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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色报报字[2019]011 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

中国钛民品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推动钛民品行业的发展，促进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提

升，进一步拓展钛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钛微媒将于 2019 年 10 月

9-11 日在沈阳联合举办“第三届中国钛民品高峰论坛”。

秉承历届钛民品高峰论坛的优势及特色，本届钛民品高

峰论坛围绕钛产业材料-钛制品-市场营销-下游企业等钛民

品全产业链，深入探讨钛材在民品中的材料性能、生产工艺

等难题，探索钛民品在市场销售、开发、产品创新方面新的

变化和趋势,推动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钛微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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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宝鸡钛程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极致钛业有限公司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

宝鸡鑫诺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二、会议主题

融合智慧 聚焦民品 引领健康钛时代

三、会议时间

2019 年 10 月 9-11 日

10 月 9 日报到

10 月 10 日全天会议

10 月 11 日上午会议

10 月 11 日下午参观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四、会议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锦联豪生酒店

五、会议主要内容

10 月 10 日 8：30 开幕式

致辞 中铝沈加董事长 汤勇

致辞 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春晓

致辞 工信部领导

致辞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 范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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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中铝公司领导

致辞 沈阳市及开发区领导

致辞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全体合影

10 月 10 日 9：40 专题报告

《打造钛材产品专业制造商 助推钛民品产业高速发

展》 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限公司技术质量中心副主任王

丽

《钛合金组织性能及成形工艺的多尺度计算优化》 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徐东生

《关于钛“科”“技”发展与钛民品开发的思考》 南京

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常辉

《研发服务做支撑 合作共赢创未来》 宝钛集团

《第三方质检助力“钛民品”质量管控与全程追溯》 中

国检验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郭洋

报告题目待定 浙江爱仕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陈美荣

10月10日 14：00 专题报告

《民用钛产品质量控制思考》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余伟

《钛表面技术的发展》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腐蚀与防

护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李争显

《钛民品市场用钛系统化的建议》 洛阳双瑞精铸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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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王树军

《一只杯装下民族的品味》 江苏希诺实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俞君

茶歇

《钛及钛合金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宝鸡鑫诺新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利

《钛材在建筑上的应用》 广州奥雅丽固新型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谏

企业负责人小型专题座谈会

10月11日 9：00 专题报告

《钛民品市场发展的几点感悟》 深圳市极致钛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军

《国人钛品 谨中求进》 广东博友制钛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于发明

《钛企民品定价何去何从》 深圳霸狮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郭元兵

《钛民品现状与未来》湖南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民

品营销总监陈伟

茶歇

《中国资本市场概况及IPO审核要点》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温桂生

《涉钛领域及产业的理念视野、行动路线与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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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进钛圈三度观察认知思辨实践》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

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军民产业负责人张巨涛

企业交流发言

企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0月11日 14:00

参观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六、同期活动

1.设置展示区域

展示钛民用产品

2.小型企业座谈会

特邀全国人大代表、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限公司技术

质量中心副主任王丽，与部分企业代表围绕钛民品目前发展

的瓶颈及钛民用品标准等问题进行座谈，为钛民品发展建言

献策。

3.钛厨具的实操表演

为展示钛厨具的优势，活跃大会气氛，拟在首日论坛晚

宴上，举行钛厨艺表演环节。将邀请钛民品企业参加厨艺表

演，参会代表将在表演过程中现场品尝使用钛锅具炒出的美

味菜肴。

七、报名流程

会议报名：请相关单位接到通知后，尽快报名参会，确

定参会的代表需填写会议回执表（见附件 1），通过添加“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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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媒小编”微信号(如下)传至会务组，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

展会报名：展示期间标位免费，搭建及展板自费，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

付费时间:请在报名后 3 日内付款，会务组收到费用后，

给参会单位开具等额发票。

八、收费标准

报名费 1600 元/人

现场报名 1800 元/人

(注：会议费包括会议期间餐费及资料费，住宿费自理。）

会议接待酒店：锦联豪生酒店（四星级）房间价格：标间 350

元/晚、大床 350 元/晚

九、会议联络

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淮金 18811223030

付宇 15811258640

潘廷祥 13398521818

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2019 年 9 月



7 / 8

附件 1 第三届中国钛民品高峰论坛回执表

备注：请在报名后3日内付款，会务组收到费用后，为参会单位开具等额发票。

参会单位

单位全称 联系人

通讯地址 手机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E-mail

费用及其他

 会议收费（含会议费、资料费及会议期间的餐费）

会前交费：CNY 1600 元/人

现场交费：CNY 1800 元/人

收款账户

开户行：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户 名：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账 号：11001029200053005936

开票信息(开取普票只需填写前两项)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帐户:

微信付款码（请注明汇款单位）

 参展： 是 否 厨艺展示： 是 否

 参观：10月11日下午参观中铝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是 否 共 人

住宿：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锦联豪生酒店（四星级） 标准间、大床房均为 350 元/晚。

姓名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房型 合住

标准间 大床房 是 否

标准间 大床房 是 否

标准间 大床房 是 否

标准间 大床房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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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酒店交通路线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锦联豪生酒店

出租：距离约 13 公里，车程约 22 分钟，费用约 26 元。

公交：有轨电车 6 号转有轨电车 4 号，时间约 1 小时 12 分钟，步行 790 米

有轨电车 6 号转有轨电车 3号，时间约 1小时 12 分钟，步行 830 米

沈阳南站——锦联豪生酒店

出租：距离约 5.4 公里，车程 11 分钟，费用约 13 元。

公交：有轨电车 4 号，时间约 48 分钟，步行 1.6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