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日程 
 
（一）2021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主论坛--全体会议 
 

12月 17 日上午全体大会 

开幕式 

主持：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家驹先生  

会议日期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00-9:45 

长 沙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三

楼 主 会

议 大 厅

（ 星 沙

厅 6）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开幕式 

 

湖南省长沙市委常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彭华松先生

致欢迎辞 

世界白银协会执行主席Michael P. DiRienzo致辞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黄忠民

先生致辞 

中国银都—湖南永兴县委副书记、永兴县人民政府县长宾心华

先生致辞 

上海市普陀区白银协会会长郑六金先生致辞 

产业经济形势论坛（1） 

主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刘中慧 先生 

会议日期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45-10:3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6） 

跨界融合与消费新趋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萍女士） 

10:30-10:50 茶 歇 

产业经济形势论坛（2） 

 主持：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王壮利先生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50-11:2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6） 

新形势下中国矿产品外贸形势与海外矿业投资风

险防范（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刘中慧  

先生） 

11:20-12:00 

中国银矿资源供需形势与保障程度（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照

志先生） 



12月 17 日下午全体大会 

白银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1） 

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 王健先生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 容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2:00-2:30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6） 

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报告（中宝协（北京）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研究部高级经理 付尧 先生） 

2:30-3:00pm 

新时期白银标准情况（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

量质量研究所、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贵金属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向磊先生） 

3:00-3:25pm 

“导电银浆到器件”价值链升级的探索（北京中

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摩尔材料研究院执行院长  殷文钢先生） 

3:25-3:50pm 
白银贸易现状及展望（上海锌达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  杨景先生） 

3:50-4:00pm 茶 歇 

白银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2） 

主持：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张丽君 女士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 容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4:00-4:15 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6） 

湖南省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产业

高质量发展专场推荐会 

4:15-4:30pm 
基于智慧园区的白银产业新生态（正威国际集团

湖南项目主席 邓建军） 

4:30-5:00pm 
“中国银都—湖南省永兴”白银产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湖南永兴县政府或开发区主要领导） 

5:00-5:30 pm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助力白银企业发展（中国建

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贵金属及商品做市交易处

副处长  陈哲先生） 

2021 年

12 月 17

日晚上 

6:30-8:30 pm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三楼主会议大

厅（星沙厅 6） 

“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餐叙会” 暨“中国白银产业

年度风尚奖颁奖典礼”（待定）  

 
 
 

（二）2021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分论坛会议 
12月 18 日上午分论坛 

 



 
平行论坛（一）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白银市场分析论坛（分论坛 1） 

主持：中国商业联合会行业发展部处长  韩秀伟  先生 

8:30-9:00 

长沙国际会

议中心一楼

多功能厅 02 

我国低碳能源和美开启退出政策下全球大宗商品

市场展望（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方

正中期期货研究院院长 王骏先生） 

9:00-9:30 
市场分析的逻辑（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公司贵金属

市场分析师  靳湘云女士） 

9:30-10:00 
周期下的白银（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山东

招金银楼副总经理  梁永慧先生） 

10:00-10:30 
黄金和白银：70 年代通胀的投资启示（海通国际

证券、海通证券金属行业首席分析师 施毅先生） 

10:30-10:40   茶 歇 

 

白银生产与综合回收论坛（分论坛 2） 

 

主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重金属部高级专家、处长  周遵波  先生 

 

10:40-11:10 

长沙国际会

议中心一楼

多功能厅 02 

白银冶炼的现状与进展（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

冶金工程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刘伟锋先生） 

11:10-11:35 

铅铜阳极泥底吹熔炼提取金银等稀贵金属的产业

实践（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李贵先

生） 

11:35-12:0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稀贵金属等综合利

用行业现状与趋势（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电器循环

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蔡毅女士） 

12:00-12:10 

长沙国际会

议中心一楼

会议室 103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式 

 
 



平行论坛（二） 
会议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白银科技与金融前沿论坛（分论坛 3） 

主持： 中国五矿化工商会矿产品部主任  陈明亮  先生  

8:30-9:0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一楼会议室

103 

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实施进展与展望（云南省贵金

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 张爱敏女士） 

9:00-9:30 
金属--能源耦合与碳中和（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研究员陈伟强先生、特别研究助理汪鹏先生） 

9:30-10:00 
数字技术为金银产业腾飞赋能（北京金玖银玖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建胜先生） 

10:00-10:30 
白银期货资产配置应用与风险管理分析（中信期货

有限公司研究部资产配置组经理  张文先生） 

10:30-10:40  茶 歇 

白银应用论坛（分论坛 4） 

主持：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对外联络推广部副主任 

/白银分会秘书长  赵欣华  女士 

10:40-11:1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一楼会议室

103 

中国银基电工合金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桂林

金格电工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经先

先生 

11:10-11:35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食品接触银器皿》标

准宣贯（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质检中心质检总工  马蓉女士） 

11:35-12:00 
意大利银饰品抗氧化工艺技术研究（意大利珠宝协

会官方代表 杨豪杰 先生） 

12:00-12:10 

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一楼会议室

103 

2021 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白银年会闭幕式 

说明：（1）会议日程随时更新，请以最新会议日程为准； 

（2）因疫情原因未能到现场专家报告改为线上，暂定在 12 月 29 日举办为期一天

“2021 年中国国际白银年会”线上论坛，线上会议将通过腾讯会议直播，腾讯会议室账号

会前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