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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五 矿 化 工 进 出 口 商 会 

上 海 钢 联 电 子 商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0）五化商 矿 字第 144 号 

 

关于召开“2020 年第十四届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会”的通知 

 
致各会员企业及单位： 

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联合主

办的第十四届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会,定于 2020 年 6 月 10-12 日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隆

重召开。 

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会是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与我的钢铁网于 2007 年发起举

办，每年一届，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由铁矿石生产及贸易企业、钢

铁生产企业、知名经济学家，国内外相关金融机构专家等上下游行业相关人群共同参与，

为参会代表提供相互学习、沟通、市场预判及操作策略的交流平台，同时也为企业拓展经

营渠道、树立品牌形象提供了大型的舞台。在相关行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大会现已成

为产业内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端品牌会议。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钢铁产业发展成果显著，市场环境明显改善，

优质产能充分释放，企业效益持续好转，风险管理意识逐步增强。2019年全年，铁矿石价

格波动较大，广大钢铁产业链的从业者面临着严峻挑战。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爆发，全

球宏观经济及大宗商品行业遭受重创。本次会议将围绕全球宏观经济形势、钢铁行业运行

情况，以及国内现货参与者的切身体会及感受，给大家分享及展望 2020年全球市场的发展

与机遇。 

十四载梦回青岛，我们期待您的关注及参与！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4日                               2020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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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会议核心议题： 

1、 2020年全球市场与资产配置展望 

2、 2020年房地产行业投资策略 

3、 2020年国内矿山新增灭失产能介绍 

4、 2020年全球铁矿石供需平衡表发布 

5、 2020年全球钢铁供求关系变化 

6、 海外矿山贸易模式的转型之路 

 

 

会议时间: 2020年 6月 10 日-6月 12日 

会议地点：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9号） 

主办单位：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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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月 10 日   星期三 

09:00-22:00 会议注册  

10:00-12:00 
同期活动一：Mysteel 指数论坛-闭门研讨会 

主办单位：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4:30-17:30 

同期活动二：Mysteel 公开论坛---2020年铁矿石市场展望及贸易风险防范 

1、2020年铁矿石回顾与展望 

   肖薇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铁矿石事业部分析师 

2、2020年国产矿市场展望-机遇与挑战并存 

   刘效良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国产矿首席专家 

3、铁矿石国际贸易中合约履行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彭德 英国夏礼文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负责人 

4、大宗贸易中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防范  

胡小俐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5、2020下半年废钢供需发展趋势分析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分析师 

主办单位：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4:00-17:30 
同期活动三：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管理 

主办单位：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14:30-17:30 

同期活动四：铁矿贸易新视野——连铁基差交易 

1、如何利用基差交易进行价格管理 

   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2、基差交易中期权策略的应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3、浅析基差交易及其风险控制（案例分享） 

   上海皓洋贸易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15:00-17:30 
同期活动五：铁矿石贸易及汇率风险管理策略论坛 

主办单位：新加坡商品交易所 

15:30-17:30 

同期活动六：现金结算合约方案研讨会 

1、现金结算工作开展情况介绍 

2、现金结算合约方案及主要内容 

3、参会代表对现金结算合约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主办单位：大连商品交易所 

18:00-20:00 欢迎晚宴 

2020 年 6月 11 日   星期四 

07:00-10:00 会议注册 

第一节：主题致辞 

08:45-09:00 

大会致辞 

骆铁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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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名单中发言嘉宾为拟邀请发言名单，最终发言人及演讲题目以最后公布为准或见会议官网。） 

 

 

 

 

 

 

参会须知 

第二节： 宏观与金融 

09:00-09:30 
主题演讲：中国钢铁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演讲嘉宾：吴京晶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市场部副主任 

09:30-10:30 
主题演讲：中国宏观经济与展望                    

演讲嘉宾：高敏 经世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10:30-11:20 
主题演讲：2020 年中国钢材市场回顾与展望                

演讲嘉宾：贾良群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11:20-12:00 

直播演讲：海外全球大宗商品投资策略分析  

演讲嘉宾： Jim Lennon 麦格里银行高级咨询师 

Daniel Hynes 澳新银行大宗商品高级分析师 

Daniel Sasson  Itau BBA 股票分析师 

12:00-13:30 自助午餐 

第三节：产业与市场 

13:30-14:00 
直播演讲：疫情影响下国外矿山生产运营情况 

演讲嘉宾：国外大型矿山 

14:00-14:30 
主题演讲：中国钢铁企业采购行为的变与不变        

演讲嘉宾：李强笃 山东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0-15:00 
主题演讲：铁矿石贸易格局的演变与发展        

演讲嘉宾：铁矿石贸易企业 

15:00-15:30 

直播演讲：疫情影响下海外钢厂生产情况直播                  

演讲嘉宾：Daria Dyncheva 俄罗斯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NLMK） 市场营销&研究主管 

         Nishtha Mukerjee  SteelMint Info Services LLP. 市场研究主管 

          东南亚某钢厂 

15:30-16:00 
主题演讲：铁矿创新管理工具的发展与应用 

演讲嘉宾：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16:00-16:30 
主题演讲：2020年下半年进口矿市场机遇与挑战 

演讲嘉宾：俞晨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铁矿石事业部高级分析师 

16:30-17:30 主题讨论：产融对话 

2020 年 6月 12 日   星期五 

07:30-12:30 商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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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权益： 

     一、参会并且付费企业将在会议前 7天得到电子版企业参会名录 

 二、参会并且付费企业可免费参加 6月 12日的商务活动 

参会报名与费用： 

    一、请参会代表最晚于 6月 5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填妥后传真回大会会务组。 

二、会议报名费（含餐费、资料费、同声传译费用等）： 

 A、参会费用优惠价格(限 2020年 5月 15日前付款) 

单个公司与会代表数量 国内机构 外资机构(含国内分支机构) 

每位代表 3800元/人 1200美元/人 

B、参会费用(2020年 5月 15日后付款，不含向组委会确认现场付款) 

单个公司与会代表数量 国内机构 外资机构(含国内分支机构) 

每位代表 4200元/人 1400美元/人 

 C、参会费用(会议现场付款，含提前向组委会确认现场付款) 

单个公司与会代表数量 国内机构 外资机构(含国内分支机构) 

每位代表 4500元/人 1500美元/人 

汇款方式：电汇、现场交费

参会费汇款人民币账号： 

户    名：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帐    号：31001913100052501232 

 

 

 

参会费汇款外币帐号： 

Beneficiary: 

Shanghai Ganglian E-Commerce Co., Ltd. 

Bank: BANK OF CHINA SHANGHAI BRANCH 

A/C No.: 4572  5924  0473 (USD) 

Swift: BKCHCNBJ300

 

 

 

 

参会代表报到与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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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到：2020 年 6 月 10 日全天，（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9 号一楼大堂签到处）。

代表在报到处领取代表证及会议资料，并办理住宿手续（需大会安排住宿时）。 

（2）住宿（住宿费自理）： 

1、 A、若需大会安排住宿，请务必于 2020年 6月 3日前登录会议酒店预订链接进行房间

预订，预定链接关闭后，大会将不能保证安排住宿，请谅解。（详询: 魏伟  021-

66896703） 

     B、香格里拉酒店住宿费标准： 

房间类型 会议特别优惠价（元/间/夜） 

青香阁豪华单人客房/双人客房 人民币 650净价含早 

青香阁尊享单人客房/双人客房  人民币 750净价含早 

盛世阁行政单人客房/双人客房 人民币 880净价含早 

青香阁行政套房 人民币 1800净价含早 

盛世阁行政套房 人民币 2800净价含早 

 

会议赞助和广告： 

    组委会办公室竭诚欢迎企业赞助会议或利用会场、会议网站、会议文集等进行广告宣

传。具体形式和费用请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赞助申请时间：2020年 6月 3 日止。（详

询: 叶丽媛  021-6689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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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中国上海宝山区园丰路 68号              邮政编码：200444 

传    真：021-66896935/66896934 

会务咨询—— 

总负责： 

      李晓洁    021-26093933  18521414217 

  支海蕾    021-26093195  18521414209 

会议报名： 王姝晨  021-26093361  18521414473 

酒店住宿： 魏  伟  021-6689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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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十四届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英文名称  

单位地址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箱（接收会议通知） 

          

          

          

报名事宜 

联系人 

（*必填） 

 
联系方式 

（*必填） 
 

主要用于联络会议报

名、住宿、汇款、邮

寄发票等事宜。 

住宿要求 

□青香阁豪华单人客房   间/双人客房   间 人民币 650/晚 

说明：1、房间预定通

过会务预定链接在线

预定并支付。2、如需

提前或延后住宿的代

表请先行与会务组沟

通 

□青香阁尊享单人客房   间/双人客房   间 人民币 750/晚 

□盛世阁行政单人客房   间/双人客房   间 人民币 880/晚 

□青香阁行政套房   间                   人民币 1800/晚 

□盛世阁行政套房   间                   人民币 2800/晚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同期活动 □活动一 □活动二  □活动三 □活动四  □活动五（请在参加的活动前打勾） 

商务活动 是否参加 12日的商务考察  □参加   □不参加 （共       人） 

参会费用 

国内代表：5月 15 日前缴费 3800元/人，之后缴费 4200元/人。 

国外代表：5月 15日前缴费 1200美金/人，之后缴费 1400美金/人。 

现场缴费：国内代表 4500元/人，国外代表 1500美元/人。 

汇款账号 

会务费 

户名：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 

账号： 31001913100052501232 

说明： 

1、汇款单位的发票将由收款单位开据。 

2、汇款时注明“2020 年第十四届铁矿石国际市场

研讨会”字样，并将汇款凭证复印件及“参会回执

表”传真至大会会务组。 

回执传真 铁矿石会务组 021-66896935            邀请人：铁矿石部门 

咨询电话 
会议报名：王姝晨  021-26093361      

酒店住宿：魏  伟  021-66896703 

备注：参会嘉宾需在 6月 5日前将会务费汇到指定账户，会议参会名录以缴费嘉宾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