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中色协硅字【2012】1 号 

关于召开2012年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 

暨产业链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1 年，中国金属硅行业可谓一波三折。3 月份受日本地震冲

击，国内金属硅出口量大幅走低，金属硅价格也一路下滑；二季度末

因各地限电影响，国内金属硅产量回落，价格得到有力支撑；下半年

随着欧债危机蔓延，有机硅及光伏产业出现明显回落，需求低迷以及

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整个产业恶性竞争激烈，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

境。 

2012 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金属硅行业如何应对

产能增加与需求放缓的矛盾？如何立足于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加快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针对这些热点和难

点，为给行业搭建起深入交流的平台，推动产业发展，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定于 2012 年 5 月 16～18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嘉逸皇

冠酒店召开“2012 年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暨产业链发展论坛”。 

本次会议首次将市场贸易洽谈与产业发展论坛融合在一起，丰富

了内容，创新了模式，更加贴近产业、贴近企业需求。会议凸显七大

亮点：一是产业涵盖全，包括了工业硅、硅铝合金、有机硅、多晶硅；



二是产供销齐聚，300 多家生产企业与采购商悉数到场；三是大省踊

跃组团，云南和福建各有 50 家企业组团参与；四是宣传阵势大，企

业黄页、PPT、展台全方位宣传；五是政府与企业互动加强，有关部

门领导将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呼声，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六

是突出市场议题，从需求深入剖析市场，把脉产业发展；七是众多知

名企业家做客现场，探讨行业热点，共商发展大计。这将是中国金属

硅行业一次年度盛会。 

会议将邀请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业内知名专家、企业家出席大会

并作精彩报告，希望金属硅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参加这次大会，充分利

用硅业分会搭建的平台，加强交流，洽谈合作，共同推进产业又好又

快发展。 

 

 

附件一、2012 年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暨产业链发展论坛安排 

附件二、2012 年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暨产业链发展论坛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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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12 年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暨产业链发展论坛 
时间：5 月 16-18 日 地点：广州嘉逸皇冠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承办单位：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云南硅储物流有限公司、东莞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福建省金属学会、中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硅材料信息研究中心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黄浦洪开物资储运站 

会议主题：搭建硅产业贸易洽谈平台、推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 

会议亮点： 

1、 全产业链参与（金属硅、铝合金、有机硅、多晶硅） 

2、 三百家企业－生产商和采购商的交流平台 

3、 云南团（50 家企业）＋福建团（50 家企业）百家企业联合 

4、 首次以地方团方式出现，企业黄页＋PPT＋展台全方位宣传 

5、 国家部委相关部门领导与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呼声、解决企业困难 

6、 从下游三个方面分析目前金属硅市场的需求情况 

7、 国内众多知名企业家做客现场，为代表分析市场热点 

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暨产业链发展论坛日程 
5 月 15 日：08:00 – 20:00  会议全天报到 
5 月 16 日：08:00 – 18:00  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 

08:00 – 12:00 生产商展台（150 家）12:00 – 13:00 自助午餐 

13:00 – 18:00 采购商展台（150 家）18:00 – 20:00 自助晚餐 

 300 家企业风采展示，PPT 滚动播放、刊登企业黄页 
 点对点客户约见，为您约见最希望见到的客户与供应商 

5 月 17 日：08:00 – 18:00  金属硅产业链发展论坛 
 工信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联手解答产业、出口政策问题 
 政府部门首次面对面聆听企业诉求、解决企业困难 
 从产业链角度分析金属硅下游市场需求 
 国内众多知名企业家分析市场热点 

18:00 – 20:00   欢迎晚宴 
5 月 18 日：08:00 – 12:00  金属硅产业链发展论坛 

 创建自由贸易通道 
 云南金属硅仓储物流新模式 



 标准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3:00 – 17:00  参观中外运码头和 SGS 

金属硅产业链发展论坛日程 

主题发言Section 1（5月17日上午） 

宏观篇 —— 硅产业相关政策及总体运行态势 

09:00 – 09:30  2011年中国金属硅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产能大量过剩对市场的影响 
 需求减弱，市场拐点何时出现 
 国内企业如何在多变的市场中求发展 

拟邀请发言嘉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赵家生副会长 

09:30 – 10:00  产业政策对金属硅市场的影响 
 淘汰落后产能执行计划及效果 
 准入政策执行情况及产业集中度的推进目标 
 新建产能在未来几年中国金属硅市场发展中的重要性 

拟邀请发言嘉宾：工信部产业政策司 杨永新处长 

10:00 – 10:30  出口政策变化对金属硅市场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解读出口政策变化 
 出口政策变化，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应对措施 
 出口政策变化，企业如何应对 

拟邀请发言嘉宾：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安丽丽处长 

10:30 – 12:00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对话 

报告热点：解析政策意图，聆听企业心声 

访谈嘉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赵家生副会长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 杨永新处长、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安丽丽处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林如海先生 

12:00 – 13:00 自助午餐 

 

主题发言Section 2（5月17日下午） 

需求篇 —— 金属硅下游产业需求情况 

14:00– 14:30  2011年全球硅铝合金需求分析 
 分析合金市场对金属硅需求 
 合金市场未来发展前景 

拟邀请发言嘉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4:30– 15:00  2011年有机硅市场回顾及未来发展趋势 
 分析有机硅市场对金属硅需求 
 有机硅市场未来发展前景 

拟邀请发言嘉宾：中国硅材料信息研究中心 白洪强主任 

15:00– 15:30  2011年光伏多晶硅市场回顾及未来发展趋势 
 分析新兴光伏多晶硅行业对金属硅需求 
 光伏多晶硅市场未来发展前景 

拟邀请发言嘉宾：可再生能源学会 赵玉文主任 

15:30 – 17:30  企业之间的对话 

报告热点：行业专家及企业家对市场热点的讨论 

访谈嘉宾：硅业分会副会长单位以及发言嘉宾 

18:00 – 20:00 欢迎晚宴 

 

主题发言Section 3（5月18日上午） 

分享篇 ——热点问题情况介绍 

08:30– 09:00  中外运在东南沿海发展战略 
 中外运未来发展战略以及产业布局 
 金属硅在中外运业务的地位 

发言嘉宾：东莞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09:00– 09:30  云南金属硅贸易、仓储、物流新模式 
 云南金属硅产业的地域特点及现状 
 云南金属硅贸易以及仓储物流发展前景 

发言嘉宾：云南硅储物流有限公司 

09:30– 10:00  未来金属硅贸易中的产品检测 
 引入第三方检验机构的重要性 
 如何解决金属硅贸易过程中的质量纠纷 

发言嘉宾：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SGS） 

10:00– 11:00  热点对话 

对话热点：如何创建金属硅自由贸易通道 

访谈嘉宾：云南硅储物流有限公司、中外运、SGS 

12:00 – 13:00 自助午餐 14:00 – 16:00 参观外运码头以及 SGS 



附表二： 

2012 年金属硅市场贸易洽谈会暨产业链发展论坛 

代表报名回执表 

单位全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机 传 真 E-mail 

      

      

      

会务费 

报名收费 会员单位免费 
非会员___人*2500 元/人（提前）

___人*3000 元/人（现场）

备注：副会长以及理事单位免费名额 2 人，会员单位免费名额 1 人 

请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传真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秘书处

□参会企业免费提供 

B5 大小企业黄页 

□参会企业免费提供

5 月 16 日企业洽谈桌

□ 参会企业（2000 元/家） 

5 月 15-18 日企业展览台 

汇款金额 小写：          元 大写：    仟    佰    元整 

免费企业黄页：请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将企业基本资料发送至 mahaitian@antaike.com 

用房要求 

（费用自理） 

入住时间：2011 年 5 月____日至 5 月____日 
标间____间（468 元/天）   单间____间（468 元/天） 
房间有限，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付款账号 

会议专用帐户（汇款请注明金属硅市场贸易会注册费） 

开户行：建行北京金安支行 

帐户名：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 

帐  号：11001029200056065199 

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谢晨、马海天            联系方式：13811696018、13683629409； 

电子邮箱：mahaitian@antaike.com     QQ：1254541963、66205392  传真：010-63971647 

注：希望广大企业踊跃投稿，会务组将选择性地刊登到论文集上 

广州嘉逸皇冠大酒店地址 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中 483 号 电话: 020-83966333 

机场到酒店：空港快线 4 号线（机场--广园客运站--嘉逸皇冠酒店）约 45 分钟一班，价格 2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