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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况



ASF亚洲钢铁论坛

亚洲钢铁论坛（ASF）是一个由中国大宗商品综

合信息服务商Mysteel、韩国Steel&Steel钢铁研

究机构、日本钢铁新闻网Japan Metal Daily、

台湾钢铁新闻网Steelnet四方牵头并轮流主办的

年度国际性会议，ASF旨在打造亚洲钢铁行业沟

通平台，促进贸易合作与交流。



第1、2、8届韩国

第3届日本

第2、5届上海

第6届台湾

第7届印尼

凝聚亚洲钢铁行业的智慧和力量

过去八年，我们先后走进韩国首尔、跨越日
本横滨、登陆印尼雅加达等国际都市，2019

年，我们将在中国召集一场全亚洲最隆重的
国际性钢铁盛宴！更高规格、更大规模打造
亚洲钢铁业者交流合作的平台！



参与意义



权威的舞台展示的机会
如果您的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化，寻求国际合作伙伴

如果您正在关注投资或收购海外项目

如果您的企业从事（或正在探索）黑色金属国际贸易

如果您的企业从事（或正在探索）海外工程项目配送服务

如果你想去国内优秀的企业考察先进的学习模式

或者，您只是想提升品牌，提升影响力…

⚫ 这场盛会必将带给您高效和收获

1、高度：中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最具代表性专业网站联手印尼钢铁工业协会、东南亚钢铁协会及其他国家钢铁协会、团

体，各自组团行业大腕齐聚一起；

2、广度：作为2019年公司最重要的会议之一，Mysteel经过19年沉淀，已向全球67个国家超过5000家会员发起邀请；世界各国重

量级钢厂、进口商、服务商、投资商都将出席；

3、深度：参会全体覆盖钢铁全产业链，共话全球产能格局、贸易投资合作、技术革新、品牌提升等；

4、展示：专设品牌展示台，向全世界展示您的优秀，同时设置VIP交流会，点对点、面对面交流更有效；

5、考察：可以去国内技术顶级的企业考察



关于我们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钢联），2000年成立于中国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19年来，

上海钢联逐步打造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网络综合资讯、上下游行业研究、专家团队咨询、电商交易平台、智

能化云仓储、信息化物流、供应链服务为一体的互联网大宗商品闭环生态圈，并形成了以钢铁、矿石、煤焦

为主体的黑色金属产业及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多元化产品领域的集团产业链。

公司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以及新加坡、伦敦、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与办事处。目前上海钢联已经建立了以

大数据为基础的集综合资讯、行业研究、专家咨询、交易平台、智能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为一体的大宗商

品电商生态圈闭环，并形成了以黑色金属为龙头，覆盖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多商品领域的集团产

业链。

我们是大宗商品全球定价市场上的中国声音，突破既有，跨越无限，从资讯到数据，从钢铁到大宗商品全

品类，我们连接金融与产业，连接中国与世界，上海钢联让大宗商品交易更便捷，更安全！



招商方案



1

签到处木结构展

现场

广告

权益

年会专刊内页前版通栏广告

会议现场外展示区标准展位

会议主办赞助 – 20万(现场广告权益）

主会期间logo灯光秀、代表证

控台区与媒体席LOGO展示

任选一项单项礼品，
见单项赞助



2

会议期间安排领导主席台就座（3位）

会议期间提供企业五个免费参加本次会议的名额

会议开场前企业宣传片循环播放（宣传片时长限定5分钟内）

播放时间为9月18日上午半天会议暖场期间

企业可提供会务组二份公司宣传材料投入会议资料袋

晚会现场安排领导主桌（2位）

企业考察拜访5个名额

会议

现场

权益

列名

宣传

权益

会议期间主背景列名

会议期间接待中心列名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证列名

各个酒店签到处背景板列名

会议期间宣传网站列名

手机APP宣传、微信转发植入

会议协办赞助 - 20(会议现场+列名宣传权益）



5

年会专刊内页前版

通栏广告

会议现场外展示区标准展位

会议协办赞助套餐（礼品选一个也可自定）- 15万(现场广告权益）

大会期间同期活动及

主会场椅套独家冠名

控台区与媒体席LOGO展示

主会期间logo灯光秀

笔记本独家冠名
主会场内企业形象展示



8

会议期间提供企业3个免费参加本次会议的名额

会议开场前企业宣传片循环播放（宣传片时长限定3分钟内）

播放时间为12月15日下午与12月16日上午会议暖场期间

企业可提供会务组一份公司宣传材料投入会议资料袋

晚会现场安排领导主桌就座（2位）

会议

现场

权益

列名

宣传

权益

会议期间主背景列名

会议期间接待中心列名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证列名

各个酒店签到处背景板列名

会议期间宣传网站列名

手机APP宣传、微信转发植入

会议协办赞助套餐- 15万（会议现场+列名宣传权益）



5

会议用餐独家冠名 - 15万(现场广告权益）

会议现场外展示区标准展位

控台区与媒体席LOGO展示

国际晚宴独家展示风采

年会专刊内页前版

通栏广告

晚宴期间logo灯光秀

午餐指示牌

用餐券列名
晚宴菜单列名

茶歇定制

广告



6

会议期间提供企业3个免费参加本次会议的名额

会议开场前企业宣传片循环播放（宣传片时长限定3分钟内）

播放时间为12月15日下午与12月16日上午会议暖场期间

企业可提供会务组一份公司宣传材料投入会议资料袋

晚会现场安排领导主桌就座（3位）

会议

现场

权益

列名

宣传

权益

会议期间主背景列名

会议期间接待中心列名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证列名

各个酒店签到处背景板列名

会议期间宣传网站列名

手机APP宣传、微信转发植入

晚会独家冠名（酒类赞助除外）

会议用餐独家冠名 - 15万（会议现场+列名宣传权益）



2

会议现场内

大型喷绘广告

（顺序排列）

年会专刊

内页单页

广告

现场广告权益 现场广告（任选1）

大会资料袋

独家冠名（一面） 笔记本独家冠名
大会主会场外

走廊广告

白金赞助 - 10万/家 （现场广告权益）

会议现场外

展示区

标准展位

会议用品四件套



会议期间提供企业二个免费参加本次会议的名额 企业可提供会务组一份公司宣传材料投入会议资料袋

会议

现场

权益

列名

宣传

权益

12

白金赞助 - 10万/家（会议现场+列名宣传权益）

会议期间主背景列名

会议期间宣传网站冠名

各个酒店签到处背景板列名

手机APP宣传、微信转发植入



2

现场广告

单项赞助 - 3万/家 （展台赠送2个参会名额包含礼仪绸缎条幅）



其他类型展台





跨行业展示



2

现场广告权益

特别赞助酒水赞助 - 2万/家

会议现场外展示区

特装摊位

会议

现场

权益
列名

宣传

权益

会议期间提供企业1个免费参加本次会议的名额

晚宴现场酒水冠名贴标 晚宴现场专属待酒服务



单项赞助1.5万—茶歇



2

礼品赞助 – 2-5万/家 （赠送参会名额根据单项礼品金额一单一议）







回顾与议程



钢联国际业务介绍历届会议



钢联国际业务介绍历届会议



会议议程
9月18日 星期三（10:00-12:00）签到 第一届亚洲钢铁企业闭门论坛(仅限特邀代表参加)

9月18日 星期三（13:30-14:00）开幕致辞

9月18日 星期三（14:00-17:30）主题1：经济、钢铁发展篇

单位(拟邀) 主题（拟）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

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

亚洲钢铁行业发展形势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钢铁产业现状与未来发展

韩国钢铁协会 韩国钢铁产业现状与未来发展

日本鉄鋼連盟业务部长

萩生田 茂
日本钢铁产业现状与未来发展

东南亚钢铁协会 印度、东南亚产业现状与未来发展

9月18日 星期三（18:00-20:00）

第九届“亚洲钢铁论坛（ASF）”答谢晚宴暨“优秀出口企业”颁奖典礼



9月19日 星期四（9:00-12:00）主题2：企业创新及策略篇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 亚洲废钢产业现状与展望

德龙钢铁董事长 丁立国 中国钢企海外建厂及运营经验分享

韩国浦项制铁会长 Kwon Oh-joon 韩国钢铁生产环保技术创新与未来规划

日本制铁社长 桥本英二 钢铁高炉智能化生产发展情况及未来展望

BHP 亚洲铁矿石产业现状与展望

9月19日 星期四（14:00-17:00）主题3：终端行业展望篇

单位(拟邀) 主题（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秘书长助理 陈士华 亚洲汽车用钢供需形势及政策解读

三星
亚洲家电产品创新及用钢需求展望

Steelmint研究员 印度、东南亚房地产业现状与展望

中国头部建筑公司 “一带一路”重点基建项目运营情况

Mysteel钢材事业部总经理

任竹倩
中国钢材市场基本分析及中国钢材FOB价格指数发布

9月20日 星期五（8:30-18:00）主题4：参观考察篇

中国两家钢铁头部生产企业

参观考察



THANKS

如有疑问请致电钢材事业部会展项目组
耿天雯 0 2 1 - 2 6 0 9 3 6 5 3  1 3 6 8 1 6 5 5 7 3 3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