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钢铁产业发展战略暨钢铁
产品产需研讨会议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十二届钢铁产业发展战略暨钢铁产品产需研讨会议将于2016年04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经济新常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力交替更迭的进程中，传统的追求规模数量与以固定资产
投资和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逐步减弱。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发展
的主线。国家积极推动和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
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目前，我国钢铁市场需求已经进入下降通道，产能过剩、销售不畅和经营亏损正困绕着钢铁企业经营的正
常运行。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为企业未来发展注入的新动力，探索发展新路径，寻求合作新伙伴，已经引起钢
铁产业链企业广泛关注和重视。为此，钢之家网站联合中铁物资集团和友发钢管集团将于2016年4月7日-9日
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以“新动力•新路径•新伙伴”为主题的《第十二届钢铁产业发展战略暨钢铁产品产需
研讨会议》，同期还将举办《第五届国际钢铁原料供应链发展战略高峰论坛》、《第六届国际煤焦产业发展战
略高峰论坛》、《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上海期货交易所钢材期货座谈会》、和《全国
优特钢市场预警会议》。

会议将邀请国家有关部委、行业协会、国内外钢铁及上下游企业、电子商务企业、金融投资和和研究机构
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围绕国家“十三五”规划及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用钢需求的影响、我
国钢铁产业发展战略、钢材、原燃料市场供求形势和价格运行态势，以及黑色产业链期货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
和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等话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讨。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
告如下：

会议主题：新动力•新路径•新伙伴会议主题：新动力•新路径•新伙伴

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报到时间：2016年4月6日（周三）下午至4月7日（周四）全天

报到地点：报到地点：明城大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路600号）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年4月7-9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 - 分场论坛 -分场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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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钢材期货座谈会
全国优特钢市场预警会议

- - 宏观经济与钢铁产业发展战略宏观经济与钢铁产业发展战略

“十三五”我国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
对我国钢铁业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我国钢铁行业运行形势与“十三五”发展趋势
新动力•新路径•新伙伴

- - 钢材市场 -钢材市场 -

我国钢铁业“走出去”应注意的问题
钢铁电商为钢材流通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以服务增值提升竞争优势应对低迷市场
国际钢材和铁矿石市场走势预测
东南亚、中东地区钢材市场发展与展望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钢铁行业展望

- - 原料市场 -原料市场 -

钢铁企业降本增效与原料保供策略
国内冶金矿山企业经营现状及建议
低矿价态势下我国废钢回收行业发展趋势
人民币贬值对铁矿石市场影响
国外大型矿山新增产能及成本分析
海外新兴矿山生存及发展探讨
一带一路对海外矿山投资的影响
焦化企业转型突围之路
我国焦炭市场供求形势及出口潜力
国际市场焦炭需求增长点分析
电商平台兴起对焦炭煤炭行业带来的机遇
煤炭行业如何从供应侧改革
钢厂对进口煤炭(炼焦煤、喷吹煤)的应用前景
国际煤炭市场未来前景分析

- - 金融衍生品 -金融衍生品 -

矿煤焦钢期货运行情况
钢铁企业风险管理与融资新途径
2016年矿煤焦钢期货投资机会
矿煤焦钢期货实战经验分享

- - 下游行业 -下游行业 -

去库存背景下我国房地产业未来发展形势
十三五”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形势展望
“十三五”我国家电行业发展形势展望
中国制造2025与我国机械行业未来发展
“十三五”我国造船与海工用钢需求研究

- - 电子商务高峰论坛 -电子商务高峰论坛 -

国家电子商务的发展战略思路和相关政策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
建筑行业大宗物资集中采购的电子商务实践
“互联网+”创新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电子商务促进钢铁产业链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互联网金融在大宗物资电子商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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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会议内容以当日会议日程为准。注：具体会议内容以当日会议日程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王利群王利群
演讲题目：《我国钢铁业运行形势及“十三五”发展趋势》演讲题目：《我国钢铁业运行形势及“十三五”发展趋势》

王利群，男，1956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75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冶金工业部协调司干部，
宝钢集团驻京办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宝钢股份原料采购中心总经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2008年3
月至今任宝钢股份总经理助理。2015年1月起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
  
 

尹九祥 尹九祥 
致辞并发言致辞并发言

尹九祥，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000年加入友发，任天津友发钢管有限公司供应经理；
    2005年1月任唐山友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年任天津友发集团董事、唐山友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年3月任友发钢管集团董事、副总裁；
    2011年3月起任友发钢管集团董事、集团总裁。

 

祝宝良 祝宝良 
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研究员，商务部特聘专家、新华社特约分析师。先后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学习宏观经济和数量经济。1994～1995年，在日本国际东亚经济研究中心
做访问研究员。2000～2003年，任中国驻欧盟使团经济组组长、一等秘书。
主持多个数量经济模型的研制和应用工作，涉及计量经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等主要数量经济领域。其中联
合国世界经济联结模型系统中中国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中国多部门价格模型、宏观经济多部门模型、我国潜在
生产能力测算模型等，在我国的物价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经济预测监测、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果
评估、中长期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等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20多个国内外研究
项目，获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一次，环境保护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
奖三次。在国内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文章250余篇，出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定量分析》等专著三本，
合著多部。多次参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研究工作，连续多年参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 
 
李向阳 李向阳 
演讲题目：《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演讲题目：《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李向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2008年4月）主讲人。主要研究领
域：世界经济，企业理论。
  
钱海帆 钱海帆 
演讲题目：《对我国钢铁业供给侧改革的思考》演讲题目：《对我国钢铁业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钱海帆，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2005年8月，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钢轧总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2010年4月，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2011年7月，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年8月，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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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任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陈 芳 陈 芳 
专题论坛《下游行业“十三五”前瞻》主持人专题论坛《下游行业“十三五”前瞻》主持人

陈 芳，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市场调研部副主任。 
  
胡安东 胡安东 
演讲题目：《去库存背景下我国演讲题目：《去库存背景下我国房地产房地产业未来发展形势》业未来发展形势》

胡安东，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历史学学士，新闻学硕士。
历任中国商报商务版主编、中国商界杂志社主编、中国财富杂志社执行主编、中国房地产报副总编辑兼执行主
编、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研究宣传培训部主任。兼任新京报、东方早报特约评
论员。
代表作品：《洋春联贴上农家门》、《香港，色俩目》、《以举国之力分担公民海外之殇》、《“麦莎”成各
大媒体头条是一种进步》、《从王石的青涩看行业某种世故圆滑》先后获中国新闻奖、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
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报道节目特别奖；系列评论《老北京呼唤新市民文化》提出新市民、新住区文化伦理，在
《新京报》引发热烈讨论，《报料者为何选择天涯等网络社区》编入《2009中国新闻史回望》。
作为密切跟踪中国房地产业制度变迁和历史转型的记录者，胡安东开辟了“政经与公共地产、公司与金融地
产、城市与人文地产”三大新闻板块理念，使传统房地产报道链得以加长、加宽，达到角度、纬度、广度、深
度四者的契合。
加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工作后，起草了《中国房地产业改革与发展规划》（2014-2017）；曾向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提交了多项房地产政策建议；出版有《高屋建瓴》等专著，是《中国
建设年鉴》、《中国房地产年鉴》编写组成员。 
  
蔡惟慈 蔡惟慈 
演讲题目：《中国制造2025与我国机械行业未来发展》演讲题目：《中国制造2025与我国机械行业未来发展》

蔡惟慈，现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
化专业；1969-1973年工作于北京汽车制造厂;1974年-2001年先后工作于原机械工业部及国家机械工业局；历
任机械部计划司科员、处长、司长及国家机械工业局总工程师；2001年后至今工作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先后担任专务委员、执行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目前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主要分工负责机械工业经
济运行形势分析、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等方面的工作。社会兼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机械组组长，中国光大银行信贷审
批机械行业专家。 

 
师建华 师建华 
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形势展望》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形势展望》

师建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谭乃芬 谭乃芬 
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造船与海工用钢需求研究》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造船与海工用钢需求研究》

谭乃芬，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信息部主任。1984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
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班，2000年获高级经济师职
称。1995年调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现任处长、信息部主任。长期从事船舶工业行业统计及经济运行分
析工作，是年度、月度船舶工业行业经济运行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在人民日报海外板、中国船舶报、国际船
艇、中国冶金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信息、中国船检等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60多篇论文。参与了国家发改
委、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钢铁协会主持的多项行业规划、重大课题制定、研究工作，是船舶工业行业
经济运行分析方面的资深专家。 
  
胡晓红 胡晓红 
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家电行业发展形势展望》演讲题目：《“十三五”我国家电行业发展形势展望》

胡晓红，研究员，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信息咨询部主任。1988-2002年任职于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行业信息
处处长，高级工程师。2002年受聘于中国家电协会，1990年以来长期从事家用电器的产业竞争、国际化战略
与家电业的材料应用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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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新科 郭新科 
专题论坛《钢材市场形势与专题论坛《钢材市场形势与营销营销策略》发言嘉宾策略》发言嘉宾

郭新科，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1986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邯钢原料部
部长兼党委书记、河钢集团采购总公司煤炭公司总经理、河钢集团采购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河钢集团销售总
公司党委书记、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  
 
韩卫东 韩卫东 
专题论坛《钢材市场形势与营销策略》发言嘉宾专题论坛《钢材市场形势与营销策略》发言嘉宾

韩卫东，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996年5月至2005年7月：承钢销售处处长
    2005年7月至2008年8月：承钢副总经济师兼市场管理部部长
    2008年8月至2010年6月：河北钢铁集团市场管理部部长
    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紫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顾问
    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2015年1月至今：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谢 海 谢 海 
专题论坛《钢材市场形势与营销策略》发言嘉宾专题论坛《钢材市场形势与营销策略》发言嘉宾

谢 海，经济学博士，攀钢集团成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成都积微物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成都达海金属加工配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中山市金
山物资有限公司董事。对钢铁行业和钢贸流通有多年从业经历和深刻理解，亲手创建了达海物流园和积微物联
CⅢ电商平台，目前项目建设和运营得到各方高度评价，达海物流园已成为西南最大钢铁板材资源集散地，积
微物联钢铁电商已领跑西部钢铁电商平台。 
  
李建设 李建设 
专题论坛发言嘉宾专题论坛发言嘉宾

李建设，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硕士，高级工程师。曾担任马钢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线材厂厂
长、马钢销售公司经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等职务。 
  
柏林霖 柏林霖 
演讲题目：《国内冶金矿山企业经营现状及建议》演讲题目：《国内冶金矿山企业经营现状及建议》

柏林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投资）咨询工程师，现任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行业协调与战略
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冶金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研究，矿产资源开发规划研究，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咨询研究等工
作，对矿业领域有深厚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 
  
刘树洲  刘树洲  
演讲题目：《低矿价态势下我国废钢回收行业发展趋势》演讲题目：《低矿价态势下我国废钢回收行业发展趋势》

刘树洲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副秘书长。毕业于沈阳大学（原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1969年9月-
2004年4月在抚顺特殊钢集团公司工作，曾任职计划处副处长、集团办公室主任、集团总经理助理、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2004年4月到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工作。  

 

潘国成 潘国成 
演讲题目《一带一路对海外矿山投资的影响》演讲题目《一带一路对海外矿山投资的影响》

潘国成，中国罕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曾担任GeoSight, Inc.总裁及Golden Fields (BVI) Ltd.中国
区总经理。潘先生在矿业公司经营管理方面有20多年经验，在矿产勘探、采矿工程、储量估算、经济评价及资
源建模等多个领域卓有成效。

  
崔丕江 崔丕江 
演讲题目：《焦化企业转型突围之路》演讲题目：《焦化企业转型突围之路》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崔丕江，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会长。1980年8月～1998年8月任冶金部钢铁司主任科员、机动司副处长、生
产协调司处长，1998年9月起任中环冶金总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7月起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处长、副主
任，2010年8月～2013年10月任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秘书长。 
 
 
梁敦仕 梁敦仕 
演讲题目《煤炭行业如何进行供应侧改革》演讲题目《煤炭行业如何进行供应侧改革》

梁敦仕，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秘书长，教授级高工。曾先后在国家物资部燃料司煤炭处、国内贸易部非金
属司、国家国内贸易局和中国华星资产公司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总经济师（副司局级）。现任中国煤炭
运销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经济运行部副主任。当前主要从事煤炭经济运行分析预测和煤炭产业政
策研究等工作。
  
刘 勇 刘 勇 
专题论坛《国内煤焦市场》发言嘉宾专题论坛《国内煤焦市场》发言嘉宾

刘 勇 ，江苏太和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1965年7月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大专。1981年11月至
1996年5月，任江苏靖江市太和供销社营业员、副主任。1996年至今，任南京钢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5年9月至2009年9月任南京钢贸商会首届会长。2006年至今，任南京下关区工商联副会长、副主席，南京
下关区政协经济组组长。2007年至今，任江苏太和物流有限公司、靖江太和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9月
至今任南京钢贸商会荣誉会长。2012年任南京玄武区人大代表。 
  
Peter F. Marcus Peter F. Marcus 
演讲题目：《国际钢材和铁矿石市场走势预测》演讲题目：《国际钢材和铁矿石市场走势预测》

Peter F. Marcus，Marcus World Steel Dynamics Inc执行董事、证券分析家，是世界钢动态的创始
人，也是钢铁业享誉世界的著名咨询师。1960年毕业于美国康纳尔大学并于1965年获得纽约大学的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他于1961年开始在美国华尔街创业。在PaineWebber工作了28年后，1999年初，Peter与其世界
钢动态的员工共同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Christopher Ellis Christopher Ellis 
演讲题目：《铁矿石指数定价未来影响力分析》演讲题目：《铁矿石指数定价未来影响力分析》

Christopher Ellis，Metal Bulletin 指数分析师，于2010年加入Metal Bulletin（英国金属导报）铁矿石
市场研究团队。目前他供职于MB指数部门负责每日指数工作。继编制全球领先的铁矿石指数之后，Metal
Bulletin使用同样的编制方法应用于废钢市场以期提供可靠、具有公信力的价格。同时，Christopher Ellis在
MB有色金属价格提供工作上做出巨大贡献。Christopher Ellis毕业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加入MB之前曾在爱
马仕基金旗下负责新兴国家股票市场。
  
周舟 周舟 
演讲题目：《2016年国际焦煤价格和需求走势分析》演讲题目：《2016年国际焦煤价格和需求走势分析》

周舟，职位：高级经理负责新加坡交易所在中国地区的大宗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的市场推广与销售，包括铁
矿石、橡胶、运费、A50和人民币期货。半年内组织并策划市场活动20场以上，建立了国内铁矿石，橡胶以及
航运的信息交流平台，并通过平台向外辐射新的潜在客户。 在铁矿石，化工和航运圈里有一定的认知度。曾
在数个会议和行业沙龙中担任主讲推广和普及交易所的相关产品知识。建立了A50和人民币期货的微信讨论群
组, 日常用以引导客户学习和运用交易所的产品。 
  
Tomas Gutierrez Tomas Gutierrez 
演讲题目：《中国需求触顶 全球钢铁贸易流向何去何从》演讲题目：《中国需求触顶 全球钢铁贸易流向何去何从》

Tomas Gutierrez，亚洲市场研究主任，Kallanish Commodities。
    亚洲区市场研究主任，重点研究中国钢材市场；
    多年钢铁行业研究经验；
    03年来华学习，12年定居上海研究亚洲市场，并在北京进行学习深造；
    曾就职于Steel Business Briefing及Platts。 
  
罗伯特.威廉姆森 罗伯特.威廉姆森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8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1/


演讲题目：《澳大利亚新兴矿山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演讲题目：《澳大利亚新兴矿山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罗伯特.威廉姆森，红河集团执行总裁，兼澳大利亚采矿和勘探公司协会的中国执行顾问。他是澳方特许
工程师。罗伯特已访问并咨询全球主要铁矿石省份，包括西芒杜和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矿山，如西澳卡尔古利金
矿和尼古拉斯伯格铜矿。罗伯特亲自撰写报告，并在全球领先的矿业会议发言。罗伯特促成采矿和勘探公司协
会与中国在政府，金融和工业方面的友好关系，并多次带领代表团来中国促进采矿和采矿技术方面的投资，积
极协助中国海关（中国检验检疫）引进最新的矿物分析技术。在与当时斯诺登采矿顾问公司总经理里奥廷托一
起工作22年后，罗伯特心怀与中国采矿业贸易合作的愿景，于2012年创建红河集团。 
  
Shao Chen Shao Chen 
演讲题目：《2016年国际焦煤价格和需求走势分析》演讲题目：《2016年国际焦煤价格和需求走势分析》

Shao Chen，Macquarie Securities 分析师 邵辰2010年9月加入麦格理证券，在2014年2月之前一直从
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2月他转入大宗商品研究，主要集中在铁矿石，钢铁和煤炭。邵辰毕业于北京大
学和博科尼大学，拥有物理，经济学和金融的学位。 
  
张伟权 张伟权 
演讲题目：《带动全球冶金煤市场透明度的发展》演讲题目：《带动全球冶金煤市场透明度的发展》

张伟权，globalCOAL市场部经理，主要负责煤焦产品，具有多年从事煤矿现货服务的经验。 
  
蔡 进 蔡 进 
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蔡 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员。先后在国家经委、物
资部、国内贸易部从事宏观经济及市场分析工作，现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主持创建中国PMI调查和中国物流统计体系，负责全国生产资料市场监测。在中国
PMI研究与实践、现代物流、宏观经济、中国生产资料市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与创新等领域，完成政府课题
计几十项，在央视、新华社等媒体进行PMI数据分析和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分析。
  
王颖生 王颖生 
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王颖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学博
士，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华东冶金学院钢铁冶金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1988年7月至2010年10月，
先后在首钢第二炼钢厂、炼铁厂、铸造厂从事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历任炼铁厂党委副书记，首钢股份公
司技术质量部副部长，首钢总公司质量监督站总站长，首钢总公司供应公司副总经理。其间，就读于北京科技
大学，先后获冶金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10月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市场调研部主任至今。2015年
1月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唐建勇 唐建勇 
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唐建勇，中铁物资集团副总经理，MBA（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先后获得四川省百万青工建功
大赛“业务技术能手”，铁道部“全路物资系统技术能手”称号。铁道部直属机关、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建
功立业先进工作者”，2003年获得铁道部铁路建设工程招标委员会评审专家资格，成为铁道部物资经济专业
专家库评委。
  
张 泓 张 泓 
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第四届中国大宗物资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张 泓，中铁物资集团副总经济师、中铁物资集团华东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大宗物资网董事长，经济学
硕士（现代物流方向），高级经济师，高级物流师。多年来从事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大宗物资集中采购供应
工作，正致力于通过凝聚产业链合力，创新大宗物资供应链管理，搭建一个为终端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的供应
链平台——中国大宗物资网，并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宗物资B2B电子商务网站之一。 
 
吴文章 吴文章 
致辞并发言：《新动力·新路径·新伙伴》致辞并发言：《新动力·新路径·新伙伴》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21/


吴文章，上海钢之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大宗物资网总经理，冶金高级工程
师，1984年7月毕业于安徽工业大学（原马鞍山钢铁学院）。1984年7月起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从事冶金
专业教学、科研及市场研究等工作。在马钢工作期间，曾担任马钢职工大学冶金教研室主任、马钢市场研究室
主任，先后在省部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过多篇专业技术研究论文，荣获安徽省职工教育先进个人、马鞍山市政
府授奖优秀教师、马钢公司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1年9月起在上海工作，致力于钢铁互联网运作和钢铁
市场研究，创建钢铁专业资讯网站资讯及运营模式，在专业报刊上开辟专栏发表过多篇行业分析报告。2004
年8月，与其合伙人共同创建钢之家网站。2006年以来先后多次赴美英法德荷俄及澳印等国家参加国际钢铁会
议并作主题演讲。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不含住宿费）：

•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4月1日前缴费2500元/人，之后缴费3000元/人。

• 非会员单位：• 非会员单位：4月1日前缴费3000元/人，之后缴费35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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