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中国铁合金在线钨钼行业峰会 

会议联系人：马春秀 、乔杉  电话：028-65008666      手机：13350857932 、13308213911 

传真：021-51010999（电子传真）                       邮件：meeting@cnfeol.com 

聆听行业权威，掌握市场趋势  | 构建对话平台，促进行业交流  | 深谈务实合作，共谋互利双赢  

2017 年中国铁合金在线钨钼行业峰会 

 

2017 年 7 月 6-8 日  

 

陕西•西安 

 

主办单位：  

                 

 

鼎力支持：陕西金刚五矿资源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中国选矿技术网 

赞助招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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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邀 请 函 

尊敬的会员单位  

您好！  

中国铁合金在线 2017 年钨钼行业峰会定于 2017 年 7 月 6-8 日在陕西西安召开。

会议以“务实合作·共同前行”为主题，力邀钨系、钼系产品生产、贸易、原料供应、

下游采购企业等齐聚西安。多家知名钨系、钼系产品企业鼎力支持，锁定数百家企业

到场参会， 前瞻行业动态，加强对话交流，共谋前行之路！  

钨系： 

近年我国钨市场风云变幻、价格起起伏伏，难以平稳运行，业内厂商操作难度

持续较大，冶炼厂方面利润空间不断受压，市场不合理的价格格局长期存在。今年上

半年原料端更是不断给大家带来意外惊喜，多次令后端产品厂商措手不及；下半年泛

亚库存究竟能否进入市场流通，钨产品总体走势究竟何去何从？  

钼系： 

近年矿山停产增多，原料市场供应量减少，平衡经常被打破，导致钼价长期起

伏不定，下游工厂原料采购难度增大。冶炼厂利润空间压缩，但环保成本却不断增大。

目前东北地区环保检查严格，有效节能减排等亟待解决，工厂无碳焙烧设备改造陆续

推进。环保常态化下，后期焙烧渠道如何完善，未来钼价能否顺利向上突破？  

    面对诸多的问题以及疑问，钨钼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摆脱困境。本次峰会将

围绕这些问题，力邀行业协会、行业专家、国内重点企业代表组成高水准的演讲团队，

多维度、系统、深度地解析市场。  

聆听行业权威，掌握市场趋势；构建对话平台，促进行业交流；深谈务实合作，

共谋互利双赢。行业齐聚，年中盛会！诚邀您参加中国铁合金在线 2017 年钨钼行业

峰会，敬请莅临！  

 

中国铁合金在线   

http://www.cnfeol.com/ 

201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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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17 年 7 月 6 日 会议正式开始 

09:00-12:00 会议签到  

13:00-18:00 

贸易洽谈会 

－贸易洽谈现场供需互动、根据企业供需信息安排对接企业同桌洽谈  

－供需企业现场宣讲、意向企业现场约谈  

－现场提供贸易撮合服务，帮助企业量身引荐客户  

－现场大屏滚动播放企业供需信息  

18:00-20:00 欢迎晚宴 

2017 年 7 月 7 日议题演讲 

9:00-9:45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  袁晓玲 

9:45-10:20 中国工业环保政策解读                   ——拟邀国家环保部领导  

10:20-10:40 茶歇 

10:40-11:20 
镇安县核桃坪钨矿勘查现状与资源远景——陕西金刚五矿资源有限公司  

地质工程师  吕勃 

11:20-12:00 
当前钼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主管、资深分析师  刘军民 

12:00-14:00 合影留恋-午休  

14:00-14:40 
中国钨产业链前景发展及现状        ——赣州海盛钨钼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  祝修盛 

14:40-15:20 
有效提高钨矿钼矿选矿经济效益的措施          

——西安天宙矿业科技董事长，中国选矿技术网创始人  李天恩 

15:20-15:40 茶歇 

15:40-16:20 
2017 年上半年钨系市场回顾及下半年展望  

——中国铁合金在线钨系产品分析师  陈雪莲 

16:20-17:00 
近年钼系数据盘点及市场预测  

——中国铁合金在线钼系产品分析师  丁素敏 

18:00-20:00 答谢晚宴  

2017 年 7 月 8 日 

一、参观金刚五矿钨矿山 

二、行业精英，同游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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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与对话 

钨系 

宏观政策：供给侧结构调整，“一路一带”是否能促进需求增长，以达

到供需平衡？ 

环保政策：环保力度加强，钨冶炼厂开工困境重重，价格为何迟迟难涨？ 

供需关系：钨矿原始库存得到消化，供求矛盾是否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市场格局：下游需求释放慢、原料价格不合理运行，厂家究竟能否摆脱

倒挂局面？ 

原料市场：钨矿供应增速缓慢，年内矿价能否继续坚挺？ 

国际市场：APT 以国内市场为导向，钨铁能否扭转国际市场局面？ 

 

钼系 

宏观政策：钢材去产能，钼铁需求量是否会减少？ 

环保政策：环保常态化，氧化钼焙烧成本增加，是否会支撑钼价上涨？ 

供需矛盾：钼铁产能过剩，钼价如何向上突破？ 

市场格局：冶炼厂分散，市场价格混乱，产品品质不一，市场如何规范？ 

原料市场：原料整体供应量少，个别矿山复产，是否会阻碍价格上涨？ 

国际市场：钼铁、氧化钼出口阶段性好转，后期能否稳定出口？ 

 

最终发言人及演讲题目以最后公布为准或见会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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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钨钼行业峰会报名表 

时 间 2017 年 7 月 6-8 日 地 点 西安曲江国际饭店|西安市西影路 46 号 

公司名  

企业性质 生产 贸易  钢厂及下游 物流 仓储 设备 其它                

主营产品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企业宣传 会议赞助 会议广告宣传     企业展位  

住宿酒店 房型 价格 房间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是  □否 

标准大床/双床 550（单早/双早）元/间    

行政大床房 680（单早/双早）元/间    

参会费用 小写：          大写:                    元整， 

会费标准： 7 月 6 日前 会议现场 

会员单位 3400 元/人 40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 3600 元/人 4200 元/人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开户名：成都菲诺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4402 2390 0900 6694 10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分行碧云天支行 

账  号：6228 4804 6801 0661 873  

户  名：陈蓉秀 

注意事项： 

1、以上费用包含：会议费、资料费、同传费、餐费，不含住宿、旅游、交通及企业参观费用。 

2、发票：参会单位汇款后请将凭证以及开票信息传真本网站，我们将邮寄发票或会议现场领取。 

3、报名确定以后，参会单位临时取消与会，我们将不予退还参会费用。 

马春秀  028-65008666、13350857932 传真：021-51010999（电子传真）   邮件：meeting@cnfe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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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钨钼行业峰会贸易洽谈信息表 

公司名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邮   件  

企业介绍  

企业性质 生产 贸易  钢厂及下游 物流 仓储 设备 其它       

进出口权 有 无  

主营产品  

我要采购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采购数量 其它说明 

    

    

    

    

我要销售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销售数量 其它说明 

    

    

    

    

我想约见的客户 

1、 

2、 

3、 

填表咨询 马春秀   028-65008666、13350857932 传真：021-51010999（电子传真）  邮件：meeting@cnfe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