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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连 商 品 交 易 所 

上 海 钢 联 电 子 商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召开“2019 年黑色产业链衍生品峰会暨我的钢铁网铁

矿石年会”的通知 

 
各会员及相关单位：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钢铁网）主办，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年黑色产业链衍生品峰会暨我的钢铁网铁矿石年会”，

将于 2019年 10月 30日-11月 1日，在厦门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 

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

背景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与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相叠加，使得稳增长、

防风险的难度加大。随着我国新建产能的陆续投产，以及生态环境部明确禁止环保“一刀切”行为，年

初至今我们的粗钢产量持续高位运行，产量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钢厂盈利水平却明显下滑，

行业吨钢毛利跌至 500 元/吨以下，部分钢企利润已经接近盈亏平衡线。在全球铁矿石供应量受到巴西

矿难以及澳洲飓风的多重影响下，铁矿石港口库存大幅去库，促使进口矿价格突破近几年新高。在高利

润刺激下，非主流矿以及国内矿山的积极复产对原料价格的上涨行程压制，原料价格波动幅度加剧，年

末年初走势分化明显。在此情况下，企业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并在下行行情中寻找机遇是后期重要关注

点。本届会议力邀经济学家、行业人士从多个角度对大宗行业市场进行深度探讨解读。  

本次会议将以新环境下的企业发展为主线，从宏观到微观，多视角、系统化剖析行业发展方向；同

时，随着黑色产业链金融属性的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如何真正意义上的

让市场参与者利用金融衍生品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不仅是钢企业面临的难题，亦是金融市场试图攻破

的难题；本次会议将从实体出发，为大家分享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实现风险控制的成功案例，。 

让我们齐聚厦门，携手探讨黑色产业链市场的发展方向，共同开辟行业和市场的新未来。我们期待

您的关注和参与！ 

 

 

大连商品交易所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2日                                           2019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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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会议核心议题： 

1、 全球宏观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2、 2020年钢铁行业运行分析及重点关注的问题 

3、 非主流矿供应增量及对国内市场影响 

4、 国内铁矿山运营情况与发展对策 

5、 钢铁企业合理控制原料库存降本增效 

6、 企业借助多种衍生品工具实现转型 

 

 

会议时间: 2019年 10月 30 日-11月 1日 

会议地点：厦门香格里拉大酒店（厦门市思明区台东路168号） 

主办单位：  

大连商品交易所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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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月 30日   星期三 

09:00-22:00 会议注册  

09：30-11:30 

同期活动一：指数闭门论坛（仅限受邀企业） 

主办单位：Mysteel 

地址:三楼观音山3 

14:30-17:00 

同期活动二： Mysteel 铁矿石同期论坛：四季度市场展望 

主办单位：大连商品交易所、Mysteel 

地址:三楼观音山3 

14:30-15:00 Mysteel 指数介绍及应用 李晓洁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指数研究员 

15:00-15:30 国内矿近期市场回顾及展望 娄程豪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国产矿分析师 

15:30-16:00 加拿大 Baffinland Iron Mines 介绍  Bruce V. Walter,加拿大巴芬兰铁矿公司执行总裁 

16:00-16:30 进口矿近期市场回顾及品种研究分析 肖薇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进口矿分析师 

16:30-17:00 钢材近期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夏君彦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钢铁中心投研总监 

 14:00-17:30 

同期活动三：托克投资铁矿石基差贸易交流会 

主办单位：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四楼观音山6 

1、铁矿石港口远期贸易展望 - 基差交易 

2、铁矿石价格风险管理与结构化贸易模式 

14:00-16:30 

同期活动四：君弘产业系列活动之黑色产业链专场沙龙（厦门站） 

主办单位：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地址:二楼厦门厅1 

14:00-14:30  螺纹钢：从波动到收敛  刘秋平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黑色研究总监 

14:30-15:00  焦炭的去与留  金韬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煤焦研究员 

15:00-15:30  铁矿石：从缺口到节奏  马亮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铁矿石研究员 

15:30-16:00  铁矿石供应链中的衍生品应用  宋羽  国泰君安风险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销售总监 

16:00-16:30  互动交流 

15:30-17:30 

同期活动五：人民币铁矿石掉期市场调研会 

主办单位：上海清算所 

地址:三楼观音山1 

15:30-16:30人民币铁矿石掉期优化方案介绍 刘培 上海清算所黑色团队负责人、资深经理 

16:30-17:30交流讨论 

     （1）优化方案意见与建议 

     （2）应用场景与案例 

14:00-17:30 

同期活动六：铁矿石贸易及汇率风险管理策略论坛 

主办：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特别支持：新加坡交易所 

地址:三楼观音山2 

14:00-14:10嘉宾致辞 

14:10-14:55铁矿石交易策略分享 夏君彦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钢铁中心投研总监 

14:55-15:15新交所铁矿石及汇率期货介绍  严蔚岚  新加坡交易所副总监 

15:30-16:15如何应用汇率产品及衍生品工具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项寒康 横华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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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00市场讨论：铁矿石贸易商如何做好风险管理 

14:30-17:30 

同期活动七：国产矿闭门论坛-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秘书长（扩大）会议 

主办单位：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 

地址:四楼观音山5 

18:00-20:00 欢迎晚宴 <三楼大宴会厅> 

2019 年 10月 31日   星期四 <清香阁一楼大宴会厅> 

07:00-10:00 会议注册 

第一节：主题致辞 (主持人:李鹏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矿中心总经理) 

08:30-08:45 

大会致辞 

1程伟东 大连商品交易所 产业拓展部总监 

2高少镛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3刘梅萱 福建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4朱军红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二节： 宏观与金融 

09:00-09:30 
主题演讲1：中国钢铁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演讲嘉宾：刁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09:30-11:00 
主题演讲2：中国宏观经济新周期 

演讲嘉宾：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恒大研究院院长 

11:00-11:30 
主题演讲3：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的大宗商品前景展望 

演讲嘉宾：Daniel Hynes 澳新银行大宗商品高级分析师 

11:30-12:00 
主题演讲4：期货市场运行情况及铁矿石品牌交割合约介绍 

演讲嘉宾：毛丹 大连商品交易所工业品事业部经理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楼馨石堂自助餐厅> 

第三节：产业与市场(主持人：唐晓揽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铁矿石事业部副总经理) 

13:40-14:00 
主题演讲 5: FMG公司的发展与目标 

演讲嘉宾：代剑秋 FMG中国销售总经理 

14:00-14:20 
主题演讲6：VALE 的经营情况及策略介绍 

演讲嘉宾：Eduardo Mello Franco,VALE铁矿部市场经理 

14:20-14:35 
主题演讲7：当今世界矿业界如何能给钢铁厂带来更多的利益 

演讲嘉宾：Bruce V. Walter,加拿大巴芬兰铁矿公司执行总裁 

14:35-14:55 
主题演讲8：用汇率期货对冲资产价值波动的效应 

演讲嘉宾：陈世亮 新加坡交易所上海区总经理 

14:55-15:25 
主题演讲9：2019年国内矿山运行走势及来年展望 

演讲嘉宾：雷平喜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总工程师 

15:25-15:50 
主题演讲10：利用衍生品工具服务铁矿石供应链 

演讲嘉宾：龚小垒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金属事业部战略客户市场总监 

15:50-16:20 
主题演讲 11：国内钢铁企业如何应对新格局下的矿石市场 

演讲嘉宾：谭臻鑫 湖南华菱资源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16:20-16:50 
主题演讲12：2019年铁矿石市场回顾与明年展望 

演讲嘉宾：俞晨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铁矿分析师 

http://www.baidu.com/link?url=bV8DIq7YlGro8aOvnxPs-7Z2jLSn8YNVzfZq3A6p5ddE1V9rHHPjfBPGQAzotD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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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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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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日的商务活动 

参会报名与费用： 

    一、请参会代表最晚于 10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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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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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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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30日会议现场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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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数量 4500元/人 1500美元/人 

汇款方式：电汇、现场交费

16:50-17:30 
主题演讲13：中国钢铁市场回顾与展望 

演讲嘉宾：汪建华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 

2019 年 11月 1 日   星期五 

07:30-13:30 商务考察——罗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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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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到：2019年 10 月 30日全天，（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台东路 16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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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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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姝晨  021-

6689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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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单人客房  人民币 730净价含早 

豪华双人客房  人民币 780净价含双早 

豪华海景单人客房 人民币 830净价含早 

豪华海景双人客房 人民币 880净价含双早 

豪华阁行政单人客房 人民币 1400净价含早 

行政海景套房 人民币 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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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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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晓揽    021-26093210  18516294177 

       支海蕾    021-26093195  18521414209 

       李晓洁    021-26093933  18521414217 

会议报名： 张鹏飞    021-26093925  

酒店住宿： 王姝晨    021-2609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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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黑色产业链衍生品峰会暨我的钢铁网铁矿石

年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英文名称  

单位地址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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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大床房   间/双床房   间   人民币 730/晚/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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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海景大床房   间/双床房   间 人民币 830/晚/880晚 

□豪华阁行政单人房                人民币 1400/晚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同期论坛

活动 
□论坛一  □论坛二  □论坛三 □论坛四   （请在参加的论坛前打勾） 

商务活动 是否参加 1日的商务活动  □参加   □不参加 （共       人） 

参会费用 

国内代表：10月 12日前缴费 3800元/人，之后缴费 4200元/人。 

国外代表：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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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黑色产业链衍生品峰会暨

我的钢铁网铁矿石年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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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部 

咨询电话 
会议报名：张鹏飞  021-26093925   

酒店住宿：王姝晨  021-26093361 

备注：参会嘉宾需在 10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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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