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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文件

中色加协字〔2020〕12号

关于召开 2020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
暨中国（铜陵）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和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2020年中国铜加工产

业年度大会暨中国（铜陵）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 2020年

9月 2—4日在安徽省铜陵市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0年 9月 2日

会议时间：2020年 9月 3—4日

会议地点：铜陵铜雀台金陵大酒店、天下生肖会议中心

会议酒店：铜陵铜雀台金陵大酒店（签到处）、天玑酒店、

紫轩假日大酒店、朱府铜艺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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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组织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二）承办单位

铜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铜陵市铜业协会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铜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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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力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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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威铜业分公司

无锡申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康丰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众汇工业炉有限公司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萃隆精密铜管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品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花园铜业有限公司

铜陵鑫佳粉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恒辉节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中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半径电力铜材有限公司

宁波兴敖达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伟强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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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单位：宁波金凤焊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湖南嘉

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源

工业炉（靖江）有限公司、靖江嘉仕德炉业有限公司、太仓苏安

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亚爵电工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昆山

道普润滑科技有限公司、沈阳恒润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曼海

特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厚德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济宁北辰

机械加工有限公司、广东精创润滑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安可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凯得力耐火材料（中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变

压器电炉厂、郑州宏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共业制刷有

限公司、太仓市粤标安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微觉视视觉检测技

术（苏州）有限公司、广西崇左-东盟青年产业园、北京核夕菁

科技有限公司、凯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有色金属报、中国有

色金属杂志社、有色金属加工杂志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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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网等。

三、大会主题

大变局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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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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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人，其中副总经理级别以上超过 400人。

五、大会主要内容

2020 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暨中国（铜陵）铜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由开幕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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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组成。其间还

包含中国铜管行业优秀人物表彰、2019 年（第三届）中国铜棒

（排）材十强企业授牌。

（一）大会主题报告会

近几年，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铜加工领域企业家、科研

工作者、技术专家等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高端铜材料持续获得突

破，正在全面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中美贸易战及正在肆虐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全球的经济走势带来深刻影响，也正在改变全球经济

格局。本次年会以“大变局、新机遇”为主题，旨在激励我国铜

加工企业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动的有利时机，创新发展模式，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全面缩小我国铜加工产业与日本、德国等西

方国家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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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平台，2014 年开始举办，本次论坛为第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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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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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家组成。本届院长论坛将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

大学、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河南科技

大学、江西理工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等涉铜高校材料学院、研究

院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三）铜加工分领域论坛（分论坛设大会主席）

为了满足铜加工细分领域对加工技术、产品开发、下游消费

等的不同需求，应参会代表要求，本次年会特设 3个铜加工分论

坛，分别为：铜加工市场与资本论坛、铜板带箔产业发展论坛和

铜管棒线及特种加工产业发展论坛。

六、论文征集与大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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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5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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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房间，请务必将会议回执

于 8月 27日前发送至联系人。

（三）交通：

1.航空线路：南京禄口机场——铜陵（距离 160 公里）、合

肥新桥机场——铜陵（距离 136 公里）、九华山机场——铜陵（距

离 30 公里）

2.高铁线路：铜陵站、铜陵北站。

八、联系人

胡 亮：010-63972919 18518604076

吴 琼：010-63972919 1324186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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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08月 10日

mailto:nfacbw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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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9月 2日（星期三）

09:00-22:00
注 册

地 点：铜陵铜雀台金陵大酒店大堂

18:00-21:00
自助晚餐

地 点：铜陵铜雀台金陵大酒店 XX厅

9月 3日（星期四）上午

08:20-08:52

大会开幕式

地 点：铜陵铜雀台金陵大酒店铜雀宫、天下生肖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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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顺科先生

08:20-08:28 铜陵市人民政府领导致欢迎辞

08:28-08:3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军先生致辞

08:33-08:38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领导致辞

08:38-08:43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领导讲话

08:43-08:48 铜陵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8:48-09:10

1、中国铜管材行业优秀人物表彰

2、中国棒（排）材十强企业授牌

主持人：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章吉林先生

09:10-09:20 会间休息

09:20-12:00
主题报告会

主持人：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章吉林先生

09:20-10:05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阳光资产管理首席战略官 邱晓华博士

10:05-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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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顺科先生

10:35-12:00
主题报告会

主持人：待定

10:35-11:05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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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 谢建新院士

11:05-11:35
西方铜加工行业发展现状

——北矿力澜科技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岚女士

11:35-12:05
待定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纯先生（待定）

12:05-13:50
自助午餐

地 点：XX餐厅

9月 3日（星期四）下午

13:50-15:50

中国涉铜高校材料学院及研究院院长论坛

地 点：天下生肖会议中心

主持人：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李周先生

13:50-14:20
3D打印特制铜合金零部件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华明院士

14:20-14:45
待定

——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杨斌先生（待定）

14:45-15:10
面向核聚变能用钨铜连接技术与应用

——山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合肥工业大学原副校长 吴玉程先生

15:10-15:35
待定

——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 刘平先生

15:35-16:00
待定

——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米绪军先生

16:00-18:00

中国涉铜高校材料学院及研究院院长论坛

地 点：天下生肖会议中心

主持人：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米绪军先生

16:00-16:30
5G通信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

——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宋克兴先生

16:30-16:55
高性能铜基复合材料的研究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李周先生

16:55-17:20
有关电工铜合金方面

——西安理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处处长 梁淑华女士

17:20-17:45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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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斌先生

17:45-18:10
六辊铜带轧机板形智能测控技术

——燕山大学原校长 刘宏民先生

18:00-20:00 自助晚餐

地 点：自助餐厅

9月 4日（星期五）上午

08:20-10:15

分论坛一：铜加工市场与资本论坛

地 点：铜陵铜雀台金陵大酒店铜雀宫

论坛主席：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沈纯先生

主持人：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靳海明先生

08:20-08:25 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沈纯先生致辞

08:25-08:50
全球经济走势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招商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 高明博士

08:50-09:15
2020年铜市场及价格分析展望

——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有色研究员 高维鸿先生

09:15-09:40
铜加工企业海外并购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钱自强先生

09:40-10:05
企业保值实际操作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5-10:15 会间休息

10:15-12:20 主持人：待定

10:15-10:40
铜市场分析

——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分析师 王睿麟女士

10:40-11:05
期权在套期保值中的应用

——亨通集团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春亮先生（待定）

11:05-11:30
铜加工企业如何借助国际化贸易商做好成本管理

——无锡国开金属资源有限公司投研总监 刘硕先生

11:30-11:55
新冠疫情及进口政策调整对废杂铜供应影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11:55-12:20 待定

08:20-10:15 分论坛二：铜板带箔产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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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天下生肖会议中心 A厅

论坛主席：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明烈先生

主持人：铜陵市铜业协会驻会副会长王金海先生

08:20-08:25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明烈先生致辞

08:25-08:50
"新基建"带给铜加工的机遇和挑战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曹钦润先生

08:50-09:15
铜箔行业发展趋势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电子铜箔分会秘书长 冷大光先生

09:15-09:40
待定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威铜业分公司

09:40-10:05
待定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10:05-10:15 会间休息

10:15-12:20 主持人：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陆冰沪先生

10:15-10:40
高性能铜合金带箔材的开发与应用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佟庆平博士

10:40-11:05
电解铜箔高端产品发展趋势

——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

11:05-11:30
电磁兼容高铁含量 Cu—Fe合金材料开发及应用前景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永如先生

11:30-11:55
连续挤压铜板带的组织和性能

——大连康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元文教授

11:55-12:20
热处理工艺参数对热浸镀锡铜带镀层的影响

——凯美龙精密铜板带（河南）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鲁长建先生

08:20-10:15

分论坛三：铜管棒线及特种加工产业发展论坛

地 点：天下生肖会议中心 B厅

论坛主席：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先生

主持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08:20-08:25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黄明先生致辞

08:25-08:50
高纯无氧铜管（TU1）降低空调腐蚀泄露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程大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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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09:15
待定

——安徽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 周力行

09:15-09:40
难溶混合体铜铁合金熔炼及加工技术开发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曾力维

09:40-10:05
高端线材的制备与研究进展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待定）

10:05-10:15 会间休息

10:15-12:20 主持人：待定

10:15-10:40
高品质铜基粉体材料及其应用研究

——有研粉末新材料（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祥庆先生

10:40-11:05
耐磨复杂铜合金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宁波正元铜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世民先生

11:05-11:30
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中台在江西铜业的应用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程制造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杨文锋先生

11:30-11:55
上引连铸铜镁合金氧含量控制研究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材料事业部副总经理 刘文先生

11:55-12:20
高导无氧铜管制造技术及应用进展

——常州九洲创胜特种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绪军先生

12:00-14:00
午 餐

地 点：

9月 4日（星期五）下午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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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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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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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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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通集团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春亮先生（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