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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聚焦碳中和、十四五，议题丰富且具有前瞻性碳中和背景下，从工业气

体到化工、钢铁等覆盖整个产业链的行业现状分析与展望

l 由行业专家、协会领导、业内资深分析师等组成的专家天团带来对行业

最为权威、新鲜、深度的独到见解

l 涉及气体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以及设备供应商等，为业务合作牵线搭桥。

l 打造企业信息发布、新品推荐、市场开拓、宣传推广的全新平台。
会议亮点

CONFERENCE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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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背景

过去的2020年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永生难忘的一年，对很多企业来说也

是最为艰难的一年。在砥砺前行的2021年春天，中国经济重现焕发勃勃生机

，一季度GDP实现18.3%的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之下，随着钢铁、化工等相

关行业行情火爆，中国工业气体行业亦迎来良好开局，第一季液氩全国市场

价格至1390元/吨，比年同期暴涨81.5%，全国液氧均价548.33元/吨，同比上

涨19.37%，液氮以及二氧化碳亦维持上行。

那么2021年工业气体价格未来走势如何，是否有再创新高的可能？在碳

中和背景之下，氢能有哪些新的机会，碳回收与捕集又有哪些困难和机遇？

随着多套装置投产，稀有气体的“黄金气体”的神话是否依旧？2020年粗钢

产量再创新高，2021年4月钢坯价格突破5000元/吨大关，面对碳达峰与碳中

和，钢铁行业行业未来如何发展？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工业气体企业如何前行？

面对诸多难题，卓创资讯2021年第七届中国工业气体行业高峰论坛将于

2021年6月16-18日在厦门召开，为您现场答疑解惑。本届论坛会议将就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气体行业所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大宗气体、稀有气

体、电子气等气体产品的现状与展望、在碳中和背景下，中国氢能、二氧化

碳以及钢铁等行业的发展方向等多个话题进行讨论。会议特邀请业内著名专

家、学者，企业领袖等齐聚一堂，与您一起分享深度思考，奉献真知灼见。

本次会议将有200位以上来自气体行业生产、贸易、技术、工程、设备、

物流、仓储以及钢铁、化工、光伏等相关领域的嘉宾出席会议，形式多样而

务实，旨在促进与会者能够更好地分享观点、探讨问题。并为参与各方搭建

交流合作的平台，助力您在诸多机遇中把握财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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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21.06.16（周三） 大会签到 & 商务交流

2021.06.17（周四）上午 大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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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回执

企业名称
（暨开发票名称）

企业经营产品

企业性质 □国际贸易企业 □国内生产企业 □国内贸易、物流商 □国内外设备厂
商 □下游用户 □第三方

通讯地址
（发票邮寄地址）

电子邮箱

人员信息 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经办人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传 真

手 机

汇款时间 2021 年 _ _月_ _日；共_ 位参会，金额共计 _元

房间预订 需要会务组预订□ 不需要会务组预订□

需房间预订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房间数

标准间500元/天

大床间500元/天

温馨提示：由于酒店房间数量有限，请于会议前一周确定用房数量。若无定金，预定客房仅保留至当天下午
六时整。

收费标准：会费RMB：3000元/人 （含资料费、 餐饮费、专家咨
询费、场地费、商务考察费等）
付款说明：根据我司财务制度，请您在回传回执后5个工作日内办
理付款，并将汇款底单传真至0533—6294000，款到后我们将给
您邮寄正式发票。

汇款方式：
户 名: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账 号:1525 6101 0400 46432
行 号:1034 5302 5618

关于退款的说明：请于会议召开前15天以书面方式通知我们，费用可退还80%，于会议召开前5天通知，将

不再退还任何费用。但您可以在会前任何时候替换参会人员，或将费用留至本公司其他会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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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参会企业
盈德气体集团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林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常州中天邦益气体有限公司 广西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环宇京辉京城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双滦东方燃气商贸有限公司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江阴安远气体有限公司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建广东院 太原市天顺涌气体有限公司
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联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永隆气体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气体有限公司 天津永利食用添加剂有限公司 承德双滦东方商贸有限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冷能利用分
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凤星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金宏气体有限公司 章丘市宏运达特种气体厂 榆林市利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恒胜气体有限公司 鞍钢气体有限公司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宁丰制氧厂 济宁市鲁南医用氧气厂
北京东方富林液化气体有限公司 潍坊市坊子天波气体厂 杰瑞恒日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融航气体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祥康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永捷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气体有限公司 山东厚大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晋普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百达先锋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盛燃气有限公司 苏州杜尔气体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静美工业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万特气体有限公司 四川什邡市合兴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龙华绿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德市合瑞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岩鑫气体有限公司
广德县合瑞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昕源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侨源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气体厂

查特深冷工程系统(常州）有限公司 青岛安泰科气体有限公司 宁夏德亿嘉商贸有限公司
如皋市东科气体有限公司 淄博金长德经贸有限公司 伊川宏源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马钢股份公司气体销售分公司 柳州市恒泰气体有限公司 青海宏源气体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瑞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吉利通工贸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康龙气体有限公司 贵州瑞晟标准气体有限公司 常州市仓实化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市富华氧气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鑫弘盛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汇通能源利用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氧气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创新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四川海能电业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陕西九畅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瑞腾特气有限公司 广州市捷通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定边县赛诺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派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盛泰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厂

广钢气体（广州）有限公司 福建岩兴气体有限公司 无锡开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极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济民可信（高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天海高压容器有限公司 任丘市九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世亚德机械工程（杭州）有限公司 云南安锋气体有限公司 上海久宙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源气体运输有限公司 湖北洁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市亿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华中气体有限公司 济南华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恒海新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安利达气体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区凯歌气体有限公司 江西省富友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唐山浩恩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省工业气体协会
梁山阳振气体有限公司 内蒙古融泰能源有限公司 太仓市信业气体有限公司

潮州海泰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绿洲气体有限公司 太仓信恒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上海加力气体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双辉工贸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紫瑞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莒县鑫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格金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瑞信气体有限公司
沧州临港仁国化工有限公司 厦门和丰利干冰除污设备有限公司 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金润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泰竽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陕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朝阳气体有限公司 江苏鼎力华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鼎力华业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龙口矿业集团热电有限公司气体分公司 中集安瑞科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光辉普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永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淄博齐鲁比欧西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圣马气体有限公司

青岛信和源气体有限公司 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兴鲁空分设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 白银渝紫晶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洪生气体有限公司 西梅卡亚洲气体系统成都有限公司 大连大特气体（包头）有限公司
茂名华粤华源气体有限公司 淄博贝通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宇博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奥普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实科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医用气体有限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贵溪宏源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市恒安气体有限公司 罗达莱克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仁方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福建合盛气体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祥特种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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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背广告赞助

是指会场座椅背面上的广告，具有大范

围覆盖、强制性接触、强烈的视觉色彩

冲击的特点。

胸牌/挂绳赞助商

参会嘉宾胸牌/挂绳独家印制企业LOGO

，具有大范围覆盖、强制性接触、强烈

的视觉色彩冲击的特点。

展台赞助

组办方为企业提供相关区域设置专属展

区，是企业宣传的绝佳之选。

礼品/插袋资料赞助商

大会资料袋中放入企业宣传册,参会嘉宾

人手一份并会长期保留。具有大范围覆

盖、强制性接触的特点。

赞助名额：独家

赞助名额：独家

赞助名额：不限

赞助名额：限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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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合作伙伴

世界500强企业中的
287家与卓创资讯建立

合作关系

商务联系

SCI会友 · 官方订阅号 卓创服务号：scigroup

Business contacts

会议：韩蕊 M:18560299359 (微信同号)    E：hanrui@sci9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