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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背景大会背景
2020年国内尿素需求总量出现稳中向好态势，预计2021年中国尿素市场总需求量

或较2020年微幅增长，增幅在3%左右。

2021年国家在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之下，对化肥淡储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在

粮食价格向好的趋势下，预计2021年国内尿素农业需求将继续增加；工业需求方

面，预计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持续化以及汽柴油车辆等级要求等政策下，2021年

国内胶板厂、复合肥企业以及车用尿素等工业需求或有所提振；尿素期货上市后

持续受到业界关注，2021年将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

为促进尿素及上下游行业同仁交流，共同探讨行业技术创新、环保节能及产业优

化模式、助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卓创资讯将携手行业上下游企业于5月19-21

日在杭州召开“2021（第三届）中国尿素及上下游行业研讨会”，诚邀上游原料

供应商、贸易商、下游生产企业、终端用户、第三方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科研

院校专家及媒体等单位相约杭州，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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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周三 全天

09:00-17:00 嘉宾签到

14:00-17:00 展区布置

5月20日 周四 上午

08:30-08:40 开幕致辞

08:40-12:00

主题：当前中国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主题：中国尿素市场现状分析及展望

主题：卓创资讯估价体系及尿素价格评估介绍

主题：尿素期货上市后对现货市场影响分析

主题：中国农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主题：中国复合肥行业发展现状及原料需求分析

12:00-14:00 自助午餐

5月20日 周四 下午

14:00-17:00

主题：中国合成氨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主题：中国板材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主题：中国三聚氰胺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

主题：环保政策趋严下，如何把握国六车用尿素增量市场

主题：车用尿素智能加注站建设运营模式发展分析

18:00-20:00 答谢晚宴

5月21日 周五 上午

08:00-11:30 商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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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生产企业, 20%

复合肥生产企业, 12%

板材生产企业, 10%

三聚氰胺生产企业, 
7%

国内外贸易商, 30%

仓储物流客户, 10%

期货、证券金融客户, 
11%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石化分公司

河北辛集市九元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舜天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湖北鄂中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联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

奎屯锦疆化工有限公司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玉象胡杨化工有限公
司

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金象赛瑞煤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
公司

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化工有限
公司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辽宁润迪

江苏灵谷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永安期货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华泰期货

海南富岛化工有限公司
昊华骏化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期货

卓创资讯估价研究中心 郑州商所交易所 湖北丰盈节能环保科股份
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

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江苏可兰素汽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弘康环保
方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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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暨开发票名称）

企业经营产品

企业性质
□ 生产企业 □ 贸易商、物流商 □ 设备企业 □ 下游企业

□ 上游原料企业 □ 期货投资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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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床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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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客房仅保留至当天下午六时整。

收费标准：
1.会费RMB：2000元/人 （含资料费、 餐饮费等）
2.早鸟优惠价1800元/人，限2021年4月30日前报名。
3.为保障资料制作效果，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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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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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案
Conference Sponsorship

赞助方式 赞助回报及形式 收费标准
（元/家） 备注

协办单位

1、企业发言，会场PPT宣传；
2、会前企业宣传视频播放；
3、论坛所有合作媒体广告中将出现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4、论坛背景板及论坛所有宣传推广资料协办单位挂名（主论坛背景板，标识指引系统，
会刊资料等与主办方同时出现）；
5、赞助企业负责人前排就坐及制作台卡权益（具体位置服从会务组的安排）；
6、赠送免费参会名额：3名；
7、赠送资料发放赞助形式；
8、赠送会刊广告彩页（封二或封底1处）；
9、赠送4米*3米展位展架1处。

100000 限2家

赞助单位

1、会前企业宣传视频播放；
2、论坛所有合作媒体广告中将出现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3、论坛背景板及论坛所有宣传推广资料协办单位挂名（主论坛背景板，标识指引系统，
会刊资料等与主办方同时出现）；
4、赞助企业负责人前排就坐及制作台卡权益（具体位置服从会务组的安排)；
5、赠送免费参会名额：2名；
6、赠送会刊广告彩页（扉页或封三1处）；
7、赠送4米*3米展位展架1处。

60000 限3家

支持单位

1、论坛所有合作媒体广告中将出现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2、论坛背景板及论坛所有宣传推广资料协办单位挂名（主论坛背景板，标识指引系统，
会刊资料等与主办方同时出现）；
3、赞助企业负责人前排就坐及制作台卡权益（具体位置服从会务组的安排）；
4、赠送免费参会名额：2名；
5、赠送会刊广告彩页。
6、赠送4米*3米展位展架1处。

50000 限5家

晚宴赞助

1、晚宴现场PPT宣传片播放、晚宴进行时主持开场祝酒词；
2、晚宴可定制企业专属背景，晚宴现场入口放置易拉宝；
3、晚宴围桌企业资料摆放；
4、赠送免费参会名额：1名；
5、赠送3米*3米展位桁架1处。

60000 限1家

发言+展位
发言+经典展台组合赞助：大会黄金时间企业演讲20分钟+经典展台展位1个
展桌+洽谈椅，喷绘背景板一个，射灯，X展架两个，三角折页展示KT板一个
附赠3位参会名额，赞助商LOGO列名，会前海报宣传，现场约见引荐服务

35000 限3家

经典展台
经典展台赞助：展桌+洽谈椅，喷绘背景板一个，射灯，X展架两个，三角折页展示KT
板一个
附赠2位参会名额,赞助商LOGO列名

20000 限6家

补充说明
1.所有有关设计稿件需由赞助商确认，双方商定可进行商议其他补充权利
2.上述条款如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执行，则大会组委会与赞助商
须双方另签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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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案
Conference Sponsorship

补充说明
1.所有有关设计稿件需由赞助商确认，双方商定可进行商议其他补充权
利
3.上述条款如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执行，则大会组委会与赞助商
须双方另签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赞助方式 赞助回报及形式 收费标准（元
/家） 备注

资料袋赞助 资料袋广告（以资料袋实际大小为准，企业形象广告画面） 30000 限1家

参会证赞助 参会证背面广告（以参会证实际大小为准，企业形象广告画面） 30000 限1家

会刊封皮
赞助 会刊封皮广告（以会刊实际大小为准，企业形象广告画面） 30000 限1家

茶歇赞助 大会茶歇期间，主办方负责为企业订制茶歇糕点及小食体现专
属公司LOGO字旗 20000 限1家

饮用水赞助 大会饮用水订制企业LOGO和宣传内容制作在饮用水包装上，
会议现场嘉宾会桌上每人一瓶 20000 限1家

礼品赞助 1、在礼品上增加赞助商LOGO；
2、赠送会刊彩页广告。 20000 限1家

椅背广告 会场椅子背面广告（以实际会场椅子大小为准，设计企业形象
广告画面） 20000 限1家

展位桁架 3米*3米展位展架
参会名额一位 10000 限10家

会刊内页
赞助

会刊中彩色插页广告，A4幅面彩色铜版纸印刷。
封二/封底/扉页：5000元 封三：3000元 内页：1000元 不等 限20家，内页不分先

后

VCR播放赞
助 大会现场黄金时间、晚宴前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 20000 限5家

企业发言 企业领导在大会主论坛上发表 20 分钟主题演讲报告； 20000 限3家

晚宴酒水赞助 晚宴酒水订制企业专属LOGO赞助商，晚宴每桌放置冠名商酒
水，晚宴约见引荐服务，附赠1位参会名额 18000 限1家

台签赞助 1、每个台签下方冠名赞助企业名称；
2、赠送会刊彩页广告。 10000 限1家

资料袋内页发
放

企业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袋发放。
每家企业限一份，单份重量不超过100g。 8000 限3家

普通展台 一张桌子，2把椅子，企业自带X展架免费摆放，附赠2位参会
名额，企业宣传资料发放 8800 限1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