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邀请函 

尊敬的_______先生/女士： 

“2019 年第八届国际金属硅行业峰会”将于 2019 年 4 月 10-12 日在云南

腾冲隆重举行。 

回顾前七届峰会，参会人数可谓是屡创新高，据统计峰会累计参会人数已

突破 2100 人次！本届峰会，我们将延续前七届峰会的续航力，力邀来自全球金

属硅上下游行业代表共赴盛会，其中包原料生产、金属硅生产/贸易、下游终端

采购、设备服务、物流服务、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企业行业精英，深化合作

关系，把握市场走势，共话金属硅行业未来。 

2018 年金属硅市场持续阴跌难涨，整年最大跌幅高达 2600 元！引无数金

属硅企业黯然神伤。是产能扩大带来的恶性竞争？是环保压力带来的运行窘

境？还是贸易逆差带来的消费缺口？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落实，国内金属硅企

业面临新增设备、设备升级、成本增加等诸多难题，而融资困难、不良竞争、

出货不畅等一系列问题更是让生产企业负重致远。 

我国金属硅市场格局日新月异，国内终端消费提升速度不及金属硅新建产

能投放所带来的产量增加速度，且铝、多晶硅市场的结构调整带来消费难题，

加之国际贸易关系紧张，终端产品出口面临新的挑战，给金属硅消耗带来诸多

阻力。 

价格竞争激烈、硅厂供应提升、终端消费疲软和国家政策变革将引领金属硅

市场在 2019 年如何发展？2019 年（第八届）中国铁合金在线金属硅行业峰会

将秉承优良传统，让参会嘉宾“带着订单来—专人来引荐—给力对接洽谈—转

化有效客户—达成买卖意向”。我们诚挚地邀请您的莅临！ 

 中国铁合金在线   



 

 

会议日程——2019 年 4月 10日会议签到-供需洽谈 

09:00-18:00 会议全天签到&领取资料 

14:00-17:00 贸易洽谈与撮合专场（会场一） 

14：00-16:00 金属硅原料市场专题研讨会（会场二） 

14:00-14:30 

14:30-15:00 

15:30-16:00 

19年炭电极市场供需变化及后期价格走势  

硅煤价格走势对金属硅的影响力 

石油焦市场面对硅市的水深火热该何去何从？ 

18:00-20:00 2018 年第八届国际金属硅行业峰会欢迎晚宴——傣族之夜 

2019 年 4月 11 日主题演讲 

09:00-09:20 开幕致辞 

09:20-10:00 
金属硅行业的工业结构优化进程 

——拟邀金属硅行业专家 

10:00-10:30 
2019 年云南金属硅市场发展展望 

——拟邀云南金属硅冶炼行业协会 

10:30-10:45 茶歇 

10:45-11:15 

2019 年川滇硅厂复产及新疆新建产能概况 

——拟邀金属硅冶炼行业协会 

11:15-11:45 

环保新标准下的脱硫脱硝进程情况？ 

——拟邀金属硅冶炼行业协会 

11:45-12:00 参会代表合影留恋 



 

 

 

（以上会议日程，最终发言人及演讲题目以最后公布为准戒见会议官网） 

会议焦点 

►我国金属硅新建产能释放情况？ 

►国家对已过剩的金属硅产能如何调控？ 

►供需矛盾下各地硅厂如何发挥自我优

势？ 

►2019年川滇硅厂能否如期复产？ 

►环保新标准下的脱硫脱硝进程情况？ 

►其他国家金属硅输出增加是否会带来贸

易缺口？ 

 

►国内消费能否弥补外贸缺口？  

►禁止废铝进口对我国铝市场的促进作用

如何？ 

►取消补贴和限制过速发展后的多晶硅市

场发展如何？ 

►有机硅能否如期投建新批项目？ 

►2019年金属硅行业发展几何

12:00-14:00 自助午餐 

14:00-14:30 
铝合金市场对金属硅需求变化 

——拟邀国内外知名铝生产企业 

14:30-15:00 
金属硅国际市场供需展望 

——拟邀国内外知名进出口企业 

15:00-15:30 
中国有机硅工业现状、发展前景及对金属硅的需求  

——拟邀国内外知名有机硅生产企业 

15:30-16:00 
全方位分析 2019 年金属硅市场 

——中国铁合金在线金属硅产品首席分析师 

16:00-16:30 
宏观调控下的金属硅过剩产能 

——中国铁合金在线金属硅产品首席分析师 

18:00-20:00 自助晚餐 

2019 年 4月 12 日-工厂参观/云南芒市泼水节 



 

 

 2019 年第八届金属硅行业峰会报名表  

时 间 2019 年 4 月 10-12 日 

会议

酒店 

云南·腾冲 

公司名(中文/英文)  

企业简介  

企业性质 □生产  □贸易  □矿山 □钢厂及铸造 □设备 □其他_________ 

主营产品  

进出口权 □有□无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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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宣传 □会议赞助     □企业展位展览方案     □会议广告     □需求定制 

住宿酒店 房型 价格 房间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是  □否 高级客房     



 

 

收 费 标 准 

套餐 A:仅参会（无洽谈桌） 

会费标准 1 月 31 日前 2 月 28 日前 4 月 10 日前 会议现场 

会员单位 3400 元/人 3800 元/人 4200 元/人 44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 3600 元/人 4000 元/人 4400 元/人 4600 元/人 

国外金会员 1000 美元/人 1200 美元/人 1400 美元/人 1600 美元/人 

国外 VIP 1200 美元/人 1400 美元/人 1600 美元/人 1800 美元/人 

国外非 VIP 1400 美元/人 1600 美元/人 1800 美元/人 2000 美元/人 

套餐 B：参会+ 贸易洽谈会独立洽谈专用桌 

（会务组力荐此套餐，参会 3 人及以上即赠送独立洽谈专用桌） 

会费标准 1 月 31 日前 2 月 28 日前 4 月 10 日前 会议现场 

会员单位 5200 元/人 5600 元/人 6000 元/人 62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 5400 元/人 5800 元/人 6200 元/人 6400 元/人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东大支行 

开户名：成都合鑫通网络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4402 2980 0900 002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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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观费、旅游；不含住宿、交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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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名确定以后，参会单位若临时取消与会，我们将不予退还参会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