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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亚洲不锈钢与合金研讨会（2019年6月18-19日，上海 龙之梦万丽酒店）
-- 新材料,数字化/智能制造-带给我们行业的机遇-(安排同声传译）

第一天:
6月18日，星期二
08:00

会议报到
第一节：不锈钢产能与产量
• 印尼不锈钢新增产能对中国的影响
• 可能减缓印尼增产的因素
• 中国和其它亚洲地区的产能发展-整合在前吗？
• 四位一体的生产系统 - 对欧洲钢厂的影响?
• 环保法规会停止四位一体生产系统的成功吗？
• 不锈钢生产的成本压力（电极，耐火材料，人工，气体等）
• 中国钢厂失去成本优势了吗？ 亚洲不锈钢钢厂的盈利情况
• 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对中国钢厂的影响
• 保护主义对离岸不锈钢产品（管件，家电等）的影响
• 中国制造2025 - 带给不锈钢的机遇
欢迎辞

08:40
08:50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经济研究院院长金志峰
大会主席致开幕辞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Markus Moll
中国不锈钢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

09:00
09:20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设计师李闯
打造高质量不锈钢产品的太钢实践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南海
宝钢德盛: 宝武不锈钢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09:35

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不锈钢技术中心主任余海峰
从日铁不锈钢看日本不锈钢行业的变化

09:50

10:05

10:45

日铁不锈钢株式会社薄板海外营业室主干张千里
联合论坛嘉宾：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南海
-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不锈钢技术中心主任余海峰
-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总经理蒋随强
-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斌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长倪余兵
-日铁不锈钢株式会社薄板海外营业室主干张千里
茶歇
第二节: 超级合金与特殊不锈钢/电动出行
大会主席：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Wolfgang Lipp
• 2019年及以后耐蚀/镍基合金市场展望
• 耐蚀/镍基合金和特殊不锈钢的应用
•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航天航空超级大国？
• 中国钢厂从常规钢种向高端不锈钢和耐蚀/镍基合金发展
• 双相钢，超级铁素体和超级奥氏体的市场与应用
• 中国制造的汽车畅行全球，及电动出行的影响
• 新的出行理念-对特钢意味着什么？
• 电动车与混合动力车及其对不锈钢的影响

11:15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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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合金世界 - 应用，趋势及展望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Markus Moll
宝武特冶特种冶金材料发展战略和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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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11:45
12:00

12:15

12:45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产销研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陈春
奥托昆普数字化之旅
奥托昆普BA欧洲公司高级副总裁 - 南欧及海外销售Tamara Weinert
新能源车发展新趋势及磁材料应用技术
苏州英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裴瑞琳（博士，教授级高工，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联合论坛嘉宾: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Markus Moll
-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产销研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陈春
-奥托昆普BA欧洲公司高级副总裁 - 南欧及海外销售Tamara Weinert
-苏州英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裴瑞琳（博士，教授级高工，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午餐
第三节: 经销与终端应用
大会主席：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Wolfgang Lipp
• 中国不锈钢经销的未来
• 数字化如何改变不锈钢和镍基合金的经销?
• 我们如何防止类似阿里巴巴或亚马逊的公司掌控钢铁经销?
• 项目业务的复苏？
• 全球化工流程项目的展望
• 发电行业的未来 - 如何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 不锈钢在建筑中的应用
• 不锈钢水管的发展前景
• 半导体行业的繁荣 - 对不锈钢的影响

14:00
14:30
14:45
15:00

如何适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加拿大环球不锈钢公司董事总经理吕鸿昌
英国不锈钢市场 - 英国脱欧后，英国会成为吸引亚洲供应商的“蜜糖罐”吗？
英国Inoxko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Tony Lockley
对标国际市场，浅析中国不锈钢水管新机遇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件营销总经理刘会
建筑中的不锈钢 - 变幻的色彩（LIC）
香港正阳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广州广昊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余世盛
终端应用论坛嘉宾：
-森松集团（中国）采购中心主任赵伟燕

15:15

-惠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采购部总经理王斌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件营销总经理刘会
-香港正阳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广州广昊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余世盛
-深圳中集同创供应链有限公司同创采购共享中心不锈钢部总监仲思

15:45

茶歇
炉边高峰论坛:
聚集行业高管，共同探讨不锈钢行业2019-2020年的商机，挑战与威胁。
论坛主持: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Markus Moll
论坛嘉宾：

16:15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汝迎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郑周
-北海诚徳公司总经理黄庆周
-奥托昆普BA公司高级副总裁 - 南欧及海外销售Tamara Weinert
-Bahru 不锈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Mark E. Davis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庆元

17:30

17:45 - 19:15

第一天会议结束
鸡尾酒会
会议酒店 - 择酒吧
赞助商： 加拿大环球不锈钢公司

第二天:
6月19日，星期三
第四节: 原料：镍，电池及对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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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和2010年镍会供不应求还是供过于求？
• 镍生铁会完全取代纯镍吗？
• LME / SHFE 镍价会被淘汰吗？ 镍的新价格模式
▪ LME 仓库库存降低 - 储存在场外仓库还是实际消费？
• 镍在电池中的应用情况 - 哪一个是致胜技术？
▪ 中国的另一轮环保检查 - 是否会对原材料供应构成危险？
大会主席的开幕致辞
08:50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市场分析师Robert Messmer
09:00

电池用镍钴 - 对快速增长行业的供应及对其他消费领域的影响
诺里尔斯克镍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德米特里·扎穆拉
镍在新能源电池中的应用

09:20

09:40

10:30

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左更
联合论坛嘉宾：
-青山实业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海军
-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潘国成
-诺里尔斯克镍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德米特里·扎穆拉
-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左更
-英美资源不锈钢原料销售经理-亚太区 张剑枫
-住友株式会社镍钴销售经理Tomohiro Madarame
-广州徳诚镍钴咨询有限公司创办人于为景
茶歇
第五节 : 原料：铬，钼，废钢
大会主席：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市场分析师Robert Messmer
• 南非铬的整合 对比 中国的新发展？
• 来自南非新发展的铬价压力？
• 未来的不锈钢废钢价格 - 有机会与4合1竞争吗？
• 副产品矿的产能下降导致钼价上升？
• 油气行业的复苏会推高钼需求吗？

11:00
11:20
11:40

12:00

12:30

废钢: 原料组成的一部分及环境友好的选择
ELG Haniel有限公司市场研究总监Gerhard Pariser
中国钼市场回顾及展望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忠强
原料新产能： 挑战与机遇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市场分析师Robert Messmer
联合论坛嘉宾：
-ELG Haniel有限公司市场研究总监Gerhard Pariser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忠强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市场分析师Robert Messmer
-福建福欣特殊钢有限公司备料处副处长吴艺鸿
午餐
第六节 : 技术 - 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 /未来出行
大会主席： SMI钢铁市场情报公司董事总经理Wolfgang Lipp
• 工业4.0与工业3.0的区别是什么？多大才能被称为“大数据”？ 人工智能对整个行业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会有多大？
• 网络物理系统如何运作？ 如果物联网与5G相结合会发生什么？ 我们如何确保网络安全？
• 数字化解决方案快速实施的障碍有哪些？
• 数字化对员工队伍的影响 - 从钢铁工人到IT专家？ 不锈钢生产中生产力的提升潜力
• 汽车行业中的人工智能 - 自动驾驶能解决交通拥堵和事故吗？
• 新的出行概念 - 向可持续出行转变？
• 不锈钢在燃料电池中的应用机会

13:50
14:10
14:25
14:45

15:0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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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权宗元
汽车行业中的人工智能
上汽大众数字化高级销售经理Barbara Sichler
向可持续出行的转变
佛吉亚绿动智行中国区采购副总监靳松
有效与安全： 4.0数字化的另一面
意大利Lucefin集团技术-商业/质量主管Vittorio Boneschi
联合论坛嘉宾：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权宗元
-佛吉亚绿动智行中国区采购副总监靳松
-意大利Lucefin集团技术-商业/质量主管Vittorio Boneschi
-上汽大众数字化高级销售经理Barbara Sichler
茶歇
第七节 : 不锈钢与镍基合金 - 市场趋势，展望和期货
大会主席：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Markus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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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6:20

16:40

17:00

• 我们处于商业周期中的哪个阶段？
• 哪些行业或地区正在蓬勃发展？ 热点在哪里?
• 石油天然气和CPI的项目业务是否已复苏？
• 高端钢铁市场的趋势？粉末冶金产量在上升？
• 3D打印是否对锻件和铸件产生威胁？
• 全球趋势和展望: 2019年与2018年盈利比较
• 镍/不锈钢电子交易和期货的发展趋势
• 如何利用期货套保和套利？
2019年不锈钢市场 - 孰冷，孰热？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Wolfgang Lipp
不锈钢期货，电子交易及对现货市场的影响
江苏买钢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毛煜
联合论坛嘉宾：
-SMR钢铁与金属市场研究公司副总裁Wolfgang Lipp
-江苏买钢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毛煜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镍,不锈钢高级分析师, 工业品事业部副总监王刚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总经理冯坚
会议结束
备注： 以上为初步议程，具体时间安排和内容可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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