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信息中心 

特邀协办单位： 

苏州思美特表面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中博世金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明发贵金属有限公司 

河南济源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金利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马上银科技有限公司  

贺利氏贵金属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世界铂金投资协会 

特邀支持单位: 

世界黄金协会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中国银都—湖南省永兴县金银协会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贵金属分会 

支持单位： 

中船重工黄冈贵金属有限公司 

昆明诺曼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晶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中科铜都粉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桐柏泓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贺利氏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温州伟达贵金属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高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宝生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郴州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 

承办单位：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2年 9 月 7-9日 

报到时间：2022年 9 月 7 日全天 
 



会议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东山宾馆

酒店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启园路46号

（说明： 会务组协助统 一 预订酒店房间）

三、 会议的主要内容

与会领导专家将围绕
“

2022年第十六届中国贵金属年会暨

首届银粉银浆市场及技术研讨会
“

年会研讨会主题：
“

优化贵金

属全产业链布局，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

、
“

市场、技术与产业化
”

对贵金属全产业链进行梳理；对白银工业应用重点产品 — 硝酸

银、 银粉、 银浆以及大阳能光伏、 光电、 电子信息材料等产业发

展现状、技术、市场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讨（会议初步日程，

详见附件1)。

四、 参会人员

1.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和贵金属行业组织相关人员；

2.贵金属勘探、矿业、冶炼、加工企业、贸易商、 消费企业、

设备制造及辅助材料生产商；

3.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单位（如硝酸银、 银粉、 银浆以及大

阳能光伏、 光电、 电子信息等行业机构代表）等；

4.金融机构、 科研院校及投资机构；

5.新闻媒体及专业期刊等。









附件 1： 

会议初步日程（更新） 

 

2022 年第十六届中国贵金属年会暨首届银粉银浆市场及技术研讨会 

 

时间：2022年 9月 8日-9日上午 

一、开幕式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及金银分会，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支持

单位领导等致辞 

 

二、主要会议报告 

1. 周期冲突、货币退潮和大类资产配置研究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

管  陈达飞 先生  

2.碳达峰碳中和前景下铂金投资价值分析 

  ----世界铂金投资协会亚太区负责人  邓伟斌  先生 

3.近期全国有色铅锌铜与贵金属地质找矿行动进展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科技处处长  贾润幸 先生 

4.双碳双循环下我国有色金属矿业发展新趋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重金属部产业咨询处副处长 张楠 女士 

5. 铜铅阳极泥综合处理回收冶炼精炼新技术及其展望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工程师  董准勤 先生 

6.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光伏组件贵稀金属回收现状及技术进展 

  ----常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周全法 先生 

7. 中国银基电触头市场现状及在新能源领域中的应用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工合金分会副理事长、广西桂林金格电工 

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经先 先生 

8.燃料电池发展技术与前景分析（暂拟题目） 

 ----上海济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沈乃晨 先生 



9.贵金属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贺利氏贵金属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敏 女士 

10. 太阳能光伏与硅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 （拟邀报告） 

11. 银粉与银浆匹配应用科学 

----苏州思美特表面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龚强 先生 

12.中国硝酸银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中船重工黄冈贵金属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  丁刚强  先生 

13. 电子信息材料行业贵金属浆料技术研发进展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材料事业部总工程师 李文琳 先生 

14.导电银浆器件电子新材料市场与技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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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高可靠性银包铜粉技术与制备工艺研发进展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昆明高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惠 女士   

16 .太阳能光伏银浆技术与市场最新研发报告 

----（拟邀报告） 

17.2021-2022年黄金行业市场形与趋势分析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公司铅锌稀贵事业部副经理 石和清 先生 

18.2021-2022年白银行业市场形势与趋势分析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公司高级分析师  李元 女士 

19.2021-2022年铂族金属行业市场形势与趋势分析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公司资深专家  姬长征 先生 

20.金银实物交易投资机遇把握与期货期权套保实战操作分析 

----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招金银楼）副总经理 梁永慧先生 

21.双碳目标下白银产业历史性投资机遇分析 

----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中国五矿经济研究院）政策研究室  

高级研究员 徐天昊 先生 

（说明：会议日程随时更新，请以最终公布会议日程为准） 



附件 2： 

2022 年第十六届中国贵金属年会暨首届银粉银浆市场及技术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注册报到时间：2022 年 9 月 7 日    咨询电话：010-62560921，63978092-8062、8082、8116、8218 

回执表传真：010-63971647  E-mail: PM@antaike.com； CNIA_GS@163.com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参会人数  

单位类

型 

□政府  □行业协会  □外资驻华机构  □地质勘探  □矿业开采  □冶炼精炼  □加工  □冶金设备  □投资贸

易   □期货银行证券基金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市场咨询研究  □媒体  □其它 

会议注

册费 

9 月 1 日（含）之前 
金银分会会员单位代表        人×1800 元人民币/人=      元    

国内代表（非会员单位）      人×2800 元人民币/人=      元 

9 月 1 日（含）之后 
金银分会会员单位代表        人×2500 元人民币/人=      元    

国内代表（非会员单位）      人×4000 元人民币/人=      元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话  传真   

会议注册费汇款总计 ￥          元（小写） 万      仟     佰    元整（大写） 

是否加入企业名片（收费标准 600 元人民币）： 是□   否□ 请将企业介绍或者企业彩页宣传文字（以 word 格

式）、图片发送到邮箱: PM@antaike.com 是否加入企业彩页宣传（收费标准 10000 元人民币）是□  否□   

收款 

账号 

单位名称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请在汇款时标注“贵金属会注册费”） 

开户行及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11001029200056065199 

地址、电话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二层 201   010-63971657 

房间 

预定 

 

苏州市 

东山宾馆 

叠翠楼大床房： 560 元/间•日（含早餐） 间 入住时间：9 月    日至    日 

叠翠楼双床房： 560 元/间•日（含早餐） 间 入住时间：9 月    日至    日 

订房确认联系 订房确认联系：010-62560921（工作日 8:30-12:00,13:00-17:00） 

*注：1.房费直接现场交酒店；2.请在离店前于酒店前台开具发票；3.预订房间如需变更，请在 9 月 3 日前通知房务组和会务组  

注意 

事项 

1.提前注册并汇款的代表在报到时凭汇款底单复印件领取发票；2.如果在线邮件注册无法完成，请下载并填写回执表传真至

010-63971647；3.如果需要正式会议通知（盖章公函文件），请向会务组索取或下载；9 月 1 日前汇款代表可确保录入会议名录。 

付款单位   

付款方式   □汇款     □现场交费 开票类别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票单位名称（发票抬头）   

开票信息六位代码：  

初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开据专用发票信息有变

更的单位请填写： 

1、单位地址  

2、联系电话  

3、纳税人识别号  

4、开户银行名称  

5、银行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   

收件人   邮编   联系电话  



防 疫 要 求（更 新） 

 

一、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江苏省苏州市卫生防疫部门最新要求，入住酒店前需提

供如下健康信息和证明材料。 

（一）绿色健康码。 

（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三）出发地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中、高风险等级地

区代表需提供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为保障大会现场秩序，参会人员尽量提前到达并由会场防疫

工作人员核验以上三项信息后方可办理酒店入住。 

   温馨提示：江苏省苏州市东山宾馆附近常设核酸检测点（地

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地区人民医院）。为代表出行便利，9月 7

日会议报到当天（上午 11点至下午 15点），会务组协调当地卫

生部门在苏州市东山宾馆会议签到处为与会代表提供免费核酸

检测服务；9月 8日会议期间（上午 11点至下午 15点），在会

场门口设有免费核酸检测点。苏州当地核酸检测查询，请下载苏

周到 app查询。 

 

二、现场防控措施 

（一）会期防控措施。台上主持人和报告人可不佩戴口罩。

其他参会人员均需全程正确佩戴口罩。现场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在

会场巡查，发现未正确佩戴口罩的，及时提醒，发现有健康异常

人员引导至临时留观点处置。 

（二）会后防控措施。活动结束后，为避免离场拥挤，请参

会代表按顺序依次离场，会场将及时进行消毒和通风。 



附件 3： 

 
同期活动安排 

（2022 年 9 月 7 日-9 日） 

 

会议日期 时 间 内 容 

会议注册 

2022 年 9 月 7 日 

（星期三） 

2022 年 9 月 9 日 

（星期五） 

8:00-22:00 

 

8:00-9:00 

会议注册地点：苏州东山宾馆大堂 

会议 

2022 年 9 月 7 日 

（星期三） 

下午 

15:00-18:0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金银分会第五

届二次理事会”（限金银分会理事、会

员参会） 

 

会议开幕式 

202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四） 

 

上午  

9:00-9:30 

“2022 年第十六届中国贵金属年会暨

暨首届银粉银浆市场及技术研讨会”开

幕式 

会议 

202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四） 

 

上午 

9:30-12:00 

 

下午 

14:00-18:30 

 

 

“贵金属产业形势论坛” 

 

“贵金属资源勘探开发和生产论坛” 

“贵金属深加工论坛” 

“贵金属市场投资论坛” 

会议 

2022 年 9 月 9 日 

（星期五） 

 

上午 

8:30-12:00 

 

“首届银粉银浆市场及技术论坛” 

 

注：会议日程随时更新，请以最新会议日程为准 

会议通知下载网址：www.chinapmetals.org.cn   www.metal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