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2年中国国际硅业大会暨光伏产业发展论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和电子信息司特别支持 

时间：9月 19-21日     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瑞豪国际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协办单位：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赛维 LDK光伏硅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北三新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森泽集团、西格里集团 

河北顺天电极有限公司、宜兴市宇龙电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光伏产业联盟、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可再生能源学会 

SEMI、中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云南硅储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半导体材料分会、中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 硅业在线赢硅网、硅讯网、中华硅业商务网、新材料产业 

中国金属网、中国金属通报、世界有色金属、中国有色金属 

会议主题：加快硅产业链结构调整、推动光伏产业西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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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背景： 

近年来，全球各国加速能源结构调整步伐，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大量补贴光

伏电站建设拉动全球硅产品需求高速增长，并推动国内整个硅产业快速发展。但

是，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受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光伏补贴削减影响，欧洲主要

光伏发电应用国家对光伏需求大幅下滑，以多晶硅为代表的硅产业受到严重影

响。特别是进入 2012 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使国内硅产业生产运营状况进一步

下滑，企业举步维艰，整个硅产业面临严峻的形势。 

针对“加快硅产业链结构调整、推动硅产业西部大发展”的主题，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定于 2012 年 9 月 19-21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2012 年中国国际

硅业大会暨光伏产业发展论坛”。此次会议得到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

司及电子信息司的大力支持，并将邀请有关部委领导和国内外业内专家解读宏观

形势和政策导向、展望商务部启动对美韩太阳能级多晶硅双反调查后国内外市场

发展动向、研讨市场前景及技术动态，共同推动硅和光伏产业的协调发展。我们

诚邀硅业同仁积极与会，共商硅业发展大计。 

 

会议亮点： 

1、 政府多方联动、共商产业发展 

2、 全产业链汇聚新疆、推动新疆及全行业发展 

3、 新疆当地政府现场招商、更多优惠政策 

4、 新疆企业团展现自我风采（企业 PPT＋展台） 



 3 

2012年中国国际硅业大会暨光伏产业发展论坛日程 

 

9月 19日： 10:00-24:00  会议全天报到     16:00-19:00  硅业分会理事会 

 

9月 20日： 10:30-14:00  产业政策报告会   16:00-20:00  企业展示交流会 

主会场：10:30-14:00（产业政策报告会） 

拟邀请报告 1、促进我国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 

2、我国光伏发电政策变化及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国家能源局） 

3、中国硅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4、新疆多晶硅光伏产业发展趋势（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 

5、推动“两化融合”、促进新疆硅产业健康发展（新疆经信委） 

6、创建硅产业循环经济一流企业（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会议讨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工信部电子信

息司、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国家能源局） 

主会场：16:00-20:00（上下游企业展示交流会） 

 

9月 21日： 10:30-14:00  上下游产业市场报告会    16:00-20:00  企业参观 

分会场一：10:30 -14:00（工业硅有机硅市场报告会） 

拟邀请报告 7、全球工业硅市场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8、全球有机硅产业发展对工业硅行业的影响（待定） 

9、全球工业硅产业竞争新格局（大西洋铁合金公司） 

10、国内工业硅生产中的变革和创新（湖北三新） 

11、碳素在硅产业中的应用（待定） 

12、韩国硅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韩国 KM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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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10:30 -14:00（多晶硅光伏市场报告会） 

拟邀请报告 13、全球光伏产业发展新方向（SEMI） 

14、如何引领国内多晶硅企业走向世界（江苏中能） 

15、中国多晶硅及光伏产品技术发展现状（特变电工） 

15、“双反”之后国内光伏产业发展趋势（无锡尚德） 

16、关于中国光伏进出口分析（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17、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待定） 

18、西门子法多晶硅企业技术改造方向（待定） 

企业参观：16:00 – 20:00      新疆合盛和特变电工 

9月 24--10日 5日：硅业分会赴欧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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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1254541963、66205392 

联系电话：010-63971958             传真：010-62560631 

手机：13811696018、13683629409；   电子邮箱：chinasilicon@antaike.com 

 

会议酒店：新疆瑞豪国际大酒店 

总机：0991-7887888 

地址：乌鲁木齐市河南西路 89号 

订房专线电话：400-755-8888 

距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15公里 

距乌鲁木齐火车站：21公里 

距大西门商业圈：15公里 

距西单商场：0.05 公里 
 

 

mailto:chinasilicon@antai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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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传 机 会 

金牌赞助 

(10万元) 

² 提供会刊内页彩页宣传一页和会议名录（企业黄页）内页宣传一页； 

² 5 名代表免会议注册费； 

² 在国内外各大知名网站和媒体上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² 在会议论文集、酒店与会场的显著位置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² 安排会议中发表演讲（20-25分钟） 

银牌赞助 

(5 万元) 

² 提供会刊内页彩页宣传一页和会议名录（企业黄页）内页宣传一页；  

² 3 名代表免会议注册费； 

² 在国内外各大知名网站和媒体上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² 在会议论文集、酒店与会场的显著位置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礼品赞助 

² 会议礼品打印赞助公司 LOGO； 

² 提供会议名录（企业黄页）内页宣传一页； 

² 2 名代表免会议注册费； 

² 在国内外各大知名网站和媒体上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² 在会议论文集、酒店与会场的显著位置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彩页宣传 

部 位 规格 数量 价格 

会刊封底 A4 1 15000 元/页 

会刊封二（三） A4 2 10000 元/页 

会刊内页 A4 不限 4000 元/页 

企业黄页（封底） B4 1 8000 元/页 

企业黄页封二（三） B4 2 6000 元/页 

企业彩页 B4 不限 4000 元/页 

需贵单位提供每版彩页文字 300 字，图片 2－4 张。认刊单位要提供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和产品获奖

证书等复印件。 

欢迎广大企业踊跃参加、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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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国际硅业大会代表暨光伏产业发展论坛 

报名回执表 

单位全称  

英文全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机 传 真 E-mail 

      

      

      

会务费 

提前报名：9月 14日之前 会员___人*3000元/人 非会员___人*3500 元/人 

9月 14日之后或现场报名 会员___人*3500元/人 非会员___人*4000 元/人 

国外代表（提供英文资料） US$1000/人（提前） US$1200/人（现场） 

企业黄页、PPT、展示台 注册费标准＋300元/公司（chinasilicon@antaike.com） 

汇款金额 小写：          元 大写：    仟    佰    元整 

用房要求 

（费用自理） 

新疆瑞豪国际大酒店 

行政单人房 1350元/天（ ）间；行政双人房 1250元/天（ ）间 

新疆亚欧大陆桥酒店 

商务标间 380 元/天（ ）间 

入住时间：2012年 9月____日至 9月____日 

预订房间保留至入住酒店当日 18:00 前，若有变动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付款账号 

会议专用帐户（汇款请注明 2012国际硅业大会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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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提前交费系指在 9 月 14 日前报名并汇款的单位或个人，并请携带汇款底单复印件于现场领取发票； 

2、 同一单位两人以上参会按提前注册标准收费； 

3、 注册费包含资料费、餐饮及同传翻译费等。 

4、 取消或变更：如果报名不能参会, 欢迎另派代表参会但不收取额外费用。对于提前两周以书面形式

通知会务组取消参会的单位，将返还 80%的注册费并赠送论文集。如未按期通知，会务组将按 60%

的比例退还汇款并邮寄会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