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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三届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
经过十年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和产业升级，中国黄金行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黄金产业已经荣膺全球最
大黄金生产国、消费国，黄金科技随着行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黄金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于
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加快与国际行业对接与合作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中国（招远）国际
黄金矿业峰会关注于黄金及贵金属的勘探、开采、选矿、冶炼、精炼、加工、环保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前瞻黄金科
技发展方向，推动科技研发及应用，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助推黄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峰会拟邀请国务院国资委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国土资源
部矿产开发管理司等部门领导，重点邀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俄罗斯、加纳、秘鲁等世界产金大国相
关机构，全球重点黄金矿业公司等机构莅临峰会。
2015 第三届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的主题是“绿色开发、数字互联、和谐共赢”，由论坛、展览及专题活
动三部分组成。
在峰会论坛中，将针对数字化矿山、绿色矿业、深部开采、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在峰
会展区中设立黄金矿业技术服务展示，促进合作对接，为国内外矿业企业与技术服务机构提供交流合作的服务平台。
会议期间，还将举办专题活动，包括发布《中国黄金年鉴 2015》、《CPM 铂族年鉴 2015》（中文版），“黄金之夜”
晚宴暨 2014 年中国黄金行业排行榜发布及授牌，以及参观招金矿业金翅岭金矿、招金精炼厂、黄金博物馆、黄金之
旅等相关活动。
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作为促进行业技术创新、实现技术交流合作、搭建黄金矿业智库、引领行业技术
发展的重要平台，欢迎您的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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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下午

8 月 27 日

晚上

全天报到
俄罗斯黄金

8 月 28 日

开幕式及主旨论坛

专题论坛一：数字化矿山与深井开采
专题论坛二：技术设备推介

8 月 29 日

矿业巨头科技创新论坛

专题论坛一：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和成本控制
专题论坛二：《中国黄金年鉴 2015》《CPM 铂族年鉴 2015》发布会

8 月 30 日

参观考察

返程

投资晚餐
黄金之夜晚宴

峰会论坛
在峰会论坛中，针对数字化矿山、绿色矿业、深部开采、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活动期间将举办一系列高层论坛、研讨会及推介活动。会议将邀请来自国内外重要黄金生产国的政府及企业代表、
行业专家、技术服务机构等进行专题发言，为与会者提供沟通与交流机会。
拟邀请重要发言嘉宾包括：
* 中国黄金协会会长宋鑫
* 世界黄金协会 CEO Aram Shishmanian
* 国家相关部委主管部门代表
* 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
*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传尧
* 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孙继平
* 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吴爱祥
* 山东黄金集团董事长于常青
* 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河
* 招金矿业集团董事长路东尚
* 中矿集团、灵宝股份、云南黄金、灵宝金源
* 巴里克黄金、钮蒙特、安格鲁、金田、俄罗斯极地矿业、
埃尔拉多黄金，以及黄金技术设备服务机构等。

峰会展览
在峰会中设立项目展示与技术对接区域，矿山企业项目，技术服务机构及设备供应商进行产品展示。设立一对一项
目洽谈区进行技术对接。
参展商具体包括 :

* 政府和协会

* 黄金勘探机构

* 黄金技术及设备供应商

* 金融、咨询、矿权交易等第三方服务机构

* 黄金开采公司

* 黄金科研及教育机构、媒体等

峰会专题活动
《中国黄金年鉴 2015》、《CPM 铂族年鉴 2015》（中文版）发布
中国黄金协会权威发布《中国黄金年鉴（2015）》；中国黄金协会、美国 CPM 集团发布《世界铂族年鉴 (2015)》中文版。
“黄金之夜”晚宴暨 2014 年度中国黄金行业排行榜发布及授牌
“黄金之夜”晚宴在峰会闭幕式晚上（8 月 29 日）举行。晚宴为与会嘉宾提供了深入交流的机会。同时中国黄金协
会将在晚宴期间发布 2014 年中国黄金行业排行榜并对上榜企业进行授牌。
中国黄金行业排行榜包括：
2014 年度中国黄金十大产金省（区）、十大产金县（市）、五大产金地
2014 年度中国黄金销售收入十大企业、矿产金十大企业
2014 年度中国黄金生产十大矿山
2014 年度中国黄金经济效益十佳企业、十佳矿山
2014 年度中国黄金冶炼十大企业、有色冶炼五大企业、精炼十大企业
2014 年度中国黄金首饰加工量十大企业
2014 年度中国黄金珠宝销售收入五大企业
2014 年度中国黄金自有品牌金条销量五大企业
2014 年度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交易量十大企业

参观考察
峰会组委会在 8 月 30 日上午组织考察招金矿业金翅岭金矿——招金精炼——珠宝首饰城——黄金博览苑——淘金
小镇，让参会嘉宾深入了解国内先进水平的矿山选冶技术和精炼加工流程，体验生态环保型、高效发展型、安全健康型、
四方满意型的矿山建设。

赞助机会
峰会为企业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展览平台，通过大会会前、会后的市场推广网络以及现场的集中展示，增加公众对企
业品牌接触和了解，扩大企业在新市场的品牌覆盖和知名度，并为他们提供新的合作交流机会。
峰会主赞助商：15 万元，主赞助商回报包括：

峰会赞助商：8 万元，峰会赞助商回报包括：

1. 主背景板赞助商名称刊列

1. 峰会现场背景板的名刊列

2. 峰会现场背景板的名刊列

2. 展示机会及峰会发言机会

3. 展示机会及峰会发言机会

3. 会刊广告及包内插页

4. 会刊广告及包内插页

4. 黄金之夜晚宴邀请函

5. 黄金之夜晚宴邀请函

峰会专题赞助：3 万元 / 项（笔、水、资料袋、代表证等）

参会参展价格

广告及发言价格

参会嘉宾（黄金协会会员企业）：3000 元（含会议期间 3 晚住宿及餐饮、

广告与包内插页：会议资料广告及包内

黄金之夜晚宴邀函 1 张、参观考察）

插页 5000 元 / 页

参会嘉宾（非黄金协会会员企业）：4000 元（含会议期间 3 晚住宿

发言机会：1.5 万元

及餐饮、黄金之夜晚宴邀函 1 张、参观考察）
企业展示：7000 元（包括展商会刊信息刊例及 1 个免费参会名额）

上届回顾
2014 年 8 月 27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黄金矿业技术高峰论坛在中国金都 - 山东招远招金舜和国际饭店隆重开幕。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裴荣富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蔡美峰
先生；中国黄金协会会长、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宋鑫先生；山东黄金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于常青先生；
中国矿业联合会专职副会长、总工程师刘玉强先生；长春黄金研究院院长韦华南先生等发言嘉宾将带来精彩智慧分享，
参会人数近四百人，参展商三十余家。
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作为招远黄金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招远黄金产业优势、旅游特色和城市精神等自
身特征作为基点，打造、推介招远独具特色的黄金旅游消费盛会，推动招远黄金生产、旅游、商贸、文化等产业同
步发展，打造“中国黄金文化、消费、旅游第一盛会”品牌。

往届论坛发言嘉宾

2013 年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部分发言嘉宾

2014 年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部分发言嘉宾

往届峰会赞助机构

场馆与服务
招金舜和国际饭店
山东招金舜和国际饭店有限公司是招远市首家按照国家五星级标准建造的商务、会议型酒店，地处富有“天然氧吧”
之称的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在招远市区驱车一刻钟左右即可抵达。酒店周围环布黄金实景博览苑、淘金小镇、夼
上艺术区、金山会馆等一系列重量级旅游项目，是整个招远乃至烟台地区令人瞩目的旅游焦点。
交通
招远地处中国胶东半岛西北部，东接烟台，南邻青岛。招远素以盛产黄金闻名，2002 年招远市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
国金都”。
机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会议期间，峰会组委会安排班车接送参会嘉宾。

火车站：潍坊火车站

2015 中国（招远）国际黄金矿业峰会报名表
中文

公司名称

English

公司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网址

参加类别

□参会

□参展

行业类别
□政府

□协会及非政府组织

□法律、会计、评估与咨询服务公司

□投资与金融服务（商业与投资银行，投资机构，商品与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商，以及基金、券商、信托等）
□矿权交易机构

□矿业贸易公司

□地质勘探机构

□技术服务

□矿业开采及加工

□精炼加工机构

□机械设备

□产品设计或加工

□科研机构（地质、科技及冶炼加工）
□媒体出版商

□产品销售机构

□教育及培训机构

□其他

业务种类
□黄金勘探

□黄金开采

□黄金冶炼

□黄金精炼与深加工

□投资类黄金销售

□黄金首饰设计

□黄金首饰加工

□黄金及首饰终端零售

□黄金及首饰进出口

□黄金机构投资者

□黄金投资咨询服务

□其他

展位价格
企业展示

价格（人民币）

展位

7,000 元

数量

展位号

面积

总价

展位包括一个条桌，两把椅子，一个免费参会名额（含会议期间 3 晚住宿及餐饮、黄金之夜晚宴邀请函 1 张）

参会嘉宾注册价格（含会议期间 3 晚住宿及餐饮、黄金之夜晚宴邀请函 1 张）
黄金协会会员企业

非会员企业

3000 元

4000 元

人数

总价

参加人员信息
参会嘉宾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邮箱

· 报名截止日期 7 月 31 日。报名截止日期后不受理企业报名及退款申请。
· 参会嘉宾服务包含：参加会议 / 论坛、参会资料、会议期间 3 晚住宿、自助午餐、晚餐、
“黄金之夜”颁奖晚宴等活动；
· 如有更多参会代表，可以复制本表。为了随时通知您最新消息，请务必保证邮箱的正确性；
· 展位不得转租或分租给其它公司，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关闭展位，并不退还任何费用。

中国黄金协会

联系人：许蕾、张健

电话：010-84112171、84113832

传真：010-84123325、84123780

邮箱：xulei@cngold.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