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成立大会（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四楼皇冠宴会厅）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庆和

15:30-16:00

16:00-17:00

  第二阶段：成立大会

·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联盟”成立文件
·国土资源部领导讲话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领导讲话
·联盟发起单位代表-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领导发言
·新当选联盟理事长讲话
·揭牌仪式（国土资源部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领导、国土资源部相关司局领导、中国矿业联合会领导）

17:30-20:00 “中银之夜”(天津迎宾馆6号楼) (凭邀请函入场)

17:30-21:00 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外矿业合作交流酒会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四楼皇冠宴会厅)

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下午

  第一阶段：预备会

·审议《中国矿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倡议书》（审议稿）
·审议《中国矿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章程》（审议稿）
·审议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候选人等议案
  参会人员：联盟发起单位代表和联盟成员单位代表

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高峰论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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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10:00-10:30

12:30-14:00 午餐（一楼N4宴会厅）

09:00-9:50

10:30-12:30

·国土资源部部长、大会组委会主席姜大明致辞

·天津市市长、大会组委会主席王东峰致辞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H.E. Ms. Jan Adams AO PSM）致辞

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上午

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一楼N7会议厅）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

茶歇（一楼N1、N5展厅）

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主题论坛：弘扬丝路精神 共促矿业繁荣（一楼N7会议厅）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

►行业领袖、经济学家围绕大会主题“弘扬丝路精神 共促矿业繁荣”进行演讲

·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育龙：“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
·世界银行首席矿业专家Michael Stanley：利用矿业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发展
·中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葛红林：矿业发展要有新理念
·加拿大庄严金融集团兼GIC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卡波纳罗（David Carbonaro）

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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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矿业形势与政策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产品市场

（N211/N209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4会议室）

企业CEO论坛（1）

主办单位：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

矿业权管理政策
承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司长姚华军

中-非矿业投资合作伙伴论坛（1）

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发

铀
承办单位：

中国铀业有限公司
主持人：中国铀业有限公司科技与信息化部

处长苏艳茹女士

分论坛4 分论坛5 分论坛6 分论坛7

矿业勘探与开发 矿业勘探与开发 项目推介会 项目推介会

（N213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5/N217会议室） （N220会议室）

地质科技创新（1）

——深海探测科技创新

承办单位：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中国矿业联
合会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

采选冶技术与设备（1）

承办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主持人：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副院长韩龙

墨西哥矿业投资论坛
承办单位：墨西哥矿业副部、墨西哥经济部、

墨西哥驻华使馆
主持人：

如何开拓拉美矿业市场
承办单位：菲萨国际会展公司、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主持人：

►深地、深海、深空探测、非常规能源勘查等科技创新
。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杨胜雄: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勘查技术与理论创新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
能友:中国南黄海盆地深部油气探测
·中国石油杭州地质研究院处长吕福亮：中国石油深海
油气资源勘探现状与前景展望
·中海油研究总院技术研究部深水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首席工程师李清平女士：深海天然气水合物目标勘
探与试采关键技术进展

►绿色开发 智能采矿——促中国矿业可持续发展。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山工程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张
达：自然崩落法地压监测与控制技术：微震监测技术在
金属矿山典型应用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物工程研究设计所副所长吴卫
国：铜钼矿选矿技术新进展
·中铁十九局集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
王博：露天铁矿下伏复杂采空区探测与处理技术开发及
应用
·北矿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磁选事业部副主任尚红
亮：铁矿资源集约化利用磁选技术新发展

►墨西哥企业领导将介绍不同阶段项目，包括：金、

银、铜、锌和钼，发掘商机（矿业公司，金融机构，

私人股权基金等）。

·墨西哥驻华大使何塞.路易斯.伯纳尔

（H.E.Mr.Jose Luis Bernal）致辞

·墨西哥经济部墨西哥矿业副部长马里奥•阿方索•坎

图•苏亚雷斯（The Hon.Mr.Mario Alfonso Cantú Suá

rez）

·墨西哥SUCCESHILL & CO. SAPI DE CV公司首席

执行官JORGE SOBRADO

·Candelaria Mining公司总监及合伙创始人Javier

Reyes:Caballo Blanco--- 墨西哥新矿区

·菲萨国际会展公司总裁洛斯•帕拉达•梅耶
（Carlos Parada Meyer）

·菲萨国际会展公司顾问阿曼多（Armando

Valenzuela）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副
会长周卫东

15:30-16:00 茶歇（一楼N1、N5展厅）

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下午 第一时段

14:00-15:30

高层论坛1

►来自全球矿业企业的高层共同探讨全球矿业发展机遇
和矿业未来发展战略。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王炯辉：携手共创未来矿业发展新格局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宋鑫：弘扬丝路
精神，共促矿业繁荣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河：做中国矿
业“一带一路”先行者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彤女士：矿业发
展与机遇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国红

►重点解读国土资源部自2016年矿业大会以来有关矿业权
管理的新政策、新要求，宣传矿业权管理中新出台的便
民服务举措；与矿业权人和投资人互动，了解矿业权人
、投资人需求，解答咨询相关政策问题。

·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副司长薄志平:中国非油气
矿业权管理及服务政策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副司长杨尚冰：整装勘查区、
矿集区深部找矿工作设想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曹新元：矿业权审批优化
服务改革的举措、成效及展望

►弘扬丝路精神，促进矿业合作

中国地质调查局东部南部非洲地学合作研究中心成立

揭牌仪式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主任金若时致辞

·中国地质调查局东部南部非洲地学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赵凤清宣布学术委员会名单，并颁发证书

·中非发展基金总裁石纪杨：推动中非矿业领域的产

能合作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授马克•沃尔

特•杰西尔（Mark Walter Jessell）：西非勘探重点计

划

·中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开发总监连长云：非洲

金矿开发：潜力、挑战和机遇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政策官员吕维

菊女士：应对海外矿业投资环境风险-如何做好环境

影响评估

►创新引领铀业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中国铀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杜运斌：

中国铀业科技创新战略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明宽：中国

深部铀资源勘查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总工程师阙为民：

中国铀矿采冶技术现状及展望

·中核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邢拥国：内蒙

古中西部砂岩铀矿开发现状及展望

·核工业二○八大队总工程师彭云彪：内蒙古中

西部砂岩型铀矿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

·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经济部首席地质师加里•丹尼

（Gary Dela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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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矿业形势与政策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产品市场

（N211/N209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4会议室）

企业CEO论坛（2）

主办单位：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

国际矿业形势与投资政策

承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主持人：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魏铁军、瑞典吕勒奥理工大学教
授孟瑞松(Johan Magnus Ericsson)

中-非矿业投资合作伙伴论坛（2）

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金发

矿产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承办单位：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中

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主持人：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

先达

分论坛4 分论坛5 分论坛6

矿业勘探与开发 矿业勘探与开发 项目推介会

（N213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5/N217会议室）

地质科技创新（2）

--测试分析助力科技创新

承办单位：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中国地质调查
局

主持人：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主任齐亚彬

采选冶技术与设备（2）

承办单位：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主持人：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矿山事业

部经理沈楼燕女士

南非矿业投资论坛
承办单位：南非贸工部、南非矿产资源部、

南非驻华使馆
主持人：

►深地、深海、深空探测、非常规能源勘查等科技创新。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郭冬发：铀矿地质及
其他伴生放射性矿样品中铀钍镭分析方法新进展
·湖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主任熊采华:地质样品分析测试
质量控制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研究员屈文俊：复杂基体地质样
品稀有稀散稀土元素现代仪器测试方案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实验测试室主任杜
谷：岩石矿物鉴定现代检测技术方法研究进展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有机分析研究室主任饶竹女士:
永久冻土带天然气水合物钻探现场岩心气体快速综合检测
技术的建立

►绿色开发  智能采矿——促中国矿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矿山事业部副总工程师骆贞
江：浅析中资企业刚果（金）矿业项目开发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矿山事业部副经理、教授级高
工胡根华：澳大利亚矿业项目建设程序及风险探讨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采矿室主任门建兵：国内外深
井矿山开采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矿山事业部部长、国际
业务部部长杨彪：露天矿开采境界的动态优化方法研究及应
用

►南非矿业及投资机会介绍
►南非政府高层领导发言及企业代表推介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唐连蒙致辞

19:00-21:00

高层论坛1

2017年9月23日（星期六）下午 第二时段

16:00-17:30

大会组委会欢迎大会（天津市迎宾馆4号楼）（凭邀请函入场）

►来自全球矿业企业的高层共同探讨全球矿业发展机遇和矿
业未来发展战略。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有喜
•中铝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生：中国的矿业形势挑
战与对策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守生
•标银投资咨询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亚洲区矿业与金
属负责人王明辉

►绿色投资，绿色矿业。

·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刘益康：环保风暴中的矿业勘查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矿产室处长闫卫东：2018年全球矿业
展望
·瑞典吕勒奥理工大学教授孟瑞松(Johan Magnus

Ericsson)：矿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福祉不是诅咒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SNL金属与矿产）金属与矿产研报团
队主管克里斯•海因德（Chris Hinde): 全球勘查开发现状及

展望
·MinEX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理查德•斯科德(Richard

Schodde): 发现与发展之间的时间延迟——是否变得越来

越困难？
·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矿物信息中心全球矿物分析室副主任
荀玉伟(Sean Xun): 关键性矿产评价：方法筛选与初步应用

►弘扬丝路精神，促进矿业合作。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全球矿业主管雅克•伊拉斯谟
（Jacques Erasmus）：非洲投资趋势

·赞比亚地质调查局总工杜克维•阿尔菲特•帕卡尼
（Dokowe Alphet Phaskani）：中赞合作助力赞比亚

地学数据库形成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陈
玉梅女士：乘势而上，鹏程万里
·尼日利亚地质调查局副局长雅库布•西拉（Yakubu

Silas）：尼日利亚矿业介绍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学凯；大成律师事务
所巴黎办公室负责人文森特•拉康贝(Vincent

Lacombe)：非洲矿业投资相关法律的重要提示

·与马里签署MOU

   与尼日利亚签署2个合作项目协议

   与苏丹签署1个MOU和1个合作项目协议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中南大学院士古德生：创区域矿山模式
走集约发展道路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新安：中
国对全球矿业的新贡献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量
检测分公司副经理潘哲：新汶矿业集团充填
开采增加煤炭可持续发展能力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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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矿业绿色发展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业勘探与开发

（N211/N209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4会议室）

国际矿业部长论坛（1）

主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

煤层气（煤矿瓦斯）国际论坛（1）

承办单位：

山西焦煤集团、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主持人：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许大纯

矿业新丝路，金融新思路
---中银国际全力支持全球矿企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承办单位：中银国际

主持人：

中国地质调查评价新进展
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

分论坛4 分论坛5 分论坛6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产品市场 项目推介会

（N213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5/N217会议室）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两国多元化领域合作高峰论坛（1）

承办单位：天津国融金融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盛世中体体育发展（天津）有限

公司
支持单位：天津市金融投资商会、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持人：楠枫

大宗矿产

承办单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

澳大利亚矿业勘探协会(AMEC)中国执行顾问魏路博

（Robert Williamson）

2017尼中矿产资源投资合作峰会（1）

承办单位：

尼日利亚矿业和钢铁业发展部、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德荣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主持人：

清蓝矿业圈董事长张焱博士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两国多元化领域合作新机遇

09:00—09:30嘉宾、媒体签到（播放天津市、蒙
古宣传片）；
09:15—09:30领导会见（会见厅待定）；
09:30—09:35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及嘉宾；
09:35—09:45市工商联领导致辞；
09:45—09:55市金融局领导致辞；
09:55—10:05蒙方领导致辞；
10:05—10:15天津市金融投资商会领导致辞；
10:15—10:30拟请蒙古国物资贸易部政策协调司司长作主旨发言；
主题分享：“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中蒙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前
景展望；
10:30—10:45拟请盛世中体体育集团侯大为董事长作主旨发言

►研判矿业发展大势，预测大宗矿产市场趋势，聚焦新
能源矿产形势，洞悉矿产品市场前景，把握矿业投资
机遇。

·国际镍业协会公共政策部经理Dr.Mark Mistry

·麦肯锡咨询公司高级金属和矿业专家、注册金融分析师
Ken Hoffman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李

新创：中国钢铁政策变化对冶金原材料产业的影响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矿产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崔荣国：

矿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英国商品研究所北京代表处分析师武志平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钴业分会秘书长徐爱东女士

►政策展望（尼日利亚矿业政策、矿业现状及资源禀赋介绍）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司长姜建军致辞
·德荣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乔智慧致辞
·尼日利亚矿业和钢铁业发展部国务部长阿布巴卡尔•巴瓦•布瓦里：尼日
利亚矿业发展展望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巴•艾哈迈德•吉达（H.E.

BABA AHMAD JIDDA）：尼日利亚商业投资介绍

·尼日利亚-中国矿业投融资联盟启动仪式

10:30-11:00 茶歇（一楼N1、N5展厅）

2017年9月24日（星期日）上午 第一时段

09:00-10:30

 高层论坛2

►来自国内外矿业部长、副部长共同探讨全球矿业发展机遇和矿业未来

发展战略。

·苏丹矿业部长哈西姆•阿里•穆罕默德•沙里姆（The Hon. Hashim Ali

Mohamed Salim）

·阿根廷能源和矿业部矿业副国务秘书马里奥•卡佩罗（The Hon. Mario

Capello）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玛丽安•坎贝尔•贾维斯女士（Ms. Marian

Campbell Jarvis）

·墨西哥经济部墨西哥矿业副部长马里奥•阿方索•坎图•苏亚雷斯（The

Hon. Mario Alfonso Cantú Suárez）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部主任斯科特·贝利

·福斯特（Scott Bailie Foster）:致欢迎辞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国际卓越煤

矿瓦斯治理中心副主席侯水云:致欢迎辞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智新:揭牌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委员会主席科特·贝

利·福斯特（Scott Bailie Foster）

·国家安监总局代表

·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

·中国国际卓越煤矿瓦斯治理中心特聘专家：颁发专家证

书

·国家安监总局领导:致贺辞

·美国环保署瓦斯办公室主任全球甲烷行动计划办公室干

事费莉西亚•露易丝:致贺辞

·中国国际卓越煤矿瓦斯治理中心主席金智新:行动倡议

·集体合照

►“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矿业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作为中国领先的

投资银行，中银国际将携手国内外矿业龙头企业、知名投融资机构等专家学

者，共同探讨国际矿业市场发展趋势，交流矿业行业最新发展动态与投融资机

会，为全球矿业企业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转型与发展献计献策。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银国际研究公司首席执行官程漫江女士

·中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策略主管傅晓女士

·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王卫

·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环球商品板块主管、金属和矿业资源销售总监范兆康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总工程师方启学：“一带一

路”上的紫金矿业

·标准银行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矿业与金属负责人Serge Bilambo：刚果

金加丹加省矿业潜在机遇

·山东黄金集团海外矿业事业部执行总裁杜强

·万宝矿产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王勇

·斯罗柯（SRK）澳洲董事会主席Simon Hanrahan

►九大计划最新成果，主要涉及能源与
新发现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徐学义：
地质调查新进展资料发布与2018年国家
地质调查工作部署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主任肖桂
义：中国基础地质调查新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主任张作
衡: 2017年矿产资源调查新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
主任郝爱兵: 2017年水工环地质调查新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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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矿业绿色发展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业形势与政策

（N211/N209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4会议室）

国际矿业部长论坛（2）

主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

煤层气（煤矿瓦斯）国际论坛（2）

承办单位：山西焦煤集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主持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部主任斯科特•贝利•福斯特（Scott Bailie

Foster）；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国际卓越煤矿瓦斯治理中心主席金智新

以PPP模式开创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新局面

承办单位：中国矿山环境治理投融资联盟、北矿城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持人：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际对比
承办单位：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联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副司

长王少波

分论坛4 分论坛5 分论坛6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业绿色发展 项目推介会

（N213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5/N217会议室）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两国多元化领域合作高峰论坛

（2）

承办单位：天津国融金融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盛世中体

体育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天津市金融投资商会、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主持人：

矿物和金属在低碳未来发展中日益增加的作用
承办单位：世界银行

主持人：世界银行首席矿业专家Michael Stanley

2017尼中矿产资源投资合作峰会（2）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尼日利亚矿业和钢铁业发展
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德荣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主持人：清蓝矿业圈董事长张焱博士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两国多元化领域合作新机遇

主题分享：“一带一路”如何引领中蒙多元化领域
合作

项目对接

►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90亿以上，城市化、能源获取、基础设施发展和减贫将为我们

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 在争取低碳未来的同时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这将会带来矿业

和金属行业物质需求的变化。 本届会议将汇集政府、制造商、学术界和世界银行的代表，讨论低

碳未来及其在全球解决方案中的角色和作用。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张云霞致辞

·世界银行全球能源与采掘业发展实践部门经理Christopher Sheldon：欢迎致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和发展战略中心主任高虎：中国：走向可持续和

低碳未来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秦海岩：从生产商的角度看

如何应对世界对可再生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世界银行高级矿业专家及本报告合著作者Kirsten Hund：报告概述：“矿物和金属在低碳未来

发展中日益增加的作用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国土资源规划所副所长，矿产资源规划研究室主任吴尚昆：中国的

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开采技术与战略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专家：世界矿产资源潜力及
利用全球资源对策分析
·中国尼日利亚商会：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现状
·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旭升：投资尼日利
亚法律风险分析

12:30-14:00

 高层论坛2

11:00-12:30

2017年9月24日（星期日）上午 第二时段

午餐（一楼N4宴会厅）

►来自国内外矿业部长、副部长共同探讨全球矿业

发展机遇和矿业未来发展战略。

·马里矿业部秘书长登贝莱•拉米纳•亚历克西 (The

Hon. Dembele Lamine Alexis）

·秘鲁能源和矿业部副部长里卡多•拉博( The Hon.

Ricardo Labó)

·南非矿产资源部司长塔博•莫科伊纳（The Hon.

Thabo Mokoena）

·乌干达能源与矿业发展部国务部长皮特•洛克瑞兹
•泰科（The Hon. Lokeris Teko Peter）

·尼日利亚矿业和钢铁业发展部国务部长阿布巴卡•
布瓦里（The Hon. Abubakar Bawa Bwari）

·主旨演讲：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部主任斯科特·贝利·福斯特（Scott Bailie

Foster）主持，发言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委员会瓦斯专家委员会主席雷•皮

尔彻：有效抽采利用煤矿瓦斯最佳实践
·学术演讲：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委员会主席斯科特•福斯特主持，发言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中国煤矿瓦斯防治理论与技术
·学术演讲：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主持，发言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委
员会瓦斯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戴维•克瑞迪先生（Dr David Creedy）：在中国推广最佳实践的

意义和面临的挑战
·重庆大学教授胡千庭：煤矿低浓度瓦斯安全输送及梯级利用技术研究
·学术演讲：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峰主持，发言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何学秋：中
国煤矿瓦斯治理新挑战与动力灾害预警方法
·美国国际先进资源公司副总裁克拉克•托金顿（Clark Carr Talkington）：煤矿瓦斯在减缓

气候变化中的战略作用
·学术演讲：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科教委员会干事迈克•德拉比克主持，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张永民：可控冲击波增透煤层技术
·澳大利亚国家天然气中心副主任李刚：新型吸附技术用于低浓度瓦斯气捕集的研究
·论坛总结：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科教委员会干事迈克•德拉比克主持：中国国际卓越

煤矿瓦斯治理中心主席金智新：聚力开创全球甲烷管理新格局携手共建人类绿色和谐新生活

►中国矿山环境治理投融资联盟自成立以来，结合

国家对矿山生态治理的相关产业和金融政策，以资
本为纽带，以技术为支撑，在促进联盟成员采用
PPP模式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

作用。今年，联盟将邀请国土部领导和PPP咨询专

家深入解读如何通过PPP模式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综

合治理。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副司长熊自力：政府主导
、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
·国家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土地整治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罗明女士：矿地复垦用地政策研究
·联盟理事长、北矿城集团董事长刘玉川：矿山地
质环境综合治理实操案例介绍
·PPP资深咨询专家黄跃建：资本如何与政府在地

质环境综合治理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中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联盟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创新研究院成立仪式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际对比。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部主任斯科

特·贝利·福斯特（Scott Bailie Foster）：

UNFC - 可持续能源管理的未来工具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主任张大

伟：介绍固体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分类

国际对比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与联合国矿产资

源储量分类专家组的技术交流情况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副处长李

剑：介绍中国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与UNFC

对接文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与生产公司

副总地质师王永祥：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

分类(2004)与联合国化石能源和矿产储量与资

源框架分类（2009）对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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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矿产品市场 矿业投资与金融

（N211/N209会议室） （N213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国际地质调查局长论坛（1）
主办单位：地调局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研

“一带一路”矿业合作论坛（1）
主办单位：天津局

主持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黄金与贵金属（1）
支持单位：中国黄金协会

主持人：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
永涛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1）
承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监事长韩和平女士

►推动―一带一路‖地质调查合作，促进矿业共赢

发展。

• 国际地科联主席成秋明：地科联国际合作科学

计划

• 尼日尔矿业部副部长赛克·阿布巴卡·哈苏米

（Sekou Aboubacar Hassoumi）：尼日尔及其

矿业管理

•蒙古矿产与石油局局长巴特尔朝格特·巴乐道

尔吉（Baatartsogt Baldorj）：蒙古矿产勘查与

矿业

• 伊朗地质调查局副局长阿里•纳扎菲（Ali

Najafi）

：伊朗矿业活动概述及合作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等高级代表，共商共议矿业务实合作

。

• 中国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张维为

• 乌克兰国家矿产资源委员会主席The Hon.HEORHII RUDKO

•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地质与矿产资源委员会，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RUSTAMOV

AKMAL

•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彤女士：“一带一路”资金融通

►黄金―一带一路‖与绿色发展

•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投资委员会主任张耐林：

把握先行优势，深化行业合作，让“一带一路

”闪耀金色光芒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常委王立

君：为黄金“一带一路”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山东黄金生态矿业发展之路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

、总工程师方启学：紫金矿业在”一带一路”

上的探索与实践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秀臣：招金矿业

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境外矿业投资案例分析、法律、融资渠道等中介服务及境外

矿业投资信息交流等方面展开讨论，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矿业海

外投资面临的问题，提出新的投资对策。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方启学：新形势下的跨

境并购

• 加拿大贝内特琼斯律师事务所(Bennett Jones LLP)合伙人

Michael（迈克•梅兰森）、贝内特琼斯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刘

豫平女士：资源公司的跨境投资

• 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副院长付水兴：海外风险勘查投资项目

尽职调查中容易忽视的几个关键问题

• 铁拓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彩根：从草根到充满希

望的金矿开采者 – 铁拓矿业之成长之路

•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董事Matthew Pedley：国际矿业

并购交易分析

分论坛3 分论坛4 分论坛5

项目推介会 项目推介会 矿业勘探与开发

（N214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5/N217会议室）

阿根廷矿业投资论坛
承办单位：阿根廷能源与矿业部

主持人：

加拿大矿业投资论坛
承办单位：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主持人：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玛丽安•坎贝尔•贾维斯（Ms.

Marian Campbell Jarvis）

勘探者与开发者论坛
承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

►阿根廷矿业发展，重点介绍阿根廷境内6个矿

业项目

►介绍INTEMIN institute历史和宗旨

►阿根廷地质潜势

• 阿根廷能源和矿业部矿业副国务秘书马里奥•

卡佩罗（The Hon. Mario Capello）

• 阿根廷地质调查局局长Julio Rios Gomez 博士

• 阿根廷地质和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Eduardo

Zappettini博士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巡视员、副局长路红女士致辞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玛丽安•坎贝尔•贾维斯（Ms. Marian Campbell

Jarvis）：加拿大矿业 – 国家概况介绍

•主旨发言：魁北克政府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皮埃尔·阿卡德（Pierre Arcand）：

加拿大矿业 - 次国家视角

讨论组：选择加拿大矿物以及新兴商品的展望

• 魁北克（黄金和锂）：魁北克省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地质信息局局长让—伊夫·

拉韦（Jean-Yves Labbé）

•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铁矿石和荧石）：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自然资源部高级地

质学家约翰·海恩齐博士（John Hinchey）

• 西北地区（贱金属和钻石）：西北地区政府工业、旅游和投资部矿物和资源主

管孟席斯·麦凯克伦（Menzie McEachern）

• 新斯科舍省（金和锡）：新斯科舍省自然资源部地球科学与矿业部执行主任唐

纳德·詹姆斯（Donald James）

• 萨斯喀彻温省（钾和铀）：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经济部首席地质师加里·丹尼

（Gary Delaney）

发言：

• 加拿大的初级矿业领域：加拿大的勘探状况 - 加拿大勘探开发者协会副主席石

凯Keith Spence

• 成功投资加拿大矿产项目的途径 -加拿大布雷克律师事务所(Blake,Cassels &

Graydon LLP (Blakes))北京合伙人郭德明（Robert Kwauk）

►有国际影响力的勘查开发成果、不可替代的新

技术新方法；国外公司“找矿开发做法、管理

模式、激励机制”等。

• 都兰金辉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启元：把金

山银山建成绿水青山—青海省都兰金辉矿业有

限公司绿色发展模式探索与实践

•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金伟女士：坚定信心做好国内重点区域铁矿资

源的勘探与开发

• 加拿大斯图矿业国际公司董事长、加拿大华

人矿业专业人士协会会长郭英廷：西方国家的

商业矿业勘探

•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局总地质师张振福：

南疆锰矿勘查新进展

• 山东地矿局地勘处处长宋明春：胶东深部找

矿进展和成矿特征

•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国际矿业管理咨

询主管Palk Kay

15:30-16:00

2017年9月24日 （星期日）下午 第一时段

14:00-15:30

高层论坛3 高层论坛4

茶歇（一楼N1、N5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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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矿产品市场 矿业投资与金融

（N211/N209会议室） （N213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国际地质调查局长论坛（2）
主办单位：地调局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研

“一带一路”矿业合作论坛（2）
主办单位：天津局

主持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黄金与贵金属（2）
支持单位：中国黄金协会

主持人：中国黄金协会科技部（产业政策
部）主任李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2）

承办单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冬梅女
士，加拿大PDAC董事及PDAC国际委员会主席

Keith Spence（石凯）

►推动―一带一路‖地质调查合作，促进矿业共赢发展

• 摩洛哥能源、矿产、水和环境部地质司司长艾哈迈

德•本•拉克蒂姆（Ahmed Ben Lahkdim）：摩洛哥地

质-发展之关键

• 几内亚国家地质局副局长贝雷蒂·穆萨（Monsieur

Moussa Berete）：几内亚矿产潜能和矿业投资机会

• 尼日利亚地质调查局局长亚历山大•恩杜布斯•魏哥

布（Alexander Ndubusi Nweagbu）：尼日利亚地质

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 苏丹地质调查局局长默罕默德·阿布·法蒂玛

（Mohamed Abufatina Abdalla Mohamed）：非洲黄

金矿业下一主要目的地

• 阿根廷地质矿产调查局局长胡里奥•里奥斯•戈麦斯

（Julio Ríos Gómez）：阿根廷地质矿产调查局，助

力阿根廷矿业发展

• 秘鲁地质矿产与冶金研究院院长奥斯卡•博穆伊•维

拉德（Oscar Hubert Bernuy Verand）：秘鲁地质矿

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 与尼日尔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伊朗签署2个合作

项目协议；与阿根廷签署2个合作项目协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等高级代表，共商共议矿业务实合作

• 加拿大魁北克省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部长皮埃尔·ž阿坎德（Pierre Arcand）

•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一带一路与非洲矿业发展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能源部主任斯科特·贝利·福斯特（Scott Bailie Foster）

•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业务中国业务主管董事总经理黄国滨

• 中国恩菲副总经理魏甲明：以技术为依托，助力“一带一路”矿业发展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战略投资发展分部总经理黄晓虹：―一带一路‖

与紫金国际化

►黄金开发与投资

• 加拿大庄严资本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刘俊夫

、高级副总田禾：风险勘探和加拿大资本市场

• 长春黄金研究院副院长郑晔：非氰浸出及氰

化尾矿无害化处理

• 长春黄金设计院选冶所所长张永贵：黄金难

选冶项目设计实践

• 汤森路透GFMS贵金属高級分析師李冈峰：

2017年矿产金生产周期开始逆转

• 英国商品研究所CRU中国首席执行官约翰•

约翰逊(John Johnson)：黄金展望

•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中国代表处负责人乔恩•

斯蒂芬•艾德华(Jon Stephen Edwards)：矿业

的股权融资

►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战略成果、实践经验与风险防范

策略

►阿根廷矿业投资机会

►印度尼西亚矿业投资环境及政策分析

•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 印度尼西亚SSEK咨询集团法律顾问迈克尔·卡尔

（Michael S.Carl）

• 中色地科蓝天矿产（北京）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徐春

宏：给矿业投资一双慧眼，矿业发现的一种新形式

• 安地斯之魂公司总裁GUILLERMO EDUARDO RE KÜ

HL：阿根廷矿业投资机会

• MINAS ARGENTINAS S.A.公司副总裁MARIO

HERNANDEZ

·北京恩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唐长钟

分论坛3 分论坛4 分论坛5

项目推介会 项目推介会 矿业形势与政策

（N214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5/N217会议室）

秘鲁矿业投资论坛
承办单位：秘鲁能源和矿业部

主持人：

澳大利亚矿业投资论坛
承办单位：澳大利亚矿务局

主持人：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澳贸委)、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马炎（Ian

Macintosh）

行业会长沙龙
承办单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主持人：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秘书长姜

圣才

►秘鲁矿业合作机会

• 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H.E. Juan

Carlos Capunay Chavez)致欢迎词

• 秘鲁能矿部副部长里卡多•拉博：矿业投资促进战略

• 秘鲁国家地质局何塞•马切雷：秘鲁地址潜力

• 中国企业在秘鲁投资的经验分享

• 秘鲁私人投资促进局局长Alberto Ñecco:

Michiquillay 以及其他矿业项目

• 秘-中投资指南介绍 – 秘中商会

• 提问环节

►澳大利亚矿业合作机会

►矿业政策——勘探、发展和投资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巡视员陈恒斌致辞

• 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高级投资总监林怀李（William Lin）：澳大利亚资源领

域投资

•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资源部，评估和矿产促进、资源咨询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巴德（Anthony

Budd）：澳大利亚采矿与勘探：一个国家的视角

小组讨论：

• 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高级投资经理林怀李（William Lin）

•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产业、革新和科技部顾问斯科特•威尔森 (Scott Wilson)

•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安东尼•巴德 (Anthony Budd)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工业部资源与能源投资部经理安东尼•耶柔(Anthony Yarrow)

• 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代表伊恩•斯克林杰 (Ian Scrimgeour)

•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首席地质学家托尼•奈特 (Tony Knight)

•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地质调查局局长、政府首席地质师史蒂芬•希尔 (Steve Hil)

•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矿产资源局地质科学部经理安德鲁•麦克尼尔 (Andrew McNeill)

•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地质调查局局长瑞克•罗杰森 (Rick Rogerson)

►解读行业发展趋势，为各行业协会搭建合作

交流的平台，交流推广先进经验，获得更多发

展的机会，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巡视员周国

忠致辞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尚福山：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形势与展望

• 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协会主席Marko

Razmilic

•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总工程师雷平喜：国

内铁矿运行分析及运行展望

•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文利

18:00-20:00

2017年9月24日 （星期日）下午 第二时段

高层论坛3 高层论坛4

“黄金之夜”（万丽天津宾馆海河厅）（凭邀请函入场）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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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分论坛4

矿业勘探与开发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业形势与政策 矿业绿色发展

（N212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4会议室） （N213会议室）

非常规能源与新能源论坛（1）暨京津冀三省市地质工作全
面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承办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矿业联合会、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赞助单位：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严光生

互联网+矿权---中国选矿技术网矿权信息交流论
坛（1）

承办单位：西安天宙矿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持人：西安天宙矿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李天恩

中外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对比论坛（1）
承办单位：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中国

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

援外培训班结业典礼
承办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发

展研究中心

10:30-11:00

非常规能源与新能源(2)

承办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矿业联合会、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赞助单位：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严光生

互联网+矿权---中国选矿技术网矿权信息交流论
坛（2）

承办单位：西安天宙矿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持人：汇金资源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程

海

中外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对比论坛（2）
承办单位：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中国

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地热等非常规能源资源勘查方面最

新发现和进展。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卫万顺：浅成低温能的应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贵玲：雄

安新区地热资源勘查及利用
·天津德华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专家邱峰：地热开采过程中
非常规地质条件下的套管使用介绍

·江西华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达：全流发电技术在分布式
地热电站中的应用

·第一轮矿权项目路演
·矿业沙龙1

·第二轮矿权项目路演

·矿业沙龙2

·项目对接与自由洽谈

►介绍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探讨中国企

业境外矿业投资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风险和防范
、操作模式、尽职调查等方面的内容。

·美国高盖茨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全球油气

和自然资源运筹执行合伙人范多凌女士，美国
高盖茨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办公室合伙人陈莲玉
女士：有关国家矿产资源法律规定特征和国际

投资风险防控（美国、巴西、印尼、哈萨克斯
以及澳大利亚）

·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柳宪章：

矿山企业国际并购的模式

12:30-14:00

(注：高峰论坛日程截至2017年9月20日。内容如有变化，以大会现场实际为准。组委会保留对日程修改和解释的权利。) (论坛向所有发言人、参会嘉宾开放，专业观众仅可听取项目推介会。)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上午

茶歇（一楼N1、N5展厅）

·买方代表发言：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郑小礼

·买方代表发言：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
总经理马保科

·买方代表发言：源石金服（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敖慕梵

·互联网+矿权：西安天宙矿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李天恩：中国选矿技术网布局矿业科技新征程

午餐（一楼N4宴会厅）

►介绍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探讨中国企

业境外矿业投资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风险和防范

、操作模式等方面的内容。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魏莉华女士：中
国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政策概况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处长陈丽萍女士：国际

矿业权制度比较与借鉴

09:00-10:30

11:00-12:30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地热等非常规能源资源勘查方面最

新发现和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所长梁金强：海域天然气

水合物开采重大进展和突破
·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院长林黎：天津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对策及建议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副主任张君峰：南方页岩气勘
查重要进展和突破

·上海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清洁能源事业部总经理陈永平：清洁
能源供暖新技术——中深层地热井内换热技术

·京津冀三省市地质工作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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