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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铟铋锗分会文件 

中色协铟铋锗字〔2021〕5 号 

   

关于召开 2021 年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铋是重要的有色金属，素有“绿色金属”、“环保金属”之称，

具有很多特殊的性质，在生物医药、能源环境、光电、超导等许多领

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近年来相关研究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随

着新兴产业的发展，铋及其相关材料将获得重大发展机遇。为持续跟

踪铋科学研究与新材料的前沿发展，开展相关领域的信息交流和合

作，促进产研融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铟铋锗分会拟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20日在江西省鹰潭市召开“2021年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

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20日（8 月 19 日报到） 

会议地点：鹰潭沁庐道苑酒店 

二、会议主题及内容 

（一）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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铋应用与科学技术发展 

（二）会议内容 

1、铋科学研究宏观方向; 

2、铋金属材料技术发展与应用进展； 

3、铋市场趋势分析； 

三、主（协、承）办与支持单位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铟铋锗分会 

上海理工大学铋科学研究中心 

（二）特邀协办单位 

贵溪大三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曼浦汉克化工(上虞)有限公司 

株洲科能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利金铅集团有限公司 

（四）承办单位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五）媒体支持 

中国铟铋锗网、中国镓硒碲网、中国金属网、安泰科金属报价网、

《中国铅锌》、《中国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材料与工程》、《中国金属

通报》、《世界有色金属》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ABGGjvSh6jK04zxyWEcgoXhzHP6lZeIeegiZCMFnlEPElo4UdLiCZiHhVB76S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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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一）国家相关部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等有关部门领导； 

（二）国内外铋生产企业、贸易商、用户，科研院所科技人员，

资产管理和投资机构相关人员，行业组织代表； 

（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网站、中国金属网、安泰科金属报

价网等新闻媒体代表。 

五、其他事项 

会议初步日程见附件 1，请参会代表按照参会报名办法（见附件

2）将参会回执（见附件 3）发送至分会秘书组。 

联系方式： 

李伊兰：13466674575  

刘  麦：15210229637 

传  真：010-63971645 

电子信箱：01063971955@antaike.com 

 

附件：1.2021 年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日程 

      2.参会报名办法和注意事项 

      3.2021 年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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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日程 

1、总体安排 

会议日期 时间 内容 

2021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四） 

10:00-20:00 注册报到 

18:00-20:00 欢迎晚宴 

2021 年 8 月 20 日 

（星期五） 

09:00-12:00 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 

14:00-17:30 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 

18:00-20:00 晚宴 

 

2、论坛日程 

日期：2021 年 8 月 20 日           地点：鹰潭 沁庐道苑酒店 

时间 内容 

09:00-09:15 

开幕式致辞 

1．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领导 

2．贵溪大三元集团领导 

3．上海理工大学铋科学研究中心领导 

09:15-9:45 
综合报告 

1. 铋科学及产业发展思考——上海理工大学 缪煜清教授 

9:45-10:00 茶歇 

10:00-12:00 

1. 铋配合物的生物医学应用—香港大学 孙红哲教授 

2. 铋烯和锑烯二维电子材料及其应用—南京理工大学 张胜

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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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铋基纳米材料癌症诊疗一体化—上海理工大学 李钰皓教

授 

4. 铋基钙钛矿材料研究进展—内蒙古大学 赵世锋教授 

12:00-14:00 午餐和午休 

14:00-16:00 

1. 铋基热电材料研究进展—浙江大学 赵新兵教授  

2. 晶体缺陷铋系光催化材料—武汉工程大学 陈嵘教授 

3. 铋基光电催化材料的研究进展—上海理工大学 李贵生教

授 

4. 铋化学品及其相关药物产业发展—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

公司 

16:00-16:10 茶歇 

16:10-17:30 

中国铋行业产学研讨论会 

主持人：贵溪大三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世军

先生 

注：最终报告题目和报告人以当天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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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参会报名办法及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代表参加会议和安排会议用房，请参会单位尽快将参会

回执表传真至铋科学论坛会务组并汇款至指定账号，参会收费标准如

下。 

 2021年8月10日之前交费注册 2021年8月11日之后交费注册 

国内代表 

（元人民币/人） 

会员单位 免费 会员单位 1,500 

高等学校教师

及学生 
免费 

高等学校教师

及学生 
不再受理 

非会员单位 2,000 非会员单位 2,500 

说明：1、注册费包括会议场地费、专家费、会议期间餐费、茶歇、

会议资料费。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会员单位指：已正常缴纳 2020-2021 年度分会会费的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铟铋锗分会会员和镓硒碲分会会员单位。 

3、汇款底单请及时传真至会务组。 

4、已交会议注册费的代表，会议召开前一周，即 8 月 10 日

（包含）以前，因故不能参加会议，退 50%注册费，提供会议资料；

8 月 11 日之后，不退注册费，提供会议资料。 

5、参会单位如是一般纳税人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提供：

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电话地址、开户行及账号等信息（电子版

可发送至邮箱 01063971955@antaike.com）。非一般纳税人只能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6、8 月 16 日之后及现场交费的参会代表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需提供以上相关信息及具体通讯地址和收件人联系电话，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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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 

7、高等院校教师及学生参会，提交报名表同时请提交参会代

表本人教师证或学生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或照片。 

8、享受免费参会名额的同一高等院校教师及学生报名人数之

和不超过 6 人。如有特殊需要请与会务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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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中国铋科学及产业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电话：13466674575  传真：010-63971645  会议专用邮箱：01063971955@antaike.com 

联系人：李伊兰（13466674575） 刘麦（15210229637） 

单位名称(中)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地址  参会人数  

企业类型 矿山□  冶炼□  加工□  投资贸易□  科研□  期货证券□  高等学校□   其它□ 

会议注册费 

8 月 10 日（含）之

前 

会员单位：代表        人 

高等学校：教师________人，学生________人 

非会员单位：代表        人×2,000 元人民币/人=           元 

8 月 11 日之后或

现场报名 

会员单位：代表        人×1,500 元人民币/人=           元 

高等学校：教师________人，学生________人 

非会员单位：代表        人×2,500 元人民币/人=           元 

参会代表姓名 职务 手机 传真 E-Mail 参观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会议注册费汇款总计 ￥           元（小写）      万     仟     佰元整（大写） 

鹰潭沁庐道苑 

酒店预订 

（现场交费） 

高级双床 （379 元/天·间）__间（含双早） 入住日期：2021 年   月  _日 

离店日期：2021 年   月  _日 高级大床 （379 元/天·间）__间（含双早） 

*注：酒店预订自收到注册费之日起生效。预订房间保留至入住酒店当日 18:00 前，若有变动

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若未提前联系，届时会务组将不再保留预定房间，谢谢支持！ 

人民币账户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账号 1100 1029 2000 5606 5199 

户名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请在汇款时标注“铋科学研讨会注册费”） 

是否需要提供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否 

*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企业财务资料，扫描件请发至可发到邮箱：01063971955@antaik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