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0-11:00

11:00-12:30

推介会1 推介会2 推介会3 培训

（N215/N217会议室） （N9会议厅） （N213会议室） （N214会议室）

法国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法国驻华使馆商务投资处

“聚焦滨海—中国第三增长极”投资环境说明会

主办单位：天津滨海新区招商局

主持人：天津滨海新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纪泽民

（时间：14:30-16:40）

墨西哥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墨西哥经济部矿业协调总局、墨西哥驻

华使馆

中-加合作环境资源大讲堂（3）
主办单位：天津华北地质勘探局、加拿大斯图矿业国

际有限公司

 
•斯图矿业主任工程师何思为:矿山运营中储量与预期

经济问题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主任马建立：土壤污染

调查与修复治理

•中南大学教授刘继顺：构造分析:找矿突破途径与案

例

•斯图矿业国际董事长郭英廷：西方国家主要的矿业

标准及与中国标准的比较

15:30-16:00

 
•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代表

•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产品市场总监

Schvester Pascal: 液化空气集团在中国的发展策略

•法国尼古拉工业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Ralf
Gruetzmacher :TII集团的特种车辆在矿业的运用

 
• 天津滨海新区副区长单泽峰致辞

• 天津滨海新区投促中心副主任徐国平：滨海新区投资环境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金丽亭：海外工

程出口及融资租赁业政策

•中心商务区招商部门：总部经济及楼宇经济招商环境及招商

政策

•天津港集团招商部门：港口物流招商环境及招商政策

• 墨西哥矿业开发银行董事长阿尓芒多 佩雷斯 何雅

(The Hon.Mr. Armando Perez Gea)：矿业融资信托

• 墨西哥经济部矿业协调总局局长马里奥•阿方索•坎
图（The Hon. Mario Alfonso Cantú Suárez）：墨西

哥矿业投资

•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局长劳尔·克鲁斯·里奥斯（The
Hon. Raúl Cruz Ríos)：墨西哥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潜

力及墨西哥地调局提供的服务

►重点就矿业企业赴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如上市、发行债券），开展并购业务交流研讨，由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安排或聘请专家进行专题讲解

•中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策略主管傅晓：运用资本市场助力矿业企业发展

•港交所北京代表处代表张晓夏：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优势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振华：矿业企业境内外上市、重组过程特殊法律问题解读

•毕马威中国采矿业主管姜健成：科技为矿产交易打开新大门

 •问答时间

 
•Angkor黄金公司首席执行官Mike Weeks：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公司的社会责任

场间休息

14:00-15:30

场间休息

培训（N209会议室） 培训（N214会议室）

矿业企业境外融资交流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香港交易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伦律所

主持人：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 政府服务部主管 张双智

中-加合作环境资源大讲堂（2）
主办单位：天津华北地质勘探局、加拿大斯图矿业国际有限公司

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培训和推介会日程

2016年9月22日 （星期四）
培训（N214会议室）

中-加合作环境资源大讲堂（1）
主办单位：天津华北地质勘探局、加拿大斯图矿业国际有限公司

主持人：华勘国际矿业公司CEO、高级地质师总裁金文洪

 
 
• 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继顺：构造分析一找矿突破途径与案例，通过实际勘查案例讲解，构造分析在勘查实践中的应用

• 加拿大注册地质师、美国采矿冶金协会QP会员、斯图矿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英庭博士：西方国家主要的矿业标准及与中国标准的比较

09:00-10:30



全球矿业大数据：互联网+还是区块链？

主办单位：清蓝矿业圈

主持人：张焱博士

中亚及俄罗斯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矿联

承办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业联合会

支持单位：俄罗斯驻华使馆

中-加合作环境资源大讲堂（4）
主办单位：天津华北地质勘探局、加拿大斯图矿业国

际有限公司

►建设全球大数据，构建行业大平台，服务企业大决

策。

大数据

大数据应用：动了谁的奶酪？

互联网+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区块链

十万亿大宗市场的万亿商机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姜建军司长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大数据分论坛日程国土资源部信息

中心统计监测室陈从喜主任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李新创院长

•中国铝业公司矿产资源管理部王思德副主任

•中铁建设集团矿产资源投资部 疏志明

•多伦多交易所TMX商务代表徐冉

•太一云科技董事长邓迪

•矿业圈澳大利亚分站总经理 Dean
•矿业圈内蒙古分站总经理李建臣

 
•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晔：中亚收购及运

营矿业项目常见问题分析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家305项目办公室主

任马华东：中亚丝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评价及数据

库建设

• 新疆远山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仁虎：一

带一路下的吉尔吉斯斯坦金矿投资

• 蒙古国奥尤陶勒盖公司( Oyu Tolgoi LLC)采购部经

理埃文·希尔（Evan Hill）
• 德瓦斯(Dewasi)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 俄罗斯驻华使馆

 
 
•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科技处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刘新社：“水十条”解读及帷幕注浆技术应用

• 加拿大温莎大学物探终身教授杨建文：物探方法在

环境方面的应用

16:00-17:30



推介会1 推介会2 推介会3

（N215/N217会议室） （N213会议室） （N214会议室）

全球矿业OTO供需路演会—矿业金融篇(1)
主办单位：艾思凯全球矿业卓越中心、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

主持人：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凯奇波

(Michael Catchpole)

澳大利亚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澳大利亚矿务局

主持人：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贸易投资专员伊恩·麦金托仕（Ian Macintosh）

加拿大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加拿大驻华使馆

主持人：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负责矿物与金属分部）玛丽安•坎
贝尔•贾维斯（The Hon. Ms.Marian Campbell Jarvis）

15:30-16:00

全球矿业OTO供需路演会—矿业金融篇(2)
主办单位：艾思凯全球矿业卓越中心、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

主持人：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凯奇波

(Michael Catchpole)

秘鲁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秘鲁能源和矿业部

18:00-20:00

18:30-20:30

2016年9月23日 （星期五） 下午

场间休息

酒会  (N216/N218会议室)（主办单位：蒙古奥尤陶勒盖公司主办）

酒会（二楼N211会议室）（主办单位：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

14:00-15:30

16:00-17:30

►艾思凯全球矿业卓越中心与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合作首次

将矿业OTO带入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邀请全球著名机构就其需求与

服务进行路演。

 
• 艾思凯全球矿业卓越中心创会主席朱洋扬：全球矿业OTO供需路

演会

• 新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黄良颖（Lawrence
Wong）：来自新加坡资本市场的矿业融资

• 澳大利亚AMC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地质师彼得.斯托克（Peter
Stoker）：技术尽职调查的重要性 - AMC的全球服务

►艾思凯全球矿业卓越中心与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合作首次

将矿业OTO带入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邀请全球著名机构就其需求与

服务进行路演。

 
• 中国黄金集团国际合作部总经理童军虎：中国黄金集团海外并购

战略及目标

• 国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CFO李敬：新的矿业金融平台-国
星集团的矿业基金与金融租赁

• 加拿大PDAC董事、PDAC国际委员会主席石凯（Keith
Spence）：全球矿业勘探公司发展的摇篮 - PDAC勘探版块

►澳大利亚矿业合作机会

►矿业政策——勘探、发展和投资

 
• 澳大利亚商务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高级投资经理威廉·林（William Lin）：澳大

利亚资源领域投资

• 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副局长、资源部主任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澳

大利亚—矿产创新强国

小组讨论：

• 澳大利亚商务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高级投资经理威廉·林（William Lin）
•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资源和能源参赞本•贾杰明(Ben Jarvis)
• 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副局长、资源部主任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
• 北领地政府矿产能源部地质调查处处长伊恩·斯克林杰(Ian Scrimgeour)
•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代表凯文·路明（Kevin Ruming）
• 昆士兰州政府代表托尼·奈特(Tony Knight)
• 澳大利亚南澳政府Steve Hill
•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矿产资源局地球科学部经理安德鲁•麦克尼尔(Andrew
McNeill)
• 西澳州政府地质调查局局长瑞克•罗杰森（Rick Rogerson）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矿业能源部矿产开发办公室主任戈登·克拉克

（Gordon Clarke）
• 育空地区政府高级顾问马克·斯蒂芬斯（Mark Stephens）
• 西北领地政府工业、旅游和投资部矿产和石油部助理副部长德博拉·阿奇

博尔德(Deborah Archibald)
• 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经济部首席地质师加里·丹尼（Gary Delaney）
• 魁北克省能源与自然资源部运作推广支持主任让—伊夫·拉韦（Jean-
Yves Labbé）
• 新斯科舍省自然资源部地质和矿业部执行主任唐纳德·詹姆斯（Donald
James）
•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自然资源部项目地质学家约翰·海恩齐（John
Hinchey）

小组讨论：公众信心—加拿大矿业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

主持：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负责矿物与金属分部）玛丽安•坎贝

尔•贾维斯（The Hon. Ms.Marian Campbell Jarvis）
•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政府代表

• 魁北克省政府能源与自然资源部代表

• 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经济部代表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地质调查局代表

• 育空地区政府育空经济发展部代表

• 西北领地政府代表

• 新斯科舍省政府代表



10:30-11:00 场间休息

采选冶技术与设备论坛（2）
主办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电气及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蔡幼忠：中国恩菲自动化采矿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恩菲研究院CAE数值仿真中心副主任姚心:数值模拟助力恩菲采矿核心专长技术提升

•长春黄金设计院 副院长/总工程师张广篇：黄金矿山深井开采设计关键问题探讨

•澳大利亚矿业勘探协会执行顾问魏路博（Robert Williamson）：澳大利亚矿业技术

09:00-10:30

11:00-12:30

2016年9月24日 （星期六）上午
推介会

（N216/N218会议室）

采选冶技术与设备论坛（1）
主办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主持人：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育明

►深井开采与自动化采矿。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山所副所长张达：打造有色矿山智能开采新模式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矿山事业部副部长朱志根：超深井多点装多点卸提升技术的应用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润沧：中国恩菲应对矿业挑战的思路与举措（暂定）

•中国恩菲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签约仪式:中国恩菲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诚

•恩菲走出去”装备联盟签约仪式



推介会1 推介会2 推介会3 推介会4

（N215/N217会议室） （N216/N218会议室） （N213会议室） （N214会议室）

赞比亚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赞比亚矿业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主任金若时、

赞比亚地质调查局局长

采选冶技术与设备论坛（3）
主办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尼日尔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地调局援外培训班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姚华舟、

尼日尔地质调查局局长

南非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南非政府

15:30-16:00

埃塞俄比亚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埃塞俄比亚矿业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姚华舟、

埃塞俄比亚地质调查局局长

采选冶技术与设备论坛（4）
主办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阿富汗矿业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地调局援外培训班

主持人：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徐学义、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局长

酒会

主办单位：南非政府

（注：培训和推介会日程截至2016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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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24日 （星期六） 下午

场间休息

14:00-15:30

16:00-17:30

►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举办的“2016年发展中国家

地球化学填图与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技术培训班”，
由参加培训的赞比亚学员介绍赞比亚地质矿产、矿

业投资政策和矿业领域合作机会。

►天津地调中心介绍中赞合作现状与展望。

• 赞比亚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Alphet Phaskani：赞

比亚矿业法律框架

• 赞比亚地质调查局高级地质师Evaristo
Kasumba：赞比亚矿产开发潜力

• 赞比亚地质调查局经济地质师Canisius Chomba
Kolala：赞比亚矿业法律框架

• 赞比亚地质调查局地质师Chaanza Mwiinga
Chifwepa：赞比亚矿产开发潜力

•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高级工程师王

杰：中赞地学领域合作进展

►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举办的“2016年发展中国家

地球化学填图与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技术培训班”，
由参加培训的埃塞俄比亚学员介绍埃塞俄比亚地质

矿产、矿业投资政策和矿业领域合作机会。

►武汉地调中心介绍中埃合作现状与展望。

•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代表：中埃地

学领域合作进展与展望

• 埃塞俄比亚地质调查局代表：埃塞俄比亚地质矿

产概况

• 埃塞俄比亚地质调查局代表：埃塞俄比亚矿业投

资政策

• 埃塞俄比亚地质调查局代表：埃塞俄比亚矿业领

域合作机会

►深井开采与自动化采矿。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物工程所副所长尚衍波 ：
铜钼矿选矿技术进展

•奥图泰(上海)冶金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郭正训：奥

图泰公司难处理金矿BIOX细菌氧化工艺

•北京瑞驰拓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平仓：瑞

驰超大型金砂磨机RKM在有色金属矿中的应用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冶技术总监秦洪训：黄

金矿业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应用

•长沙矿冶研究院，装备公司总经理张国旺：新形

势下选矿装备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颜

杰： 中国铜冶炼的发展趋势

•问答时间

►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举办的“2016年尼日尔矿产资源开

发和工业发展经验研修班”，由参加培训的尼日尔学员介绍

尼日尔地质矿产、矿业投资政策和矿业领域合作机会。

►武汉地调中心介绍中尼合作现状与展望。

•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代表：中尼地学领域

合作进展与展望

 • 尼日尔地质调查局代表：尼日尔地质矿产概况

• 尼日尔地质调查局代表：尼日尔矿业投资政策

• 尼日尔地质调查局代表：尼日尔矿业领域合作机会

►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举办的“2016年阿富汗矿产开发与

管理研修班”，由参加培训的阿富汗学员介绍阿富汗地质矿

产、矿业投资政策和矿业领域合作机会。

►成都地调中心介绍中阿合作现状与展望。

 
•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代表：中阿地学领域

合作进展与展望

•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代表：阿富汗地质矿产概况

•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代表：阿富汗矿业投资政策

•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代表:阿富汗矿业领域合作机会

►以“推动竞争力和保持发展稳定”为主题，呈现

南非矿产投资情况。

以“推动竞争力和保持发展稳定”为主题，呈现南

非矿产投资情况。

•南非驻华大使 HE Dr. DF. Msimang致辞

•南非矿产资源部部长MJ Zwane主题演讲

•南非矿产资源部矿产促进和国际协调总监

Setepane Mohale
•贸易工业部Brian Soldaat
•首席运行官Mosidi Makgae, 地理科学委员会

(CGS)
•Mintek公司技术总经理Alan McKenzie
•国家钻石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Futhi Zikalala
Mvelase
•中方投资人: 投资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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