集高校及研究院所最

新研究成果、企业在实际生产或产品开发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下

游企业对铜加工材需求等，在铜加工产业技术成果（人才）交流

会上予以交流探讨，以期为高校及研究院所最新研究成果找到项

目合作方，为企业找到技术难题解决方案和思路，为下游企业找

到铜加工材料供应方。 

（三）大会支持。大会为铜加工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辅助

材料生产企业和有关单位开展宣传和推广提供丰富的服务项目，

欢迎各相关企业来电垂询。 

七、其它事项 

（一）本次年度大会免收注册费，会议期间用餐凭会议回执

由主办方免费安排，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主赞助商和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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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安排在主会场酒店。 

（二）为便于更好为与会代表提供提前预定房间和接送等服

务，请务必将会议回执于 6 月 20日前发送至联系人。 

（三）交通：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地处诸暨市新城区中

心地带，毗邻新建的商务行政中心，西施故里风景区近在咫尺，

距诸永高速公路诸暨出口约 1 公里；杭州萧山机场巴士直接抵达

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对面；诸暨高铁站距离耀江开元名都大

酒店 11 公里。 

八、联系人 

胡  亮：010-63972919  18518604076 

吴  琼：010-63972919  13241866783 

靳海明：010-63968941  13911689231 

邮  箱：cnfabwh@126.com 

 

附件：1.会议日程 

2.会议回执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2018 年 5 月 27 日 

  

mailto:nfacbw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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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6 月 27 日 

9:00—22:00 代表报到（地点：诸暨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 

6 月 28 日 

全天 
开幕式、2019 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主题报

告会、涉铜高校材料学院及研究院院长论坛 

8:20—9:00 

大会开幕式： 

绍兴（诸暨）市政府领导致欢迎辞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领导致辞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讲话 

（主持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中

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 范顺科） 

9:00—9:20 绍兴（诸暨）铜加工产业推介 

9:20—9:30 茶歇 

9:20—9:40 
评奖发布（中国铜管材十强企业授牌、中国铜板带

行业先进人物表彰等） 

9:40—12:00 

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主题报告会 

主持人：待定 

1、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分析及下半年预测 

——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 韩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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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铜加工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 范顺科 

3、铜加工智能化发展趋势（或走出去战略）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建国 

4、全球铜加工发展最新动态及分析 

——待定 

13:40—18:00 

中国涉铜高校材料学院及研究院院长论坛 

主持人：待定 

1、黄崇祺、何季麟院士 

2、谢建新、王华明院士 

3、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米绪军 

4、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平 

5、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宋克兴 

6、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周 

7、昆明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甘国

友 

8、铜合金开发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斌 

9、台州学院付亚波 

6 月 29 日 

8:20—8:30 分论坛一：铜加工市场与资本论坛 

论坛主持人：待定 

大会主席致辞——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赣平 

8:30—12:00 1、上海交易所仓单交易现状 



10 
 

——上海期货交易所 

2、2019 年宏观经济分析及铜市场分析 

——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3、利用资本市场支持铜加工企业发展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刚 

4、企业保值实际操作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5、金融衍生品在铜加工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金瑞前海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6、在线化与金融化解决方案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7、中国铜现货贸易 

——上海五锐集团 

8、高峰对话（贸易、融资等） 

6 月 29 日 

8:20—8:30 分论坛二：铜板带、箔产业发展论坛 

论坛主持人：高维林 

大会主席致辞——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姜纯 

8:30—12:00 

1、连接器行业发展对铜板带要求 

——航天电连接器专家、深圳连接器协会顾问 杨

奋为 

2、铸锭的结晶组织及其改善 

——铜合金熔铸专家 肖恩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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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铜合金板带材关键技术问题之弯曲加工性 

——铜陵高铜科技有限公司 高维林博士 

4、电解铜箔高端产品发展趋势 

——江西铜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晨 

5、中国压延铜箔产业发展 

——菏泽广源集团 

6、热浸镀锡铜带产品工艺研究 

——凯美龙精密铜板带（河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爱奎 

7、铜加工材连续挤压技术新进展 

——大连康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元文 

6 29  

8:20—8:30 分论坛三：铜管棒线及特种加工产业发展论坛 

论坛主持人：待定 

大会主席致辞——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

建国 

8:30—12:00 

1、制冷装备制造工业发展对铜管行业需求 

——中国制冷空调协会副秘书长 白俊文 

2、铜棒企业绿色制造探讨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淑梅 

3、制冷铜管发展趋势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用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 程大勇博士 

4、铜合金棒线产品的应用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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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色华人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华清 

5、我国铜杆行业发展概述与促进良性发展思考 

——待定 

6、铜管、铜棒新装备、新技术 

——待定 

7、待定 

6 29  

14:00—17:00 

铜加工产业技术成果（人才）交流会： 

高校及研究院所最新研究成果推介、上下游产业

最新研究成果推介、政府和企业人才需求信息发

布 

大会主席：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粮成 

1、铜板带轧机除油（专利）技术推介 

2、新型模具材料在铜挤压行业的应用 

………更多推介项目正在征集中 

14:00—17:00 参观海亮股份有色智能制造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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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是否是加工协会会员单位：□是   □否     

姓名 
职称/

职务 
性别 电话 

往返行程 
入

住

日

期 

离

开

日

期 

单间 标间 
到达

日期 

到港

/站 

航班/

车次 

时

间 

返程

日期 

离港/

站 

航班/

车次 
时间 

                                

                                

                                

                                

                                

注：1 请下载电子版 excel 填写！下载地址：http://www.cnfa.net.cn； 

2 请将回执于 6月 20日前发送至联系人邮箱：cnfabwh@126.com； 

3 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由于房源紧张，主赞助商和会员单位优先安排在主会场酒店。6

月 20 日之前没有注明住宿要求的，会务组将不能保证安排住宿，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如行程临时有变，请及时通知联系人。 

mailto:nfacbwh@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