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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六届炼钢除尘系统排放达标综合技术研讨会

各相关单位：

为了提高我国炼钢除尘系统的综合技术水平，充分交流钢铁企业除尘实际

应用经验，为钢铁企业提供专业化技术方案支持，真正有效地控制和减少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达到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标准，并促进钢铁企业资源的回收利

用。中设协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拟于 2019 年 7 月 17-19 日在广东湛江市

召开“2019 年第六届炼钢除尘系统排放达标综合技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

优化工艺、节能减排、促进炼钢工序除尘达标排放。本次会议将围绕电炉、转

炉除尘技术的现状、除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如何进行除尘优化而实现

排放协同达标，以及转炉煤气、除尘灰、钢渣的回收利用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本届会议由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协办。

此次会议将邀请钢铁行业协会学会领导、炼钢厂、环保部、技术部、设备

部、设计院、科研院校、除尘环保厂家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内容：

1、炼钢系统绿色生产转型升级与超低排放政策解析；

2、探索短流程炼钢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发展之路;

3、电炉、转炉除尘技术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4、电炉除尘优化改造方案；

5、转炉干法除尘系统的节能改造途径；

6、转炉二次及三次除尘系统的改造及优化；

7、新一代 OG技术在转炉一次除尘改造项目中的应用；

8、湿法、干法、半干法等不同除尘工艺对比和优缺点分析；

9、基于干法电除尘的转炉烟气余热回收综合利用；

10、转炉除尘器用智能高压电源的研究与应用；

11、自动化控制技术在转炉除尘上的应用,除尘设备变频节电；

12、转炉煤气干法与湿法净化回收工艺的技术经济对比；

13、转炉煤气净化与回收利用典型案例分析；

14、钢厂除尘灰、含锌粉尘、干法灰、瓦斯灰的成球回收利用；

15、炼钢除尘灰、钢渣的资料化综合利用；

16、焦化废水用于高炉、转炉冲渣利用，实现废水零排放；



17、铁水预处理除尘优化改造；

18、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推介；

同期召开 2019 年全国板带钢行业会议暨板带生产技术培训会；

会议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自即日起将征集与本次会议内容相关的文

章，作为交流资料。来稿请发 718wangzheng@163.com；注明“除尘会议”，组

委会会根据来稿筛选 2-4 篇安排作者在会上做发言交流。作者简介和通联方式

请务必详实。

二、时间地点

1、时间：2019 年 7 月 17-19 日

2、地点：广东省湛江市（会议地址报名后另行通知）

3、时间安排：

17日下午 14:00-23:00 报到领资料； 18日早 08:30-17:30 全天会议

19 日参观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生产线；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协办单位：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冶金工业网 《除尘·气体净化》传媒事业部

拟邀企业名单：

宝钢股份 攀钢集团 武钢集团 武昆股份 太钢集团

陕钢集团 酒钢集团 山钢集团 鞍钢集团 河钢集团

盛隆冶金 建龙集团 首钢集团 方大特钢 沙钢集团

包钢集团 广州钢铁 安阳钢铁 韶钢集团 三钢股份

新三洲特钢 永钢集团 潍坊特钢 鲁丽钢铁 长江钢铁

天津天钢 柳州钢铁 济源钢铁 中原特钢等……

四、会议费用及赞助

1、钢铁厂和学校代表：6月 16 日之前报名交费 1800 元/人；6 月 16 日之

后和现场交费 2200 元/人；同一单位 5人以上 1600 元/人 ；

2、设计院、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服务商代表 6月 16 日之前 2800 元/人；6月

16 日之后和现场交费 3200 元/人；(含会议、培训费、资料费、餐费、参观费等)，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也可自行安排住宿。

3、为满足各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展示和形象宣传需求，会议设立微赞助、

专题发言、展位等项目，服务方案另索取。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俊萍 18610714257 电 话：010-63701356

传 真：010-63701387 E-mail：cnmeti@126.com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冶金行业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so.com/link?m=aVTF0QhlXadTbLvo+b60q+d91OLKDepHFO5h5NGvlDOrjpy6yLeAJ4e9tBEp9SaN7NDdCD18V0XcLSMhqre0asAIRfrKevjixXNCvYD+MKZayQQAqpw4syO12pSbKR3+KJ2LkCfysTGcH5L/4fqnWUuSFS2rJNSXfTa6mb5Mnf9CTuynWF/tws1XRzzdCHuYDk3kBKKJjFCtzSMpl
mailto:会议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自即日起将面向全国板带及延伸行业征集与本次会议内容相关的文章，作为交流资料，本次征稿不做特别要求。来稿请发cnmeti@126.com；注明“板带会议”，组委会会根据来搞筛选2-4篇安排作者在会上做发言交流。作者简介和通联方式请务必详实。


报 名 回 执

联系人： 王俊萍 18610714257 电 话：010-63701356

传 真：010-63701387 E-mail：cnmeti@126.com

单 位 名 称 （务必填写开票名称，随后开票不能更改）

地址、电话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账号

经 办 人 部 门 电话

手 机 传 真

姓 名 部门/职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赞 助 □独家冠名 15.8 万 □协办 8.8 万 □支持单位 3.8 万

微
推
广
服
务
项

□展桌+背景板桁架，会场数量有限 9800 元/个； □晚宴赞助 3万元；

□演讲推广（15分钟）23000 元（含一人免费参会）；□条幅 2000 元/条；

□手提袋礼品赞助 18000 元（含一人免费参会） □装资料 6800/家；

□座位背贴（企业名称+LOGO+联系方式） 16000 元（含一人免费参会）

□会务手册封二广告 9800 元□封三 7800 元□封底 11800 元□单彩 3500 元

参会

费用

钢铁厂和学校代表：6月 16 日之前报名交费 1800 元/人；6月 16 日之后和

现场报名交费 2200 元/人；同一单位 5人以上 1600 元/人 ；

设计院、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服务商代表：6月 16 日之前报名交费 2800 元/

人；6月 16 日之后和现场交费 3200 元/人；

费用总计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

住宿：预订双床房__间，单人大床房__间。450 元左右/间夜。地址：广东省湛江市

备注：1、会议时间 2019 年 7 月 17-19 日，17 日报到。

2、此表传真复印有效，报名超出 5人可另附表。

3、请将报名回执传真或邮件发至会务组。

4、提前对公转账的汇入以下指定账户，增值税专票将在报到时

领取。若现场交费，发票在会后 7个工作日内邮寄给参会代表。

户 名：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银行双秀支行

账 号： 2000 0002 0194 0001 4785 297

报名单位盖章：

（公章务必和开票名称相符）

联系人：

年 月 日

mailto:cnmeti@126.com


微 赞 助 方 案
一、会议基本资料：

会议时间及地点：2019 年 7 月 17—19 日 广东省湛江市

参会对象：钢铁行业协会学会领导、炼钢厂、环保部、技术部、设备部、设计院、科研院

校、除尘环保设计生产厂家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相关厂商参会费用：

1、独家冠名（费用：人民币 15.8 万元）

服务内容：列入独家冠名单位、18 日会议上午提供 30 分钟发言时间（可以安排业主和

设备方各一个演讲）、邀请贵单位领导嘉宾席就坐、向与会代表发放企业宣传资料 1套、易

拉宝展示（自备）、展位一个、条幅一个、免 8人会务费，背景板、会刊、会务手册、会议

通知等所有文件中体现独家冠名单位名称；

2、协办单位（费用：人民币 8.8 万元）

服务内容：列入协办单位、18 日会议上午提供 20 分钟发言时间、邀请贵单位领导嘉宾

席就坐、向与会代表发放企业宣传资料 1套、易拉宝展示（自备）、免 5人会务费，背景板、

会刊、会务手册、会议通知等所有文件中体现协办单位名称；

3、支持单位（费用：人民币 3.8 万元）

服务内容：列入支持单位、18 日会议上午提供 15 分钟发言时间、邀请贵单位领导嘉宾

席就坐、易拉宝展示（自备）、免 2人会务费，背景板、会刊、会务手册、会议通知等所有

文件中体现支持单位名称；

4、演讲单位（费用：人民币 2.3 万元）

服务内容：会议提供 15 分钟发言时间、免 1人会务费；增加参会人员按 2000 元/人；

5、晚宴赞助：（费用：人民币 3万元）限 1家；

服务内容：免 2人会务费，会议当天晚宴背景板体现“xx 之夜”且安排赞助单位领导晚

宴前 10 分钟的企业介绍；

6、展位展示：费用 9800 元（含 1个人会务费），提供两把椅子一张桌子，限六家；

7、手提袋赞助：费用 18000 元/面，限 1家，免 1人会务费，手提袋上体现公司 LOGO 和名称；

8、礼品赞助：费用 18000 元，限 1家，免 1人会务费，礼品上体现公司 LOGO 和名称；

9、座位背贴（企业名称+LOGO+联系方式）16000 元（含一人免费参会）；

10、发放资料：费用 6800 元/家，限 3家；

11、条幅：2000 元，不含参会名额；

12、会务手册：封底 11800 元，封二 9800 元，封三 7800 元，单彩 3500 元，本项均不含参会

名额，设计好的稿子请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前发给会务组（要求印刷版），由会务组设计稿件

的请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前把资料发给会务组。

13、参加以上任意一项微赞助，如需再增加参会人员均按 2000 元/位，如有特殊参会形式请

与会务人员联系； 会务秘书处联系人：王俊萍 18610714257 （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