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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
邀请函
尊敬的女士/先生：
由中国煤炭资源网主办的“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
论坛”将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28 日在北京召开。
2016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对国内外煤炭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迄今为止
各地煤矿已严格按照 276 个工作日规定组织生产，供应同比下降幅度明显，坑口、
港口、电厂库存均处于低位，市场供不应求，致使动力煤价格快速上涨。
发改委要求到 11 月底基本完成全年去产能任务，三四季度将进入供给侧去
产能高峰期，政策能否如期落实？决策层对煤价的期待在哪里？动力煤价格是否
还会保持增长态势？
面对以上问题，中国煤炭资源网邀请来自宏观经济、国内外动力煤生产及消
费企业、煤炭贸易商、港口、物流等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共聚北京，破解谜团，
谋求商业合作，探讨市场未来。
我们诚挚邀请您莅临会议！

此致
敬礼！

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资源网）
2016 年 8 月 17 日

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28 日
会议地点：北京西郊宾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8 号，电话：010-62322288）
主办单位：中国煤炭资源网
指导支持单位：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建设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郑州商品
交易所
合作媒体：新华社、中国电力报、煤炭报、中国证券报、期货日报、新浪财经、和讯期货、
金融界
承办单位：中国煤炭资源网
会务收费：
参会企业类型

10 月 1 日前缴费

10 月 1 日后缴费

国内企业（会员）

3000 元/人

3200 元/人

国内企业（非会员）

3200 元/人

3400 元/人

现场缴费
3600 元/人

（备注：费用含会务费、资料费、会议期间午餐、晚宴费用，住宿费自理。
）
汇款方式：贷记、电汇、支票、现场交费。
人民币请汇入：

户名：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帐号：112501040041420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太原亲贤支行
账号：75340188000046420
会务联系：参会有关单位请直接与中国煤炭资源网会务组取得联系。
公司名称：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滨河东路森林公园 4 号楼
联 系 人：胡莉：0351-8214333
曹丽芳：0351-7219322
传真：0351-4727260 / 4728543
邮箱：sales@fwenergy.com

13834149459
13313434090

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
201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
10:00—21:00

会议注册

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
08:30--08:40

开幕词

汾渭能源董事长 常毅军

一、宏观经济与产业展望
2016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解读
08:40--09:20



中国经济环境分析解读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走向及影响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
究员 陈昌盛

2016中国煤炭行业分析及未来展望
09:20--10:00



2016 全国煤炭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煤炭十三五规划》执行情况解读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秘书长、研究员
徐亮


2017 年煤炭市场展望
2016去产能政策对国内外动力煤市场的影响
10:00--10:30



2016 年煤炭产能现状分析



2016 去产能政策执行情况解读



未来去产能政策对煤炭市场影响分析

汾渭能源董事长 常毅军

茶歇

10:30--10:40

二、煤炭市场分析及预测
10:40--11:20

11:20--12:00

12:00--14:00

2016 中国煤炭供需关系分析及未来市场走向预测


中国煤炭供给情况分析



未来我国动力煤需求剖析



中国煤炭市场国际竞争力及进出口市场分析

汾渭能源董事 W.K. Chan


2017 年动力煤价格走势预测
国内煤炭物流新格局及对未来煤炭供应的影响


国内煤炭物流现状剖析



未来煤炭物流发展趋势



未来物流格局对煤炭供应的影响

厦门国贸

自助午餐

三、国际动力煤市场
全球动力煤市场展望
14:00--14:30



过去五年动力煤市场发展情况



什么是影响海运煤炭贸易的主要因素

伍德麦肯兹 Wood Mackenzie


未来谁会是动力煤的主要供应方
印尼进口煤市场运行情况及竞争力分析
14:30--15:00



印尼煤炭资源与国内动力煤需求情况



印尼煤炭对中国市场的分销情况及价格预测



印尼煤的主要中国供应商及港口情况



亚太地区动力煤贸易格局

印尼阿达罗能源 PT Adaro Energy

蒙古国进口煤市场运行情况及竞争力分析
15:00--15:30



蒙古国煤炭市场运行情况概述



蒙古进口煤市场竞争力及销售情况分析



蒙古进口煤未来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蒙古国矿产资源局领导

茶歇

15:30--15:50

四、煤炭下游行业新格局
电力格局发展对未来动力煤市场的影响
15:50--16:20



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环保政策对电力企业用煤及采购的影响



电力供需形势及中长期需求预测



新能源发展对电力供应格局的影响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开发服务
中心主任 冮宇峰

中国未来基建规模对动力煤市场的影响
16:20--16:50



2016 水泥行业运行情况概述



中国基建规划对水泥需求的影响



水泥行业对需求发展分析

中国水泥协会信息中心副主任
陈柏林

国际动力煤定价体系及中国动力煤定价体系探索
16:50--17:10

17:10--17:30



国际动力煤市场定价机制介绍



国内煤炭企业在定机方式上的探索



中国煤炭资源网价格指数体系介绍

汾渭能源价格中心主任 曾浩

金融衍生品及互联网对煤炭市场的影响

招商

五、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专题讨论

17:30—18：00
18:00—20:00

讨论主题：动力煤市场现状与未来发展展望
自助晚餐

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固定电话

传真

参会代表

参会企业类型：□煤企 □电厂 □贸易商 □金融 □政法单位 □物流航运
其他：

请在以上所选各项□中打“√”

本次会议您最想了解的问题有：

收费标准

日期

国内会员：

国内非会员：

10 月 1 日前缴费：

□3000 元/人

□3200 元/人

10 月 1 日后缴费：

□3200 元/人

□3400 元/人

现场报名：

□3600 元/人

备注：费用含会务费、资料费、会议期间午餐、晚宴及摄像留念费用，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
□大床房 420 元/间（单早） 数量
住宿预定

间

□双床房 500 元/间（双早） 数量
入住时间__ 月___日

间

退房时间_ _月_ 日

我单位将在五日内通过:
汇出所需费用总计：

请需要预定房间的代表务必填写本栏目信息，并于
10 月 15 日之前回传给务会组。代表住宿费用自理，
直接与酒店结算。

拾

万

（领导签字）盖章：

□银行转账
仟

佰

拾
年

□电子汇款
元整（小写：
月

元）

日

户名：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帐号：112501040041420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太原亲贤支行
账号：75340188000046420

注意事项：请贵司在付款后，将汇款底单回传至 0351-4727260/4728543，汇款到后我们将会给您快递正式发票。
针对本次会议，如果您对会议发言、赞助合作、广告投放、活动等方面有更多需求，欢迎拨打会务组联系电话。
会务组联系方式：0351-8214333

0351-8214352

0351-7219322

2016 年（第四届）国际动力煤资源与市场高峰论坛
赞助与广告方案
享受待遇

钻石赞助（80000 元）
独家赞助

免费参会名额

5 个免费名额（价值 18000 元）

3 个免费名额（价值 10800 元） 2 个免费名额（价值 7200 元）

宴会冠名权

晚宴冠名权及晚宴致辞（6 万）

午餐冠名权（4 万）

茶歇冠名权 （2 万）

1 个大型展位（3 万）
1 个大型喷绘展架（2 万）

1 个大型展位（3 万）
1 个 X 展架（3000 元）

1 个大型喷绘展架（2 万）
1 个 X 展架（3000 元）

网站首页广告 3 个月（3 万）

资讯页面广告 4 个月（2.8 万） 资讯页面广告 3 个月（2.1 万）

会场广告展示
网站广告

白金赞助（50000 元）
独家赞助

黄金赞助（30000 元）
仅限两个名额

企业宣传片

会议休息期间播放公司宣传短片（提前一周交给会务组）

企业宣传资料

随会议资料一同装袋发放

品牌推广

会议报到中心背景、会议主背景、会议相关宣传资料展示企业 LOGO

免费考察活动

由中国煤炭资源网主办的动力煤沙龙活动免费名额一个，一年有效期
* * *括号中价格为该项目单独购买价格* * *

项目

价格

说明

大型喷绘展架

20000 元

提供大型喷绘展架一个，免费设计制作，立于主会场内，尺寸根据会场情
况而定

大型展位

30000 元

提供 3m×2m 大型展位一个，含桌椅电源，立于会场休息区域

X 展架

3000 元

在会场显要位置摆放 X 展架一个

宣传资料装袋

10000 元

企业可将公司宣传材料放置会议资料袋中，随会议资料一齐发放。

会议用品冠名

10000 元

会议用笔、本、胸卡、挂绳（任选其一），印制企业 LOGO

会议饮水赞助
（独家赞助）

10000 元

在会议用矿泉水瓶上贴上企业 LOGO，无需提供用水

会议礼品赞助

面议

会议礼品将免费赠送给参会嘉宾，用于企业宣传

如果有更多的广告赞助需求，或演讲需求请联系我们
电话：0351-8214333

0351-8214352

0351-7219322 邮箱：sales@fwener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