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河北鸿科碳素有限公司

日照烨晨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中辰新材料有限公司

日照恒桥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宝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昱普（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淄博华瑞升炭素有限公司

山东千汇能源有限公司

青岛润阳光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新耀物资有限公司

中能储运（潍坊）有限公司

持续更新中……

济南万瑞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敦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战略合作：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丰乐燃料有限公司

曲周县中驰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周正工贸有限公司

奥克斯堡翔宇（烟台）能源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 山东华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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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背景
Background会
2022年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经济形势转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跌宕起伏！上游

原料及下游行业趋势变换，中国炭素市场砥砺前行。

“碳中和、碳达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积极推进，适当提高电炉钢占比对于实现碳中

和来说意义重大，而电炉钢行业的发展势必将带动石墨电极市场迎来下一个黄金发展阶段。

新形势下宏观经济如何运行？

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规划石墨电极落后淘汰产能？让石墨电极行业可以“轻装上

阵”，搭乘电炉钢行业发展的列车，同时随着负极材料行业的发展，石墨化成为掣肘，部分

电极石墨化转负极石墨化，这能否让单工序产能整合规划？

中国电解铝行业在市场行情转向的情况下是否保持扩张速度？预焙阳极、煅烧焦近两年

在原料石油焦推动下价格一路走高，铝用炭素市场走势能否延续？在国家双碳目标下，企业

降耗任务迫在眉睫，新型低耗原料是否乘胜追击，占领行业消费新高地？

负极材料产能持续扩张，石墨化产能陆续投产，作为近几年低硫焦下游市场主要的支撑

点，负极材料增长未来增长空间几何？

2022（第十五届）全球炭素产业链研讨会暨供需见面会将于2022年12月26-27日在山东

济南如期举行，百川盈孚诚挚邀您共同聚焦宏观经济发展动向，解析碳素市场上下游格局变

化，为炭素产业应对市场新变化集思广益、共商未来！

超乎寻常的交流机会，为业务合作牵线搭桥

聚焦行业热点，业界大咖权威发言、行业新成果与技术突破宣讲

近距离把握行业商机、深度洞察行业趋势、破冰产业发展困局

为您带来
Can bring you能

探索数字创新，延伸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构建产业新业态

多边合作签约

演讲视频展示 会议冠名

广告宣传

主题演讲

商务联谊

商务酒会

访谈交流

精美茶歇

一对一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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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日程
Agenda会

议主题会 Topics

奖典礼颁
Awards

宏观与产业经济（大会场）

一、宏观形势转向，经济如何平稳落地 四、新形势下原油市场变化对石油焦品质的影响

二、中国炭素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 五、中国煤沥青市场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三、“双碳”及碳市场交易对炭素行业的影响

铝用炭素（会场Ⅰ） 钢用炭素（会场II）
一、全球电解铝市场分析及未来基本面预测 一、供给侧改革及双碳驱动下电炉钢市场展望

二、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铝用炭素技术发展趋势及出路 二、“双碳”推动针状焦市场显现新变化

三、石墨化铝用阴极为何成电解铝行业新宠 三、电极与负极石墨化产能转换的机遇与挑战

四、国际电解铝产能扩增对预焙阳极出口影响 四、俄乌战争及欧盟反倾销对石墨电极出口影响

五、铝用炭素如何实现绿色及智能化转型 五、供需博弈背景下石墨化增碳剂发展趋势

六、酚醛树脂炭素阳极市场前景分析 六、炭电极产能稳字当头未来竞争格局分析

七、需求格局调整对预焙阳极市场影响 七、石墨电极产能过剩如何优化产业布局

2022年全国预焙阳极优秀企业奖 2022年全国石墨电极行业先锋奖

2022年全国预焙阳极先进技术奖 2022年全国石墨电极优秀企业奖

2022年全国预焙阳极出口贡献奖 2022年全国石墨电极出口贡献奖

2022年全国预焙阳极行业杰出人物 2022年全国石墨电极新锐企业奖

2022年全国阴极炭块先进技术奖 2022年全国石墨电极行业杰出人物

2022年全国阴极炭块优秀企业奖 2022年全国炭电极优秀企业奖

2022年全国电极糊优秀企业奖 2022年全国增碳剂优秀企业奖

日期 时间 日程

12月26日
星期一

10:00-19:00 会议签到

14:30-17:30 会议

18:00-20:00 欢迎酒会&自助晚餐

12月27日
星期二

08:00-12:00 主题演讲

12:00-13:30 自助午餐

14:00-17:00 主题演讲（铝用炭素&钢用炭素）分会场

18:00-21:00 答谢晚宴

18:10-18:30 颁奖典礼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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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回执表

注1：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并加盖贵公司公章/合同章回传至我公司。

注2：会议费包含会议资料、会议期间自助餐、晚宴、摄影费用。

注3：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用自理。

注4：我们将根据“回执表”、网上报名确认为您安排房间和准备资料。由于房源紧张，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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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会代表将收到会议各项最新信息，正式日程安排将于 2022年12月25日前发出。

注6：此报名表复印有效，需盖章回传。

注7：各企业需求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请在回传参会回执表附上开票信息及收件相关资料。20

企业名称（发票名称）

您关注的行
业

预焙阳极〇 石墨电极〇 阴极炭块〇 针状焦〇 增碳剂〇

石油焦〇 煤沥青〇 电解铝〇 负极〇 其它（ ）

参会人员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主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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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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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请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回传至我公司。 付 公司名称：

国内客户: 款 北京百川盈孚科技有限公司

费 12月20日前汇款 4500元/人 方 开户银行：
用 12月25日前汇款 4800元/人 式 招商银行北京静安里支行

标 现场 5000元/人 银行帐号：

准 Overseas Delegates:US$2000/person 1109 3077 081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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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组 回执表盖章请传至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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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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1）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战略合作单位

（年贸易量2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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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1）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支持单位

（可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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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1）会议当天会场背景板（LED）冠名：冠名单位

（可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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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