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 请 函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矿道网诚挚邀请您出席 2020 年 12 月 16 日—18 日在西安

市举办的“2020 第五届国际矿业权信息交流大会”。

“国际矿业权信息交流大会”自 2017 年开始已连续成功举办四

届。大会是在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的

指导下，由矿道网和淘矿网联合发起并承办的国际性矿业权交流会

议，对国内与国际矿业权交易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已成为我国颇

具影响力的矿业权信息交流及矿业投融资盛会。

2020 第五届国际矿业权信息交流大会将以“ 新机遇、新未来 ”

为主题，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专题论坛、沙龙对话、

项目路演等多种方式，搭建国内外矿业权信息交流、矿产资源开发、

矿业投融资的合作平台，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助力中国矿企“走出

去”。

一、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16 日—18 日

会议地点：中国 ・ 西安

二、大会主题

“新机遇、新未来 ”

三、大会规模：500 人



四、组织机构（拟）

主办单位：矿道网、淘矿网

协办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业联合会、广西黄金协会、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矿产资源与

材料应用创新联盟、中国矿权资源网、中色地科矿产

勘查有限公司、中色丝路矿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学术支持：西北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

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江西理工大学、辽

宁科技大学

支持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地质矿产分会、中国冶金矿山

企业协会、中国矿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中国非

金属矿工业协会、中国化学矿业协会、中亚矿业合作

国际联盟、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支持媒体：中国矿业报网、《陕西日报》、有色新闻、中国产经

新闻网、黄金科学技术杂志社、矿冶工程、《现代矿

业》、中国非金属矿信息平台、中冶有色技术网、中

国工业新闻网、洲际矿山网、矿业俱乐部、中国白银

网、第一工程机械网、携矿网、中国自动化网、自动

化设备门户网

法律支持：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陕西自然资源厅法律顾问)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翻译支持：天津国房翻译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西安天宙矿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天仁矿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五、大会内容

1、议题方向

（1）国内矿业权管理改革政策解析；

（2）矿业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3）生态建设下的矿业权价值评估；

（4）矿业权投融资的难点及解决对策；

（5）“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矿业投资环境分析；

（6）中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未来趋势；

（7）国内外矿业投资案例解析。

2、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12 月 16 日 9:00-22:00 参会嘉宾报到（全天报到）

12 月 17 日
8:30-18:00 第五届国际矿业权信息交流大会

18:00-20:00 天宙之夜

12 月 18 日

9:30-12:00 第五届国际矿业权信息交流大会

14:00-17:00
矿业权交易双方圆桌对话

天道研究院参观考察

17:00 大会结束，参会嘉宾返程

六、参会对象

1、矿业投资公司，矿业基金，矿业信托。

2、大型矿企，拥有矿业板块的上市集团公司。

3、有出售或者合作意向的矿山企业。

4、自然资源部门，招商部门，地勘部门，行业协会，矿业高校。

5、矿权交易所，矿业评估公司，矿业律师事务所、矿业会计事

务所等。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12&FileName=CKYB202003020040&DbName=CCNDTEMP&DbCode=CCND&pr=


七、参会方式

1、费用说明

类型 名称 价格 包含服务、权益

参会
参展

参会嘉宾 2800 元/人 会议资料、证件、会期用餐

展位 12000 元/个 赠送两个参会名额，展架两个，《矿业权交易指南》品牌
宣传页 1 面 ； 现场推介+PPT 视频展示 1 页。

演讲
路演

大会演讲 18000 元 20 分钟，赠送两个参会名额，《指南》品牌宣传页 1 面

矿权项目路演 10000 元 10 分钟 PPT 修改美化、PPT 路演指导、赠送两个参会名
额

线上
服务
打包
特惠

淘矿网+参会 7000 元 缴费报名的五个工作日内，可在淘矿网、矿权会议官网免
费发布矿权买卖需求，提前宣传。赠送两个参会名额。

矿道网五星店铺
+展位 16000 元 参会名额 2 人；展位一个；矿道网五星商铺服务 1 年。

矿道网七星店铺
+展位 18000 元 参会名额 2 人；展位一个；矿道网七星商铺服务 1 年。

《矿
业权
交易
指南》
广告

矿权信息发布 1500 元/半面
印刷数量 2000 册，定向投放给参会企业、协会、矿主、
大型矿企等矿业领域相关单位。
广告画面及信息发布收录时间截止 2020 年 11 月 25 日

品牌宣传页 3000 元/面

封二（独家） 4000 元

封底（独家） 5000 元

其他
形式
广告

大会证件 5000 元 独家、背面整版广告位。

资料提袋 5000 元 独家、一面及一侧面广告位。

资料入袋 1000 元 独家、宣传资料可放入会议资料袋，现场发放
（注：资料须由参会企业提供）

会场内视频轮播 3000 元 片长 2 分钟内，播放不少于 10 次(播放时段：暖场、茶
歇)

会议视频直播冠
名 8000 元 独家、直播窗口放置企业 logo。（往届观看直播人数逾

1 万人）在直播的聊天区每半小时宣传推广企业 1 次。

会议图片直播冠
名 8000 元 独家、直播窗口放置企业 logo。在直播的聊天区每半小

时宣传推广企业 1 次。

晚宴冠名 协商 独家:“某某之夜”；冠名单位主桌席位，晚宴致辞，推
介等

物品
赞助

晚宴用酒（独家） 协商 品类：白酒/红酒
指定酒水具有排他性，每一同类型产品只选择一个品牌.

大会用水（独家） 协商 指定用水具有排他性，每一同类型产品只选择一个品牌.

参会嘉宾伴手礼 协商 ——

注：以上服务项目中的广告画面需由参会单位自行排版设计，组委会仅提供发布与制作服务。



2、团体参会优惠价 2300 元/人（3人及以上）

3、其他优惠：10月 1 日前报名参会的客户，总费用可优惠 600

元；11 月 1日前报名参会的客户，总费用可优惠 300 元。

4、大会提供会议资料、会期用餐。参会嘉宾交通和住宿费用请

自理。

5、大会赞助：本次大会赞助包括独家总冠名、赞助合作伙伴、

物品赞助等，详情请咨询大会组委会。

6、由于本次大会的参会信息需提前录入参会手册进行印制，故

不接受现场报名。

八、缴费方式

九、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D 座 9 层

电话：029-85212477

网址：www.mining120.com

参会报名联系人：刘晓会 18092748414

雷小莉 17792866192

马 贝 17792238166

演讲报告/赞助合作联系人：杜 杨 13772402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