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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工 业 固 废 网 

工 业 固 废 综 合 利 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平 台 

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 
工业固废 〔2020〕016 号 

 

关于举办“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高层论坛（第四届）”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化工业集聚，固废产生强度高，综合利用潜力大，

产业互补性强，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协同转型升级，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区

域高质量发展、培育绿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实施五周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坛已

成功召开三届，为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循环发展引

领行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

（2020-2022 年）》，响应国家环保部“无废城市”建设号召，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年初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升区域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协同转型升级，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山东、河南、辽宁）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发展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提升，引领循环

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污染防治攻坚占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中国工业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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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拟联合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京津冀尾矿综合

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工程热

物理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新兴远建轻质新材料联合研究院、

沈阳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矿物复合材料专委

会、非金属矿物与固废资源材料化利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非金属矿物与

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全国循环经济工程实验室、中国硅酸盐学会工艺岩

石学分会等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相关企事业单位等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在北京举办“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高层

论坛”。 

论坛以“创新引领传统产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难题，协同发展构建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新格局”为主题，旨在深入剖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工业固

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2020-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后产废企业所

面临的环保压力与如何利用规模化、高值化综合利用手段实现转型发展；

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创新驱动对于工业固废行业的引领作用；资源型城

市、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区域资源特点进行精准招商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聚集发展,实现区域转型升级，解决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难等现实问题；探

讨尾矿、钢铁冶金渣、有色冶金渣、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石膏、赤泥、

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等先进适用技术与上游产废企业精准实现科技成果产

业化合作；资本助力产废企业与资源循环利用科技型企业实现产融结合，

打造政产学研资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 

论坛期间还将聚焦工业固废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多项创新技术，并的

“2020 年度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奖”颁奖典礼介

绍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为产废企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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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诚邀环保、固废处理利用企事业单位以及分管负责工业固废利用相

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相关单位参加，共同推

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健康发展，特发此函。 

联系人：范海华 13718984266    

邮  箱：chinagygfw@163.com  网  址：www.chinagygfw.com 

附件 1：“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高层论坛”简介 

附件 2：论坛赞助方案 

附件 3：2017、2018、2019 年京津冀会议情况回顾 

附件 4：“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

坛”参会回执            

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   

中循新科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京津冀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矿业增值服务联盟 

河北睿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新兴远建轻质新材料联合研究院         中国硅酸盐学会工艺岩石学分会      

 

 

 

 

沈阳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年 9 月 16日   

mailto:j8106@126.com
http://www.chinagygf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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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高层论坛（第四届）”简介 

一、会议主题 

创新引领传统产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难题，协同发展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新格局 

二、会议时间 

2020年 10月 30日-11月 1日（10 月 30日全天报到） 

三、会议地点 

酒店：北京碧桂园九华山庄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九华山庄 16区 

乘车路线：1.地铁乘坐方案：您可以乘坐地铁 5 号线，到达上行终点站天通苑北

站下车，后乘坐 984路公交车或乘坐出租车到达九华山庄。 

2.公交乘坐方案：您可在立水桥或者天通苑乘坐 984 路公交车（立水

桥-九华山庄）到达终点站-九华山庄，下车即是。 

四、会议组织（拟）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 

联合主办：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 

京津冀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北京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新兴远建轻质新材料联合研究院 

沈阳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矿物复合材料专委会 

非金属矿物与固废资源材料化利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非金属矿物与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全国循环经济工程实验室 

中国硅酸盐学会工艺岩石学分会 

河北睿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院 

协办单位： 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群峰机械有限公司 

泉州市三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埃尔派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巍立路桥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太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恒远利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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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义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京津冀钢铁联盟(迁安)协同创新研究院 

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凯瑞曼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亚华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循新科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中国矿业报 

中国冶金报 

中国建材报 

携矿网 

五、会议内容 

（一）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高层论坛 

1、内容介绍 

（1）本年论坛已历时三届，已经成为国内工业固废行业聚会的品牌性论坛，继承

以往的优势，质量更高、内容更精准与全面； 

（2）多家固危废行业专业机构强强联合； 

（3）主管部门领导专家云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生

态环境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安监总局等主管部

门领导专家齐聚解读产业政策； 

（4）解析最新环保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

升计划(2020-2022 年)》固废污染防治法对于产废企业所面临的相关税赋压力与环境风

险规避问题解决；如何利用规模化、高值化综合利用形成多途径、多元化技术和产品

布局等手段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

《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等新出台的政策解读； 

（5）“十三五”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创新驱动对于工业固废、危废行业的引领作

用； 

（6）环保督查倒逼产废企业工业固废问题的解决应对方案；80+行业权威专家和科

技龙头推介可产业化先进技术、千人盛会包括政产学研用资等全产业链代表参会； 

（7）推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探讨资源型城市、资源枯

竭型城市如何以区域固废品类资源特点，进行精准招商引资引资，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聚集发展,实现区域转型升级，解决地方政府的环境压力和招商引资难等现实问题； 

（8）探讨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石膏、钢铁冶金渣、有色冶金渣、赤泥、

建筑垃圾、煤化工气化渣、造纸厂白泥、锂矿尾矿渣、危险废物等先进适用技术与上

游产废企业精准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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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内央企、上市公司、投资公司等相关投资机构莅临大会，寻求资本与固危

废产业项目深度合作，交流资源如何助力产废企业与资源循环利用科技型企业实现产

融结合； 

（10）“互联网+工业固废”强势升级，工业固废网强力打通供需关系；太极环保

工业废气、工业固废综合治理 DS—循环经济先进适用技术及装备精准对接会为产废企

业面对面对废气、废渣综合治理技术； 

（11）多个专业分论坛更加专业精准，一次报名同时可参与多个分论坛； 

（12）“2020 年度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奖”颁奖盛典：

多项工业固废领域最具投资价值技术、装备企业相继亮相； 

（13）展位展示配合会议，直接与可产业化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企业面对面交流互

动，促进技术产业化合作成果。 

2、拟邀请出席单位（部分） 

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高层论坛：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领导 

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领导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领导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综合利用处领导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资源与环境处领导 

生态环境部固化司固体处领导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领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   涌  

国家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领导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金华 

包头市相关领导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张建良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晓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倪文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苍大强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马兆军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辛宝平  

中南大学副教授    王 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张以河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教授级高工                    鲁官友         

北京建筑材科学研究总院首席专家、河北睿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王林俊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山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郭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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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理工大学教授、宁波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  莉 

中国工业固废网产业研究部主任    杜建磊 

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傅国华                     

福建群峰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银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  漪 

山东埃尔派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景杰  

工业固废生态化利用与土壤修复专题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马淑花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明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环境工程研究设计所所长、研究员     周连碧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教授级高工 鲁官友 清华大学教授    杨金龙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王栋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混凝土与环境材料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生态修复学会秘书

长    于立安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石林 

安徽理工大学教授    万祥龙 

内蒙古科技大学讲师    陈敏洁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副院长    红梅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明 

北方民族大学教授    韩凤兰 

榆林学院副教授    李强 

北京瑞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恒芳 

中科盛联(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跃群 

煤基固废综合利用专题研讨会： 

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中心）主任  潘 荔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任强强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宋国良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王学斌 

宁波领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平 

（二）同期活动 

●2020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高层论坛 

召集人：王林俊、倪 文、苍大强、李殿杰、辛宝平、张以河、魏 莉等 

●固废综合利用基地、资源型城市工业固废专项招商 

召集人：范海华 

●冶炼废渣与尾矿综合利用专题 

召集人：刘育松、刘晓明、李 宇、刘万超、李克庆、贺治国、郭利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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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基固废综合利用专题 

召集人：任强强、宋国良、马淑花等 

●工业固废生态化与土壤修复专题 

召集人：马淑花等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题 

召集人：鲁官友、袁 泉等 

●先进适用技术及装备精准对接会 

●专题论坛合作征集中…… 

（三）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1、矿山企业尾矿综合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1）煤矿企业的煤矸石综合利用需求精准对接 

（2）金属矿山企业的尾矿综合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2、冶金冶炼企业冶金渣、冶炼渣综合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1）钢铁冶金渣先进适用技术及装备精准对接会 

（2）黄金尾矿和氰化渣综合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3）锌冶炼渣资源化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4）氧化铝赤泥、电解铝厂二次铝灰资源化利用技术需求精准对接  

（四）最具产业化投资价值技术对接 

（五）固废综合利用基地、资源型城市工业固废专项招商引资政策说

明 

1、乌海市粉煤灰项目精准招商 

内蒙古 2018 年粉煤灰产生量居全国第二，但是由于交通运输，地广人稀等客观因

素影响，当地粉煤灰主要以内部消纳为主，其综合利用率仅为 25%左右。乌海市是全国

煤焦基地，每年电厂的粉煤灰处理量近千万吨，单个电厂每年粉煤灰 100—200万吨。 

粉煤灰主要化学成分为氧化铝和二氧化硅，二者总质量分数高达 80%以上，其中氧化铝

的含量一般在 15%-30%，二氧化硅含量一般在 40%-60%。除此之外，粉煤灰还含有少量

钙、镁、铁、硫、钼、磷、钾、氯等近二十种元素。 

2、乌海中玻超细粉废料利用项目 

玻璃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料为硅质砂岩，从矿山开采出的砂岩块料，要经过颚式破碎

机粗碎、再经过棒磨机细碎、最后经过水洗、除铁、筛分等工序才能使用。玻璃生产

所用砂岩的粒度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控制在 0.1-0.8mm 之间，大于 0.8mm 的粗颗粒

不利于熔化，小于 0.1mm的超细粉容易飞扬，堵塞蓄热室，对玻璃生产控制造成影响。

因此砂岩的粒度控制十分重要，玻璃生产在砂岩加工、筛分过程中大于 0.8mm 的粗颗

粒是禁止使用的，可以返回重新加工。而筛下物即小于 0.1mm（150目）的细粉最多使

用量不能大于 10%。乌海中玻在实际生产加工过程中，按现有拉引量计算，年产细粉可

达 39000 吨左右，如此之大的细粉量对于企业而言无法使用，即为废品。因此希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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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原料的企业合作，将废料变为资源，既可以解决乌海中玻的细粉处理问题，又

可以做到废物利用，创造新的价值。 

（六）2020 年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奖表彰 

 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作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根本措施。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

本国策，促进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众多企事业单位也不断推出多元化、产

业化、规模化的利用方式，为进一步促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发展，为产废企业推荐

更多、更具投资价值的创新技术，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中循新科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计划于 2020年 10月 10日前面向全行业征集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装备等，并在“2020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高层论坛”（202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北京）举办颁奖典礼，

对行业中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装备予以表彰，树立行业标杆！ 

六、收费说明 

参会费用：普通参会 2800元/人  学生参会 1500元/人 

（包含会议费、资料费、餐费、咨询费；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1、会员单位根据会员级别按会员服务章程不同程度优惠； 

2、2020年 10 月 15日前报名汇款可优惠 10%； 

3、以上优惠不叠加，如有多项按最优计算。 

七、参会单位 

全国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钢铁冶金渣、有色冶炼渣、赤泥、

建筑垃圾、危险废弃物处置、石材、新兴产业等固废技术研究院所、大专院校研究员、

教授，固废产出、利用、处置单位等；从事危险废物监管、生产、经营、收集、运输、

处理处置等从业人员。企业 EHS 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焚烧车间、物化及固化车间

及其它管理部门骨干。 

八、联系方式 

会议总负责： 

范海华 13718984266    邮箱：chinagygfw@163.com 

会议组织联系：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任强强 15201622647      宋国良 13699186030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联系人：马淑花      电话：13521118758 

京津冀钢铁联盟(迁安)协同创新研究院： 

刘育松 13611335579 

北京科技大学： 

刘晓明 13681016308      李  宇 13810391349      李克庆 13051787053     

mailto:chinagygf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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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  珂 13521080289      周  熠 18301615286      王  琦 13391665851 

北京理工大学： 

王  佳 13683138235 

北京交通大学： 

袁  泉 13651338079 

中南大学： 

贺治国 13319582715 

沈阳理工大学： 

魏  莉 13304478666 

 



11 
 

附件 2： 

“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

论坛”赞助方案 
 
一、赞助单位   

（一）论坛冠名 限 1 家   50 万元 

1、在会议文件、会刊、主论坛背景板等以“冠名单位”名义出现，如有独家协办

分论坛，论坛将不再有其他冠名单位； 

2、会议开幕式主持人特别鸣谢； 

3、会刊中刊登贵单位宣传彩页 4P； 

4、安排会场交流发言 20 分钟； 

5、会场安排摆放宣传展台、易拉宝或其他宣传材料； 

6、会议袋中代发企业宣传资料； 

7、可安排 5-8 人参加名额（可邀请单位客户），其中 2 位尊享 VIP 嘉宾专席；  

8、会务组为协办单位提供会议期间酒店住房 1 个标间（3 日）； 

9、可在我单位网站、公众平台等渠道免费为企业提供宣传机会一年； 

10、吸收分论坛冠名协办单位作为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非

入驻副理事长单位，并免收 2020 年度年费（价值 5 万元。相关权益请参考《中国中国

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理事会章程》）。 

（二） 独家奖项冠名 限 1 家   50 万元 

1、在会议文件、会刊、主论坛背景板等以“奖项冠名单位”名义出现，将不再有

其他冠名奖项单位； 

2、会议开幕式主持人特别鸣谢； 

3、会刊中刊登贵单位宣传彩页 4P； 

4、安排会场交流发言 20 分钟； 

5、会场安排摆放宣传展台、易拉宝或其他宣传材料； 

6、会议袋中代发企业宣传资料； 

7、可安排 5-8 人参加名额（可邀请单位客户），其中 2 位尊享 VIP 嘉宾专席；  

8、会务组为协办单位提供会议期间酒店住房 1 个标间（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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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可在我单位网站、公众平台等渠道免费为企业提供宣传机会一年； 

10、吸收奖项冠名协办单位作为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非入

驻副理事长单位，并免收 2020 年度年费（价值 5 万元。相关权益请参考《中国中国工

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理事会章程》）。 

（三） 协办单位  限 5 家    10 万元 

1、在会议文件、会刊、背景板等以“协办单位”名义出现； 

2、会议开幕式主持人特别鸣谢； 

3、会刊中刊登贵单位宣传彩页 2P； 

4、安排会场交流发言 20 分钟； 

5、会场安排摆放宣传展台、易拉宝或其他宣传材料； 

6、会议袋中代发企业宣传资料； 

7、可安排 2-4 人参加名额（可邀请单位客户），其中 1 位尊享 VIP 嘉宾专席；  

8、会务组为协办单位提供会议期间酒店住房 1 个标间（3 日）； 

9、可在我单位网站、公众平台等渠道免费为企业提供宣传机会一年； 

10、吸收协办单位作为中国工业固废网-全国工业固废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常务理事

单位，并免收 2020 年度年费（价值 3 万元。相关权益请参考《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理事会章程》）。 

（四）支持单位   限 5 家   5 万元 

1、在会议文件、会刊、背景板等以“支持单位”名义出现； 

2、会刊中刊登贵单位宣传彩页 2P； 

3、安排会场交流发言 20 分钟； 

5、会场安排摆放宣传展台、易拉宝或其他宣传材料； 

6、会议袋中代发企业宣传资料； 

7、可安排 2-4 人参会名额（可邀请单位客户）； 

8、可在我单位网站、公众平台等渠道免费为企业提供宣传机会一年。 

9、吸收协办单位作为中国工业固废网-全国工业固废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理事单位，

并免收 2020 年度年费（价值 1 万元。相关权益请参考《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理事会章程》）。 

（五）主题晚宴赞助    限 4 家    10 万元 



13 
 

1、在会议文件、会刊、背景板等以“协办单位”名义出现； 

2、主题晚宴期间主视角露出； 

3、主题晚宴致辞； 

4、会刊中刊登贵单位宣传彩页 2P； 

5、会场安排摆放宣传展台、易拉宝或其他宣传材料； 

6、会议袋中代发企业宣传资料； 

7、可安排 2-4 人参会名额（可邀请单位客户）； 

8、可在我单位网站、公众平台等渠道免费为企业提供宣传机会一年。 

二、其他分项赞助 

合作项目 企业限额 服务条款 合作费用 

技术/产品推广 限 3家 

1、展示区展台 1 个（统一搭建制作展

示宣传挂画（参展企业提供设计好的样

稿）、小件产品模型、样品等，展台需

企业自行布置）； 

1、会场发言 20分钟； 

2、2人参会； 

28000元 

会场发言 限 2家 
1、会场发言 20分钟； 

2、2人参会； 
20000元 

会议展台 限 8家 

1、展示区展台 1 个（统一搭建制作展

示宣传挂画（参展企业提供设计好的样

稿）、小件产品模型、样品等，展台需

企业自行布置）； 

2、2人参会； 

12000元 

代表证广告 限 1家 代表证印刷企业广告； 10000元 

会议资料袋 限 1家 单面印刷企业宣传标识 20000元 

代发企业资料 限 3家 
1、企业资料装袋同会刊一起发放； 

2、1人参会； 
8000元 

会刊广告 

（不含参会费） 

限 1家 封二 10000元 

限 1家 封三 10000元 

限 1家 首页 10000元 

若干 双彩 6000元 

若干 单彩 4000元 

会议礼品赞助 若干 需要提前报备礼品种类及数量 另议 

三、费用优惠方案 



14 
 

1、会员单位根据会员级别按会员服务章程不同程度优惠； 

2、2020 年 9 月 20 日前报名汇款可优惠 20%； 

3、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报名汇款可优惠 10%； 

以上优惠不叠加，如有多项按最优计算。 

四、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20 日 

五、备注 

以上赞助方式仅为普通赞助方式，也可根据企业技术、产品、宣传计划等针对性策

划相关方案。 

六、联系方式 

会议总负责人：范海华 13718984266   邮箱：j8106@126.com 

mailto:j810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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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京津冀会议情况回顾 
2017 年 6 月 24 日，“2017 京津冀及周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

际）高层论坛”在北京西郊宾馆隆重召开。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

长杨朝飞，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全国人大环资委

法案室主任翟勇，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国家发

改委环资司综合利用处处长杨尚宝，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综合

利用处王文远处长，环保部环监局原巡视员汪冬青，全国政协委员、

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北省工信厅原巡视员王福强，河北省工业

中国工业固废网创始人杜根杰主持会议    和信息化厅科技与节能综合利用处处长赵克时，荷兰王国驻华使馆

基础设施与环境参赞魏安娜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做了发言和特

邀报告。 

本次论坛在国家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战略要求大背景下，主要围绕“创新驱动引领工业绿色发

展”的主题，在工业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

转化、绿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创新等方面展开了

深入的研讨。                                                                   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朝飞致开幕辞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综合利用处处长杨尚宝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鞠建华司长           环保部环监局原巡视员汪冬青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巡视员王福强 

 

 

 

 

荷兰王国驻华使馆基础设施与            承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希跃       荷兰企业联盟协会合作伙伴、废物管理 
环境参赞魏安娜                                                          及循环经济高级专家弗瑞克▪万▪埃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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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东教授 

论坛期间，中国工业固废网还为 12 家战略入驻合作单位举办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战略入驻合作单位授牌仪式”，并发布了《2016 年度中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

业发展报告》，该报告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的支持与指导下，由中国工业固废网

组织相关行业专家编制而成，是目前行业内关于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解析最为全面

和详实的报告。 

6 月 24 日，由中国工业固废网、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主办的“2017 京津冀及周边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西郊宾馆隆重召开。本次论坛在国家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

经济、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求大背景下，围绕“创新驱动引领工业绿色发展”，在工业绿色

发展顶层设计、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绿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创新

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会上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大学、E20 环境平台、中冶建筑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固废室、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金诚信矿业技术研究院、等 11 所国内高

等科研院校（所），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太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建工华创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行业内优秀企业，共计 13 位专家学者、10 位企业代表做了专题报告，围绕

垃圾焚烧飞灰、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金渣、赤泥、建筑垃圾等工业固废，分

享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典型示范经验和商业运营模式等。 

 

 

 

 

 

 

北京科技大学倪文教授        天津理工大学循环经济学院           E20 环境平台产业研究部        北京科技大学苍大强教授 

副院长刘炳春                   负责人井媛媛  

倪文教授在会上做了《胶结充填采矿协同资源化利用垃圾焚烧飞灰》的报告，指出利用胶结充

填采矿协同资源化利用垃圾焚烧飞灰技术能充分发挥垃圾焚烧飞灰对矿渣和钢渣活性的激发作用，

并与矿渣、钢渣、脱硫石膏等固废实现协同利用；研究结果表明充填料固化体对垃圾焚烧飞灰中的

各种有害物质具有良好的长期固化能力。每吨充填胶结剂生产成本（含管理成本）100 元/吨，售

价 150 元/吨，税前利润率 30%。额外收入：每消纳 1 吨北京市的垃圾焚烧飞灰可获得 1600-3500

元的补贴。 

刘炳春院长在《天津子牙中日韩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建设规划解析》中介绍了子牙园区建设规划

的总体思路（“368”战略）。子牙园区建设规划的总体思路是形成三大主导产业，构建六大功能

分区，打造八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子牙发展模式。即重点发展再生资源加工、

汽车和装备再制造和节能环保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构建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区、汽车和装备再制造

区、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区、科技教育培训区、居住和配套服务区、林下农业循环经济区六大功能

区。打造废旧机电产品再生利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再生利用、报废汽车再制造、废旧机械装备拆

解和再制造、废旧橡塑再生利用、废旧建材再生利用、新能源和污水垃圾处理设备、循环农业八大

中日韩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规划的重点：一是构建中日韩动静脉有机衔接的产业体系；二是打造中日韩循环经济八大产业

链条；三是建设中日韩循环经济科技教育创新体系；四是建设中日韩循环经济服务支撑体系；五是

完善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体系；六是优化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生态环

境；七是构建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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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媛媛在《危险废弃物处理市场及技术推广模式分析》中指出，目前，我国工业危废处理行业

整体表现为综合利用水平较高，无害水平较低，不同细分行业表又有所差异。相对来说，资源化利

用由于能够回收资源价值，经济性较高，产生危废的企业还能通过出售危废产品获得收入，因此发

展较快也较为充分。而无害化处置技术复杂、处理难度高，而且给产生危废的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

负担，发展较为缓慢，甚至还有大量倾倒丢弃事件发生。危废市场庞大、发展前景较好，在国家大

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背景下，各地综合危废处置中心 PPP 项目将日益增多。 

苍大强教授在《冶金二次资源利用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及研究新方法研究》介绍了钢铁工业“二

次资源”中资源型“二次资源”：渣、尘、泥、废水、废气、废弃耐火材料等和能源型“二次资源”：

余热、余能、煤气等。钢铁工业“二次资源”的利用涉及冶金+矿加+材料+能源+环保等跨界的研究。

钢铁工业“二次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的总体思路：是 1）有价金属提取；2）非金属---新产品；3）

有害元素的无害化；4）余热利用。新产品有：各类陶瓷、微晶玻璃、无机纤维产品等。钢铁工业

“二次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的发展方向是：1）集中力量开展冶金基础理论体系研究（含二次资源

利用等内容）；2）开展高温钢水、铁水、熔渣等的在线多点温度、流速等的测量技术，为智能控

制和大数据打基础；3）除了注重化学过程的研究，也要注重物理过程的研究，如流场、温度场、

浓度场等，以提高渣—金冶炼的质量；4）开展反应工程学研究，研发新一代主体反应器；5）研究

液态渣的结构、钢水和铁水结构，以深入研究过程；6）开发中国自己的控制软件；7）“冶金”专

业的人要学习“材料”等专业的知识。 

此外，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国华做了题为《移动制砖设备在城市固废再生利用中

的优势》的专题报告；华南理工大学石林教授做了题为《高铝粉煤灰/煤矸石资源化利用技术介绍》

的专题报告；华北理工大学杨广庆教授做了题为《高炉熔渣调质成纤与纤维制品生产技术》的专题

报告；宁波太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史跃展总经理做了题为《区域型循环经济——钢渣法脱硫脱硝技

术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的专题报告；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郝以党做了题为《钢渣辊压破碎余

热有压热闷处理及发电新技术》的专题报告；山东恒远利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连涛做了题

为《工业固废协同处置制备陶粒技术》的专题报告；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宇博士/副教授做了题为《利用工业固废制备陶瓷透水砖技术》的专题报告；东北大学教授张廷

安做了题为《有色冶金固废利用进展》的专题报告；北京宝贵石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宝贵做了题为

《再生成就建筑之美》的专题报告；山东义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长青做了题为《黄金

高硅尾渣综合利用》的专题报告；金诚信矿业技术研究院刘晓辉博士做了题为《金诚信膏体充填实

验室及实验技术》的专题报告；广东鹏鹄无机与有机试验室畅

吉庆粉煤灰研究所所长畅吉庆做了题为《粉煤灰在高分子制品

中应用研究》的专题报告；常州首信干燥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云峰做了题为《桨叶干燥机设计制造与应用》的专题报告；

唐山鹤兴废料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俊英做了题为

《钢铁厂全固废协同处理技术》的专题报告；山西大学教授廖

洪强做了题为《多固废复配料制备高强耐磨透水砖技术研究》

的专题报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建明

做了题为《工业副产石膏利用技术讨论：改良盐碱地和防水高强石膏》的专题报告；中科创投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尚红彦做了题为《新型改性磷石膏水泥缓凝剂》的专题报告；北京建工华创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林做了题为《煤矸石制备装配式建筑材料技术》的专题报告；安

徽省安美利特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余海龙做了题为《守护一片蓝天 创造绿色生活》的

专题报告。 

大会同期还成功召开了“招金集团黄金尾矿与氰化渣技术需求对接会”和“阜新全有第三代污

泥处置技术商务合作专题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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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迁西县，辽宁省朝阳市、营口市、阜新市、新邱区，山西省怀仁

县、山阴县，陕西省商洛尾矿办等十多个省县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产业园区、企业和会员单位、

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及新闻媒体共计约 400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阜新全有生态建材有限公司第三代污泥处置技术商务合作专题对接会 

“2017 京津冀及周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坛”期间，

中国工业固废网针对绿色建材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专程召开了阜新全

有生态建材有限公司第三代污泥处置技术商务合作专题对接会。 

6 月 25 日上午，阜新全有生态建材有限公司、迁西县商务局、辽宁

朝阳市经信局、营口市商务局、河北平泉市工信局、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安徽省安美利特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叶鸣滤料有限公司、河南绿典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洛阳大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焦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二十多家单位在北京西郊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深度商务合作专题对接洽

谈会。 

 

四川国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君                 阜新全有生态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金刚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黄金尾矿与氰化渣技术需求对接会 

“2017 京津冀及周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

坛”期间，中国工业固废网针对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黄金

尾矿与氰化渣的难题，专程组织与会代表与专家召开了“招

金集团黄金尾矿与氰化渣技术需求对接会”。 

6 月 25 日上午，山东招金集团代表团、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山东建筑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北科强瑜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中矿东方矿业有限公司、山东义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岩川科技电磁等三

十多家单位共计 50 多人参加了对接会。山东招金集团已与山东义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定高

硅金矿尾渣综合利用—干法制粉系统项目。 

精准对接会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中国工业固废网今后将通过多种形式，继续举办此类

会议活动，欢迎产生废弃物多、利用上有难度的企业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集成全国

的优秀专家和科技型企业的先进适用技术，为企业进行精准的技术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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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京津冀会议情况回顾 
5 月 12 日-13 日，由工业固废网、危废技

术网、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主办并承办的“2018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隆重

召开。 

原环境保护部原总工、工业固废网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杨朝飞，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

任、中国国际商会投融资服务委员会主席余延

庆，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秘书长朱世龙，荷

兰王国驻华使馆基础设施与循环经济参赞魏安娜，中意环保合作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 Federico 

Pasini(费罗)，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国家发改

委环资司综合利用处处长杨尚宝，河北省政府参事、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原巡视员、京津冀尾矿

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王福强，阜新市新邱区区委书记赵巍，亚欧激光应用科技创新

合作中心秘书长韩晓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循环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会泉等领导出

席了会议，并分别做了致辞和特邀报告。 

 

 

 

 

 

杜根杰秘书长主持会议            原环境保护部原总工杨朝飞  

 

 

 

 

   

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延庆      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秘书长朱世龙 

 

 

 

 

 

荷兰王国驻华使馆参赞魏安娜     中意环保合作项目中国办公室费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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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      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综合利用处处长杨尚宝      河北省政府参事、省工业和信息化 

                                                原巡视员王福强 

 

 

 

 

 

 

 

 

 

阜新市新邱区区委书记赵巍          亚欧激光应用科技创新合作中心 

                                                 秘书长韩晓明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循环经济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李会泉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

矿业大学（北京）、安徽工业大学、北京建筑材料

科学研究总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德州学院粉

煤灰研究所、固废资源化利用与节能建材国家重点

实验室 8所国内高等科研院校（所），福建泉工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恒远利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太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安徽省安美利特环保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哈斯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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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海逸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义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re 

Ad 公司、Biancamano 集团等国内外行业内优秀企业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了专题报告，围绕

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金渣、赤泥、建筑垃圾等工业固废，分享了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典型示范经验、商业运营模式、管理模式等。 

来自金昌市、阜新市、营口市、本溪市、招远市、榆林市、辽阳市、郑州市、新邱区、怀仁

县等十多个省县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产业园区、企业和会员单位、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新

闻媒体约 300 多家单位 600 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本次大会聚焦新时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矿山建设、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健康发展，

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立法促进固废利用”为主题，在工业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科技成果转化、绿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创新、区域资源综合利用先进经

验及典型模式等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亮点突出，精彩纷呈，行业大咖云集，盛

况空前！对于推动全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全国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产业

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了相关领导、国际友人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 

本次论坛期间，中循新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中金风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中交科创科技有限公司、国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技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举行了“工业循环经济产业基金签约仪式”。基金专注投资于工业固废产业及产业链上下游

相关产业。 

 

工业循环经济产业基金签约仪式 

与“2018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坛”同期成功举办的还

有“全国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高层论坛”和“首届中国绿色矿业发展大会暨“一

带一路”绿色产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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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坛 

内容回顾 
5 月 18 日-19 日，由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中华环保

联合会固危废及土壤污染治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立法促进固废利用”

为主题的“2019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

本次论坛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推动

全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成果转化，主要围绕工业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成果转化、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推广应用、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创新、

资源城市如何精准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聚集和地方转型经济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分

享了尾矿、钢铁冶金渣、有色冶炼渣、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石膏、赤泥、建筑垃圾、废

旧岩棉（废旧玻璃纤维、废旧硅酸铝、废弃硅酸钙板）、危险废物等先进适用技术与上游产

废企业精准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的经验；剖析了资本助力产废企业与资源循环利用科技

型企业实现产融结合，打造政产学研资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为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全国人大环资

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河北省工信厅等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会

议并讲话；来自各省市、县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专家领导、科研单位、矿山冶金化工等产废

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等行业代表 800 余人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主办方依托中国工业固废网-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所建立的政

-产-学-研-用-金-介等强大的资源优势，搭建以论坛为主的多元化交流平台，为资源型城市、

重化工业产业聚集区，矿山、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产废企业，工业固废（尾矿、煤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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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冶金渣、治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花岗岩锯底泥、建筑垃圾、造纸白泥）等

综合利用项目企业、科研院所及科技型企业，全方面提供全产业链“一站式”解决方案。 

“一站式”解决产废企业固废综合利用难题， 

“一站式”解决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难题及资源循环产业聚集发展难题， 

“一站式”解决科技型单位技术推广难题。 

 

中国工业固废网创始人   杜根杰     生态环境部原总工、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  杨朝飞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巡视员   李力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综合利用处处长   杨尚宝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处长   康相武   河北省政府参事、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巡视员王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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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金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研究员   程会强 

 

清华大学教授   杨金龙               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傅国华 

 

上海宝钢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主任康明  北京建筑材科学研究总院首席专家、河北睿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王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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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维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Sandor KOSZO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倪文 

 

山东义科节能科技公司副总经理   徐顺涛 北京大学系主任、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重点实验室主任   王习东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花    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主任刘中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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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矿冶科技集团高级工程师   李相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混凝土与环境材料研究院芮雅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教授  张娜 

 

在本届论坛上，还同期举办了全国危险废弃物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高层

论坛、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论坛、循环经济造福子孙-环保公益万里行全国

书画巡展、颁布“2019 年度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最具投资价值创新技术奖”等

活动。 
 

 

 

 

颁 奖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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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建 筑垃圾 资源化 利用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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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垃 圾项目 考察  

 

 
 

展 会精 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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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高层论坛”参会回执 

时间：2020年 10月 30日-11月 1日                     地点：北京九华山庄 

单位全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参会联系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电子邮件  

参会人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邮箱 

     

     

     

     

     

推广合作类别  备注： 金额：        元 

企业需求:                                            

关注固废种类： 冶炼渣（钢渣、有色金属渣等）  尾矿（金属、非金属）   铝行业固废
（赤泥、大修渣、铝灰等）   煤基固废（煤矸石、粉煤灰、气化渣等）   工业副产石膏（脱
硫石膏、磷石膏等）   其他固废：                 

对接需求： 抚顺、乌海固废综合利用项目    固废制砖技术、设备对接   

是否参加专题会： 固废生态化利用与土壤修复专题      煤基固废综合利用专题 

 普通参会 2800 元/人   学生参会 1500 元/人      费用共计：           元 

是否需要预定会务房： 单 470 元/晚   间；   标 470 元/晚   间；   不需要 
请汇款至中国工业固废网主办单位-中循新科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户  名：中循新科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账  号：0200 2509 0920 1033 32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万庄支行(行号 102100000144） 
开票单位：  
开户行：                              账号： 
税号： 
地址：                                电话： 
开具内容：会议费         专票        普票 

参会单位（盖章）： 

经 办 人： 

时    间：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盖章）： 

经 办 人：范海华 

联系方式：13718984266； 

时    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