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矿用新药剂、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会 前 通 知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矿道网诚挚邀请您出席 2020 年 8 月 5 日-7 日在西安市举
办的“2020 第二届全国矿用新药剂、新技术应用交流会”，与矿用
药剂领域专家、企业共同交流探讨矿用药剂的前沿技术及应用实践。
矿产资源是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重要能源基础，随着矿物加工
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矿用药剂已成为科学、高效地开发和利用矿产
资源的重要手段。为了使最新、最有效、最环保的矿用药剂研发成果
和实践经验得到更充分的推广和应用，矿道网将于 2020 年 8 月 5 日
-7 日在西安举办 2020 第二届全国矿用新药剂、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本届交流会将邀请国内外矿用药剂领域专家、学者就矿用新药
剂、新技术等进行干货分享。邀请业界知名药剂制造企业、研发机构
及矿山企业分享他们关于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解决方案与实践
案例，共同探讨交流矿用药剂研发应用。

一、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7 日
会议地点：西安古都文化大酒店（西安市莲湖区莲湖路 172 号）
二、会议规模：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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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矿道网、天道矿产品研究院
协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广西黄金协
会、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窗口平台、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长沙矿山研究院、携矿网
学术支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辽宁
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江西理工大学
支持媒体：中国矿业报网、黄金科学技术杂志社、矿冶工程、中
冶有色技术网、中国工业新闻网、中国黄金报社、洲
际矿山网、中国白银网、第一工程机械网、山东化工
网、有色新闻、中国非金属矿信息平台、中化网、矿
权资源网、有色技术平台、冶金工业网、中国粉体网、
中国非金属矿信息平台、淘矿网、中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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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唯一指定用红酒：长城华夏大酒窖葡萄酒
四、议程安排
日期

时间

8月5日

9:00-22:00

会议内容
参会嘉宾报到、天道研究院专家技术咨询（全天）

地点
酒店一层大厅

2020 第二届全国矿用新药剂、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8:30-9:00

会议入场
主办方欢迎辞

9:00-9:10
8月6日

李天恩
矿道网（原中国选矿技术网）创始人、天宙矿业科技集团董事长
专题报告：硫化矿浮选过程中抑制剂开发与应用

9:10-9:40

演讲嘉宾：孙 伟
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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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二层长安厅

专题报告：浮选药剂新进展
9:40-10:00

演讲嘉宾：朱一民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0:00-10:10

专业新书《浮选药剂手册》，现场签售

10:10-10:40

茶歇、集体合影
专题报告：新型锡石捕收剂 SN 一 705 浮选试验研究

10:40-11:10

演讲嘉宾：葛英勇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专家现场解答参会代表问题

11:10-11:40

主持人：李天恩

天宙矿业科技集团董事长

专

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家：朱一民
孙

伟

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葛英勇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孙春宝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11:40-12:00

采购需求发布、现场自由洽谈

12:00-14:30

自助午餐、休息

酒店二层西餐厅

专题报告：选矿药剂生产现场的科学应用实践
14:30-15:00
8月6日

演讲嘉宾：李天恩
矿道网（原中国选矿技术网）创始人、辽宁科技大学客
座教授、西安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选矿现场实操专家
专题报告：环保新型药剂的研发与应用

15:00-15:20

演讲嘉宾：盖成功
青岛加华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专题报告：天道矿产品研究院项目成果分享

15:20-15:50

演讲嘉宾：范 娜
西安天道矿产品研究院院长

15:50-16:10

茶歇、交流
专题报告：泥质脉石抑制剂在含泥金矿选矿中的应用

16:10-16:30

酒店二层长安厅

演讲嘉宾：祁忠旭
长沙矿山研究院选矿研究所所长
专题报告：绿色选矿药剂的研发与应用

16:30-16:50

演讲嘉宾：尚衍波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选矿所副所长

16:50-17:10

现场签约仪式

17:10-17:40

采购对接、自由洽谈

17:40-18:00

茶歇、交流

18:20-20:00

“天宙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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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二届全国矿用新药剂、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8月7日

9:00-12:00

重点项目洽谈、合作闭门会议

酒店二层汉武厅

12:00-14:00

自助午餐、休息

酒店二层西餐厅

14:00-17:00

参观考察、现场技术交流

17:00

大会结束，参会嘉宾返程

注：最终议程以会议现场为准！

五、会场展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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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矿产品研究院

六、媒体报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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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邀请参会企业名单（部分）
矿山企业

矿用药剂企业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冶炼厂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有色集团

德江盛达矿业有限公司

致德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兰州永靖矿业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

湖南中科矿冶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燎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泰矿业

西部矿业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五矿集团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绿岩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堆城钼业集团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爱森（中国）絮凝剂有限公司

盛安矿业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大平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云锡集团

铜陵化工集团新桥矿业公司

滨州广源化工有限公司

招金矿业

晴隆县宏鑫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绿金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集团

贵州昊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楚龙达化工有限公司

代县圣辉矿业

洛阳聚博苑选矿有限公司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鸿启矿业

玉门市昌源矿业有限公司

承德绿康活性炭有限公司

辰州矿业

安微省宁国市鸿义矿业公司

大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富蕴矿业

广州市大翰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派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大安矿业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朗瑞矿业

缅甸东方投资管理公司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

金兰矿业

武汉强盛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康普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济南法恩工贸有限公司

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华鈺矿业公司

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烟台君邦选矿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有色矿业集团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公司

青岛芝麻化学有限公司

西藏正荣矿业公司

山阳振宇钒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乔科化学有限公司

山阳县兴盛铁矿

宁强县龙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地生金化工有限公司

百色市黄金公司

陕西永恒矿业有限公司

承德冀北燕山活性炭有限公司

金钼股份

宜春市袁州区瑞鑫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友谊矿业公司

新疆中联宝盈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瑞峰百合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

新疆新华联泰德矿业有限公司

吉安天卓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甘肃庄浪金龙矿业

湖北神农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有研矿物化工有限公司

甘肃万丰黄金矿业

新疆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博航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金润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中核宝格和丰矿业公司

湖南明珠选矿药剂有限责任公司

民勤县明大选炼厂

海南中海矿业有限公司

白银新大孚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6

矿山企业

矿用药剂企业

浙江武义神龙浮选有限公司

科得邦（江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洛宁紫金冶炼厂

云南铁峰矿业化工新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

洛阳恒信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蒙荣精细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柞水金谷矿业公司

武汉朗英矿山化学品有限公司

陕西金尔鑫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华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华林矿业有限公司

长沙秋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润龙矿业有限公司

江阴富圣亚化工（山东金安化工）

池州市华德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三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康联矿业有限公司

鞍山新兴达矿物质有限公司

江西省华明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之水化工有限公司

祥云矿业有限公司

金霖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膨润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众信矿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金博矿业有限公司

营口富兴矿物质有限公司

陕西奥深达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赤峰金志化学制剂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鑫茂矿业有限公司

江西天银科技有限公司

白河金凡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佰维嘉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辉宝业有限公司

矿物工程研究所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魏县恒创矿产品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铭谦选矿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达宽贸易有限公司

栾川县鑫达矿业

广西鑫开力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众贺联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华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蓝跃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艾维尔沟煤矿

烟台惠通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青海兴鼎矿业

氰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金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县天立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齐城清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潼关县太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厂

河南省中翔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根河市森鑫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

7

八、参会对象
1、矿山企业负责人、选矿厂厂长、选矿工程师；
2、矿用药剂企业负责人；
3、相关技术负责人、工艺试验研究人员、一线操作人员；
4、行业协会，矿业高校等。
九、参会方式
1、费用说明
类型
参会
参展

线上

名称

2600 元/人

《中国矿用药剂采购指南》、会议资料、商务餐、晚宴

展位

6800 元/个

赠送两个参会名额，展架两个（尺寸：180*80cm）

演讲报告

8000 元/次

现场报告 15 分钟

矿道网五星商铺
+会议展位

打包

矿道网七星商铺

其他
形式
广告

会议
赞助

包含服务、权益

参会嘉宾

服务
特惠

价格

+会议展位

9800 元

12800 元

参会名额 2 人；展位一个；邀请加入高端客户信息群、矿
用药剂社群，矿道网五星商铺服务 1 年。
参会名额 3 人；展位一个；微信专题报道；邀请加入高端
客户信息群、矿用药剂社群；矿道网七星商铺服务 1 年。

资料入袋

1000 元

宣传资料可放入会议资料袋中，现场发放给与会人员。

证件广告

3000 元

独家：会议各类证件单面整版广告位

资料提袋广告

3000 元

独家：会议手提袋一面及一侧面广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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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直播冠名

5000 元

会场广告位

8000 元/个

桁架喷绘广告牌（尺寸：宽 3.6m*高 2.2m）

晚宴冠名

商议

独家:“某某之夜”；冠名单位主桌席位，晚宴致辞，推介等

晚宴用酒

商议

大会用水

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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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议

——

独家：直播窗口放置企业 logo 及简介。
在直播的聊天区每半小时宣传推广企业 1 次。

品类：白酒
指定酒水具有排他性，每一同类型产品只选择一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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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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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体参会 2000 元/人（3 人及以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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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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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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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缴费方式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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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报告联系人：闫 伟 17792238066
赞助合作联系人：杜 杨 137724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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