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疫情已然常态化，中国在有效的控制下，制造业快速增长，引领全球

产业发展趋势。在提倡节能减排，能耗双降，碳中和的背景下，氯碱产业再次掀

起浪潮。疫情得以控制，全球经济复苏，大宗商品全面涨价，氯碱行业更是异军

突起，达到近年来新高，氯碱行业供需格局已悄然发生转变。 

2022年氯碱产业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对于产业未来发展，关注角度要多方

位审视。宏观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如何？烧碱下游消费发展发生了哪些改变？烧碱

供应趋于紧平衡的格局能否有新的变化？期货上市在即，如何利用烧碱期货上市

规避经营风险？电石法PVC如何迈过新时代汞生产企业历史使命这道“坎” ？电

石法PVC如何在高端产品开发和应用上发力？ 

带着以上问题，百川盈孚（www.baiinfo.com）将于2022年3月9-11日在湖南长

沙举办“2022年（第八届）中国氯碱行业市场研讨会暨供需见面会”，诚挚邀请

氯碱行业上下游及相关人士莅临参加本次大会，总结过去，共话未来，共同助力

氯碱产业链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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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交流 

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行业合作 

形势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 

氯碱行业分析 

产业布局 

推动产业链布局 

实现企业降本增效 

趋势推动 

助力市场趋势发展 

共创行业广阔前景 

群星云集 

行业专家齐聚 

点亮后市发展 

会议亮点 Highlight 
6 行业大咖 

大咖坐镇 

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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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盈孚会务组 Contact 

于媛媛18612561267 赵   月15734023585 范佳睿18846049482 

乔   雪13478247734 王丽娟18048368161 王雪东18940138267 

于   彤15241590520 田   华15754280562 



2021年度全国氯碱行业颁奖盛典 

2021年度全国电石法聚氯乙烯产品能效领跑者企业奖 

2021年度全国烧碱产品能效领跑者企业奖 

2021年度全国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质量金奖 

2021年度全国液碱/片碱行业优秀贸易商 

日期 时间 议程安排 

  4月13日（周三） 14:00-20:00 大会签到 

  4月 14日 （周四） 

08:30-12:00 主题演讲 

12:00-13:30 自助午餐 

14:00-17:00 主题演讲 

18:00-21:00 答谢晚宴&颁奖典礼 

  4月 15 日（周五） 08:00-18:00 商务活动 

会议日程 Agenda 

群星璀璨 Award 

【主办单位】百川盈孚         【会议时间】 2022年4月13-15日      【地点】湖南长沙 

会议讨论相关主题 Subject 

 1.2022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2021年烧碱市场走势分析及2022年展望 

 3.2021年PVC市场走势分析及2022年展望 

 4.2021年中国烧碱出口市场回顾 

 5.液氯产业发展现状及后市展望 

 6.如何利用烧碱期货上市规避经营风险 

 7.中国氧化铝市场对烧碱行业影响及铝土

矿来源转变对烧碱的需求变化 

 8.我国氯碱行业运行现状及政策环境 

 9.工业盐的爆发和2022年的走向预测 

 10.片碱装置中智能系统的研发及应用 

 11.我国片碱装置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12.碳达峰和碳中和对氯碱行业的影响浅

析 

 13.电石法PVC生产中汞污染减排推进 

 14.PVC传统应用领域发展现状以及新兴

消费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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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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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前发出。 

注4：此报名表复印有效，需盖章回传。 

注5：各企业需求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请在回传参会回执的同时附上开票信息。20 

【主办单位】百川盈孚     【会议时间】 2022年4月13-15日       【地点】湖南长沙 
 

企业名称 
（发票名称） 

  

您关注的行业 
烧碱〇 片碱〇 聚氯乙烯〇 电石〇 工业盐〇 

液氯〇 汞〇 氧化铝〇 氢气〇 其他〇 

参会人员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订房信息 

□ 需要订房：酒店房间类型及收费标准  

姓名 房型 房数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1、房型：双床房，大床房可供选择； 
2、若收费标准有调整，会务组会及时通知； 
3、若需预订多个不同房型的房间，请标注哪个人对应哪种房型（姓名与房型一 一对应），
住几日。 
□ 不需要订房，我将自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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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22年2月25日，逾期请客户自主选择住宿。 

参会费用   

开票资料 
公司名称   

税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发票收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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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前汇款        4500元/人 
2月28日前汇款        4800元/人 
现场                        5000元/人 
Overseas Delegates:USD2000/person 
 
备注：会议费包含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自助餐、晚宴、摄影、
商务活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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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组 回执表盖章请传至18612561267@139.com      联系人：于媛媛1861256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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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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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演 讲 50,000 10分钟（5分钟演讲，5分钟提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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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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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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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企业宣传版 20,000 会场门口放置企业宣传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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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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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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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宣传资料 6,000 随会议资料发放宣传册 
13 易拉宝 5,000 会议期间在会议室外走廊放置易拉宝一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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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会场记事本 5,000 可发放带企业名称和标志的笔记本 

16 礼品宣传 5,000 企业可发放带有企业LOGO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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