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文件
中再协事字[2018]35 号

第十八届再生金属国际论坛及展览交易会
通

知

各相关单位：
11 月 7-9 日，第十八届再生金属国际论坛及展览交易会将
在广州东方宾馆拉开帷幕。
论坛以“新起点

新航程

新发展”为主题，内容丰富、针

对性强。邀请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领导和相关国际行业组织负责
人就宏观政策、产业发展、税收改革等焦点问题现场解读；30 余位
国内外业界重量级嘉宾围绕市场动态、技术装备、耐材应用、溶剂创
新、资本融合、扩大应用、国际合作等现场交流，目前大部分演讲嘉
宾内容已印制成册。期间，与中国-东盟环境保护中心联合召开的工
业污染防治专题活动邀请到东盟 10 个国家环保负责人现场探讨。
同时，为使企业间充分交流，分会特邀齐合环保集团、广东宇成
集团分别在 11 月 7 日和 8 日晚举办“齐合环保欢迎晚宴”和“宇成
之夜答谢晚宴”
，定向邀请企业负责人参加。本届 CMRA 年会，无论从
参会代表、专业观众、展览企业数量还是活动专业水平、议题针对性
等都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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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报名参会人数较多，我们希望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安排更
加有针对性的交流，请准备参会的企业负责人尽快报名确认。

王浩鹏

13501054597

贾

跃

18618289879

奚丽君

13521331287

附件：1.CMRA 年会议程安排
2.CMRA 年会参会报名表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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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CMRA 年会议程安排
11 月 7 日

08:30-22:00

报到注册

广州·东方宾馆一层

11 月 7 日

18:30-20:00

CMRA 年会齐合环保欢迎晚宴

酒店八层南国宴乐厅

11 月 8 日

18:30-20:00

CMRA 年会宇成之夜答谢晚宴

酒店八层南国宴乐厅

11 月 8 日

08:30-08:4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酒店八层南国宴乐厅

11 月 8 日

08:40-09:00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1 月 8 日

主旨报告--新时代

时间

新发展

八层

南国宴乐厅

议题安排

演讲嘉宾

9:00-9:20

提升再生金属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

工信部节能司司长 高云虎

9:20-9:40

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推动再生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9:40-10:10

关检融合 业务优化 促进再生金属产业国际产能合作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副司长

邸连柱

10:10-10:30

资源再生产业在新政策与贸易战双重压力下的新趋势

国际回收局有色金属部总裁

乔为智

10:30-10:50

美国再生金属产业应对市场变化举措和发展思路

10:50-11:10

国防民生 铝铝生辉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 马荣

美国废料回收工业协会
政府和国际关系高级主任 史小林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尹雪春

11:10-11:30

题目待定

11:30-12:00

巡 展

再生金属分会
与会主要领导、嘉宾

11 月 8 日

专题论坛（一）发展趋势研讨会

14:00-14:20

完善税链 降低税赋 再生金属产业税收政策研究

14:20-14:40

中国再生铜发展前景及国际循环利用经验借鉴

14:40-15:00

提升分选技术 提高品质标准 规范回收体系

15:00-15:20

信息技术与管理一体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15:20-15:40

完善贸易投资服务体系，促进再生资源企业出海

15:40-16:00

中东再生金属产业发展特点与未来趋势

16:00-16:20

日本再生铜行业的新动态与新技术

16:20-16:40

奥图泰再生金属回收工艺及智能化冶炼厂

八层

东方厅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许文
麦肯锡公司全球副董事 宋志浩
齐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 秦永明
德国瑞西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 贝恩德
中国技术投资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刚
中东回收局会长 纳赛尔
日本金属经济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樱井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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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图泰（上海）冶金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冶金高级经理 杜晋

16:40-18:00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交流：再生金属产业的绿色金融

大华继显（香港）有限公司

主持：资源循环研究院（筹） 院长助理 姜威

11 月 8 日 专题论坛（二）绿色技术装备

一层

再生资源原料提纯新技术探讨

14:30-15:00

再生有色金属炉窑耐火材料应用，提高资源回收率

15:00-15:30

高效无损便携直读光谱仪全方位检测与分析

15:30-16:00

再生金属综合利用智能分拣系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6:00-16:30

LIBS 激光技术实现金属全元素在线检测

16:30-17:00

易拉罐、铝屑高效绿色脱油脱漆技术

苏州诺瑞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文刚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孟庆武
江苏科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肖兵
美国 TSI 公司 ChemLogix 化学分析事业部
亚太区高级经理 刘岩
昆山中能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省身

专题论坛（三）期货市场发展与创新

13:30-14:00

签到

14:00-15:00

中美贸易战对金属价格的影响

15:00-16:00

策略回顾与 2019 年展望

16:00-17:00

有色金属交易策略分析

17:00-17:30

圆桌论坛

11 月 9 日

第一会议室
宁波回珑再生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戌寅

14:00-14:30

11 月 8 日

香港锦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八层

花城春色厅

中粮期货工业品部首席分析师 卫来
南储商务网首席分析师 易树良
广东厚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专题论坛（四）新市场 新未来

一层

姜灵

第一会议室

9:00-9:20

扩大铝应用 开拓再生铝市场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毕效革

9:20-9:40

铝合金新型材料促进汽车轻量化

通用汽车（中国）集团公司
研发部主任 王建峰

9:40-10:00

富氧侧吹技术促进再生铜、铅节能环保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伍绍辉

10:00-10:20

提升工艺技术规范促进再生铝产业健康发展

10:20-10:40

湿法再生铜冶炼新工艺

10:40-11:00

废铝精选工艺为再生铝精炼增值

11:00-11:20

新技术 新市场 开启再生金属产业新未来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毕琳
苏州再生金属设计研究院
安奇泰克格林（上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克士
意大利通用磁力（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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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金属分会

附件 2：
CMRA 年会参会报名表
会刊刊登基本信息
（中文）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地址

（中文）

（发票邮寄）

（英文）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E-mail

企业网址

是否会员企业

企业类型

□拆解

备

以上信息将刊登参会名录内，是否载录手机号码□是，手机号码：

注

□加工

□贸易

□设备

□科研机构

□是

□否

□媒体 □其他：政府机关
□否

代表信息
姓

名

职

位

手

机

手机号码是否刊登
□是

E-mail

□否

参会费用
预报名
会员

4000 元/人

非会员

4500 元/人

费用合计（大写）

参会报名

现场
5800 元/人

人，费用合计：

账户名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汇款帐号

开 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什刹海支行
账

号：011 501 421 000 0293

请详细填写或提供企业六位开票代码！
企业开票码（六位）
：
单位名称：

发票信息

税

号：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注：1.请将报名表及汇款凭证 Email 至组委会，并上传参会代表电子版照片；
2.会刊信息刊登截止日：2018 年 10 月 10 日，逾期后仍接受报名，但无法基本信息会刊载录；
3.如不能如期参加，请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前告知，逾期不予退款！

公司确认（请加盖公章）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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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