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主办单位：                      

赞助单位：            上海弗雷西阀门有限公司

                                山东环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议背景
Background会

在全球碳中和以及国内“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总体目标的背景下，带动了新能源产业链步入全

盛时期。新能源汽车的爆发性增长促进了锂电池需求，致使上游资源端成为行业关注的核心。

原料端，2022年初受地缘政治因素推动，镍价创出历史新高，终端需求不佳。随着下半年供应增多，市场

价格逐步下行。南非疫情反复及俄乌紧张局势，叠加美联储加息，综合导致钴行情需求疲弱，倒逼国际原料市

场价格下跌，国内钴市难有提振，上下游持续博弈，整体钴价接连下滑。2022年锂供需出现紧平衡，库存持续

消耗，受国内疫情影响，锂价先扬后抑，随着需求端的逐渐恢复，2022年下半年有望再度强势回归大众视野，

让我们对未来的市场走势充满期待。

材料端，三元材料及磷酸铁锂材料行业备受关注，自2021年开始磷酸铁锂市场成功反超三元材料，供需端

快速增长，磷酸铁锂以安全性、循环性、性价比等优势得到广泛应用，成为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新宠儿”，

随着原料成本压力向下传导，磷酸铁锂企业生产盈利空间受限，市场交投情绪逐渐平静，但对磷酸铁锂、磷化

工原料关注热度依旧递增，成功的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

进入 2022年，各大电解液企业借势新能源行业的东风增产扩能，不断绘制企业新蓝图，强者恒强的行业格

局越来越明确。上游原料端更是不断上演业绩的飞跃以及重磅扩产的戏码，暴利之下更是吸引了众多龙头化工

企业跨界而来，共同助力电解液优质赛道。

2022年锂电池材料市场竞争格局将会如何演变？在原料成本压力推动下，产业链下游厂家如何作出应对策

略，控制成本？锂电池市场存在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新能源市场又将如何发展？

在此背景下，百川盈孚（www.baiinfo.com）将于2022年9月14-16日在安徽合肥举办“2022年（第七届）中

国锂电产业市场研讨会暨供需见面会”，诚挚邀请中国锂电产业链及镍钴锰上下游相关行业人士莅临参加，总

结过去，共话未来，共同助力中国锂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为您带来
Can bring you能

聚集行业内资深专家团队，为锂电行业客户提供具有“商业价值”的核心分享

汇聚行业内的N+“龙头企业”，共同推动锂电行业未来发展新方向

拥有业界顶尖的信息资源，打造中国锂电行业专业的信息交互平台

百位重磅嘉宾共享盛会，现场面对面交流、洽谈业务合作，汇聚锂电行业新商圈

【会议地点】：安徽合肥        【会议时间】：2022年9月14-16日       【会议规模】：400人左右



议日程
Agenda会

正式会议
Thursday   08:30-17:30

星期四 9月15日题聚焦议

【会议地点】：安徽合肥        【会议时间】：2022年9月14-16日       【会议规模】：400人左右

9月14日（星期三）  会议签到
10:00-20:00 会议签到&供需见面会

9月15日（星期四）  正式会议
08:30-08:40 开幕致辞 12:00-14:00 自助午餐
08:40-12:00 主题演讲 14:00-17:30 主题演讲
18:30-20:30 招待晚宴&颁奖典礼

9月16日（星期五）  商务活动
9:00-17:00 车厂参观

会议日程安排，如有变动以现场为准。

◇当前宏观经济与绿色发展趋势展望
◇双碳目标下电动汽车及储能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全球锂资源供需现状及未来发展
◇ 2022年钴资源供需现状及未来发展
◇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负极材料竞争新格局：头部布局新型负极材料、二线企业份额提升
◇中国锂钴产业数据发布及价格预测
◇不同技术下动力电池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镍锰产业数据发布及价格预测
◇中国磷化工产业现状及对磷酸铁锂产业发展影响
◇深度剖析锂电池回收产业
◇新能源汽车用锂电铜箔的发展和应用  
◇铝塑膜用铝箔产业发展现状、市场前景以及关键技术
◇新能源崛起下的电解液行业发展研判

Thursday   18:30-20:30

星期四（晚宴&颁奖典礼）9月15日奖典礼颁
会务联系

王小君 18611992037 冯颖 18840619590

宋娟 18610487700 杜帅兵 18500225837

滕红玲 15603327326 李晶 13720529780

王玉婷 18340137016 姜晨晨 13289370209

王婷婷 18524451488 那雨萌 18341341496

Topic

Award



2022年（第七届）中国锂电产业市场研讨会暨供需见面会回执表

企业名称
（发票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网 址  

您关注的行业
镍〇 钴〇 锂〇 正极材料〇 负极材料〇 磷化工〇 铜箔〇 锂电池〇 锂电池回收〇 隔膜〇

新能源汽车〇 电解液〇 锂电辅料〇 其它〇

参
会
人
员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参会费用

费
用
标
准

温馨提示：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回
传至我公司。

国内客户:
8月15日前汇款 4500元/人
9月1日前汇款 4800元/人
9月1日后汇款   5000元/人
Overseas Delegates: US $ 2000/person

备注：会议费包含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自助餐、晚宴、摄
影、联谊活动费用。

付
款
方
式

公司名称：

北京百川盈孚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静安里支行

银行帐号：

1109 3077 0810 101

酒店信息
（可选）

商务双床房 间（含双早）
入住时间：2022年 月 日
离店时间：2022年 月 日

商务大床房 间（含双早）

温馨提示：因房数有限，酒店按照本次会议协议接受的订房截止日期为9月9日，逾期请客户自主选择住宿。

回执表盖章请传 联系人：

注1：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注2：我们将根据“参会回执”、网上报名确认为您安排房间和准备资料。由于房源紧张，9月9日之前没有注明住宿要求的，会务组将

不能保证安排住宿，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注3：参会代表将收到会议各项最新信息，正式日程安排将于2022年9月7日前发出。

注4：此报名表复印有效。

注5：各企业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请在回传参会回执的同时附上开票信息。20

【会议地点】：安徽合肥        【会议时间】：2022年9月14-16日       【会议规模】：400人左右



赞助方案
序号 项 目 价 格 内容

1 晚宴 20万

（1）在所赞助会议的会场外放置企业宣传板

（2）晚宴定制企业专属背景（LED）

（3）研讨会官方媒体放置赞助商LOGO和企业名称（会议宣传页面、会刊封面、
通讯录封面、代表证正面）

（4）会刊拉页广告(彩色/整版)

（5）晚宴开始前由赞助商领导致祝酒词
（6）晚宴开始之前播放企业的宣传片，宣传片内容由客户自行提供  时间30分钟

（7）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赞助单位

2 酒会 10万

（1）在所赞助会议的会场外放置企业宣传板

（2）酒会定制企业专属背景（LED）

（3）研讨会官方媒体放置赞助商LOGO和企业名称（会议宣传页面、会刊封面、
通讯录封面、代表证正面）

（4）会刊拉页广告(彩色/整版)

（5）酒会开始前由赞助商领导致祝酒词

（6）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协办单位

3
战略合作单位

（可多家企业）
80,000

（1）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战略合作单位

（2）在所赞助会议的会场外放置企业宣传板

（3）拉页(两连页)

4
支持单位

（可多家企业）
50,000

（1）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支持单位

（2）在所赞助会议的会场外放置企业宣传板

（3）插页(彩色/整版)

5
冠名单位

（可多家企业）
30,000

（1）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冠名单位
（2）在所赞助会议的会场外放置企业宣传板
（3）插页(彩色/整版)

6 演 讲 50,000   10分钟（5分钟演讲，5分钟提问）

7 茶 歇 40,000
（1）茶歇现场摆放赞助商名称标牌若干

（2）现场放置一个自备易拉宝

8 资料袋 30,000
（1）会议所有资料袋标注赞助单位“公司名称+LOGO”

（2）由会务组购买，会议期间向所有到会代表提供资料袋一个

9 LOGO 30,000  会议期间在会场背景板（LED）展现LOGO和公司名称

10 企业宣传版 20,000  会场门口放置企业宣传板

11 企业宣传片播放 20,000
 会议休息期间（茶歇、中场休息期间）播放企业的宣传片，宣传片内容由客户自
行提供

12 会议资料

10,000  封底 (彩色/整版)

10,000  拉页(两连页)

8,000  封二(彩色/整版)

7,000  封三(彩色/整版)

5,000  插页(彩色/整版)

13 纪念品 40,000

（1）在此次参会代表资料袋中放置纪念品（礼品由赞助商提供）

（2）赞助企业LOGO或企业名称与会议名称同时出现在纪念品上（礼品由赞助商
提供）
（3）会议资料袋放赞助企业资料

14 宣传资料 6,000  随会议资料发放宣传册

15 易拉宝 5,000  会议期间在会议室外走廊放置易拉宝一个

16 资料投放 5,000  会议当天可在会场发放宣传资料（由企业自行发放）

17 会场记事本 5,000  可发放带企业名称和标志的笔记本

18 礼品宣传 5,000  企业可发放带有企业LOGO的礼品

【会议地点】：安徽合肥        【会议时间】：2022年9月14-16日       【会议规模】：40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