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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业形势与政策 矿产品市场 矿业投资与金融  创新版块 矿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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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

(1)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

小烈

大宗矿产(1)
主持人：加拿大明科矿业集团

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蔡之凯

 
中国矿业资本市场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和信息披露规则国际对比

主办单位：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

协办单位：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中心、中国矿业联合会

矿产勘查技术-地球物理技术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

心（全国地质资料馆）主任（馆长）

、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严光生

中国地热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地热专业委

员会、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天津市矿业协会

赞助单位：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天津东丽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渤海

石油水电服务公司、团泊新城开发建设

委员会、天津工业大学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副司长

陈小宁

15:30-16:00

►贯彻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

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和

展示全国地热开发利用水平。

•中石化新星新能源研究院国家地热能中

心所长、副总地质师王延欣：中国地热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十三五”设想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

所所长助理、科技外事处处长王贵玲：

近期我国地热资源调查及重点勘查布局

构想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热开发管理专业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宾德智：我国中深层地热

能开发利用创新发展的思路

•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地热管理处处长侯福

志：天津市实施地热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做法和体会

•中石油长城钻探公司副总工程师张召

峰：中国高温地热钻井技术扬威海外

►“一带一路”国家地质矿产、矿业

投资机会、地学领域合作设想，以及

中国与中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

国家地学合作进展与展望。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主任、中

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吴珍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的进展与展望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总部(采掘业)
国际总监乔纳森•霍布斯（Johnthan
Hobbs）：“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与发展

•蒙古国立大学地质及地球物理系主任

巴特•博尔德（Bat Bold）：蒙古国地

质矿产资源开发探测与相关政策研究

•斯里兰卡地质调查局拉特那雅克

（A.M.M. Ratnayake）：斯里兰卡高

地形岩性细分及其地质填图的差异

•亚美尼亚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有矿

产督查局首席专家任妮亚(Zhenya
Baghmanyan)：亚美尼亚矿产资源概

况及矿业投资机会

•尼泊尔地质调查局地质师古马·可

哈德卡(Kumar Khadka)：尼泊尔地质

矿产与矿业合作机会

 

►矿业低谷期矿产品供应能力

分析

►全球经济周期性下行对矿产

品需求形势的影响

►全球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演化

趋势

 
•国际锌协会技术与市场开发总

监Frank Goodwin：锌的需求

和应用市场的最新发展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矿产室副

主任、副研究员崔荣国：全球

矿业的再繁荣

•彭博全球金属与矿业研究部部

门总监Kenneth Hoffman：全

球铁矿石市场展望

•英国汤森路透贵金属分析师

Dante Aranda：全球黄金项目

运输及生产预测

•PLATTS冶金煤与焦炭钢铁原

材料主编杨炅宁

►与国际相关组织和国家交流矿业资本

市场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和信息披露的通

行做法和经验，探讨建立我国矿业资本

市场矿产资源储量信息披露规则和管理

制度。

•阿美科福斯特惠勒(Amec Foster
Wheeler)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矿山地质和

地质统计学顾问哈瑞•帕克（Harry
Parker）：2014年以来CRIRSCO(矿
产储量国际报告标准委员会)会员的发

展情况

•AMC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地质师皮特·

斯托克（Peter Stoker）：申请加入

CRIRSCO的要求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副

处长李剑：我国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与CRIRSCO分类对比研究

•北京石大正信矿产资源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燕：中国油气资本市场储

量分类体系及信息披露规范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矿产

资源部总经理，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炯辉：中国加入CRIRSCO的

路径探讨

►围绕矿产勘查技术领域、地球物理

勘查的方法技术新进展以及找矿成效

展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院士/研
究员杨文采:用三位地壳密度成像研究

雅江残留复理石盆地的锂矿构造

•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总

工程师熊盛青：航空地球物理勘查进

展（2011-2016）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总师石

文：“彩虹”无人机航空物探进展与展

望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研究所室主任林品荣：三维电磁探

测系统研发与应用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总师袁

湘江:水下勘探机技术

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 下午

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论坛日程

下午茶歇（一楼N1、N2、N5展厅）

14:00-15:30



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徐田

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

(2)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

小烈

大宗矿产(2)
主持人：加拿大明科矿业集团

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蔡之凯

矿业投资环境

主办单位：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互联网 + 矿业”

主办单位：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主持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矿产资源

部副总经理，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黄冬梅

地质公园和地质旅游

主办单位：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中

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主

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吴珍汉

►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多方面的第三

方服务， 包括技术、法律、安保、

救援等。

 
•SRK北京斯罗柯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主任咨询师(地质)陈源,  SRK澳大拉

西亚咨询公司执行总裁、主任咨询师

（地质）Chris Woodfull：矿业企业“
走出去”技术支撑的若干重要概念

•西澳大利亚卡北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杨利军：西澳大利亚金矿勘

探、开发与运营实践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栾政明：中国矿业境外投资法律风险

与防范策略

•国际SOS援助服务部医疗总监黄

凯；国际SOS中国医疗服务部运营总

监Olivier Roux（容思民）：国际

SOS：从事后转运到事前预防矿业服

务案例分享

►“一带一路”国家地质矿产、矿业投

资机会、地学领域合作设想，以及中

国与中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国家

地学合作进展与展望。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地矿委信息中心主

任Mirkhadiev Shukhrat：进一步刺激

投资积极性以及在地质领域提供投资

项目服务

•伊朗地质调查局国际司副主席默罕默

德 ·里扎·赫扎雷赫（Mohammad
Reza Hezareh）：伊朗地质和矿产

资源潜力开发机遇

•塞尔维亚地质调查局顾问亚历桑德

拉·古兰（Aleksandra Gulan）：一

带一路战略框架内塞尔维亚地调局的

角色

•波黑地质调查局部门主任博班·乔

拉维奇（Boban Jolovic）：波黑地质

矿产与矿产资源概况

•黑山共和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员

瓦西里·阿布拉莫维奇（Vasilije
Abramovic）：黑山共和国地质矿产

与矿产资源开发现状

•埃及矿产资源局科技政务处总工程

师默罕默德阿巴德尔阿提艾萨耶德

（Mohamed Abdel AtyElsayed）：

埃及矿产资源概况

►全球矿产品贸易新格局及新

形势下矿产品定价机制及演化

方向

►如何建立促进全球矿业良性

发展的价格机制。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

创：全球铁矿贸易新格局及未

来铁矿定价机制变化趋势展望

•英国商品研究所全球钢铁行业

分析专家Paul Butterworth：铁

矿石市场的短期、中期及长期

发展动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钴业分

会秘书长徐爱东：资源国矿业

政策的调整对镍钴市场的影响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

所“一带一路”中心副主任陈

其慎：中国矿业发展趋势

•盛屯矿业集团副总裁张振鹏：

大宗商品原料市场趋势下的供

应链金融

►对全球矿业形势、矿业投资环境进行

回顾分析与展望。

►就重点国家矿业法律政策演变趋势和

防范投资风险等做主题报告。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处长闫卫东：

2017年全球矿业展望

•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刘益康：国

内矿产勘查也应研究投资条件

•道衡美評董事总经理周赤宾：国际资

本市场之矿业估值

•美国IHS公司能源销售总监马丁•米塔

格(Martin Mittag)：关于全球上游并购

市场及相关课题的思考

•力拓勘探集团勘探总监魏克石（Chris
Welton）：现代矿业法则-力拓关于如

何构建矿业投资环境有吸引力的框架

 •新西兰政府石油矿产局分析和投资商

务经理大卫•达比（David Darby）：新

西兰矿产品投资机会

►互联网时代下矿业企业转型升级。

•SAP全球副总裁Eckhardt Siess
（西斯•埃克哈特）：矿业行业数字化

转型

•五矿发展副总经理/五矿阿里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董事喻恩刚：互联网+钢
铁——重构钢铁流通新生态

•世纪环球商品有限公司主席及首席执

行官詹振群：全球黄金市场发展趋势

为“互联网+矿业”创造机遇

•紫金金行（深圳）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赵举刚：矿业互联网生态

圈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初探

 

►中国地质公园建设成就、（地质遗迹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地学旅游资源和

前景。

·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办公室主任郑

元：2015年中国地质公园网络

·贵州织金洞地质公园管理局局长何正

芳：地质旅游 让多彩贵州更精彩

·新疆富蕴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管理

局副局长魏强山:可可托海矿山——发展

中的绿色矿山公园

·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局长解东:
沂蒙山地质公园资源类型及地质旅游开

发探析

·北京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唐

长钟：中国地学旅游发展展望

17:00-19:30 中银之夜（天津迎宾馆6号楼）（凭邀请函入场）

16:00-17:30



08:30-09:00

10:30-11:00

12:30-14:00

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  上午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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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茶歇（一楼N1、N2、N5展厅）

►行业领袖、经济学家围绕大会主题“秉持新理念、共创新未来”进行演讲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董事长何文波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采掘业总监乔纳森•霍布斯(Jonathan Hobbs): 矿业在非洲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领导角色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宋鑫：坚持新理念、适应新常态，共赢黄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新未来

•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供给侧改革

•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埃里克·约翰逊（Lars-Eric Johansson）：非洲矿业助力中国未来发展

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入场

午餐（一楼N4宴会厅）

•国土资源部领导致辞

•天津市领导致辞

•国际协办单位代表致辞

09:00-09:45

201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主题论坛：秉持新理念，共创新未来  （一楼N7会议厅）

主持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

10:00-12:30



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产品市场 矿业绿色发展

（N209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1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9会议厅）

国际矿业部长论坛(1)
主持人: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

矿业发展高层论坛(1)
主持人：中国国土资源部总工程

师彭齐鸣

聚焦供给侧 改革赢未来

主办单位：中银国际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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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铀(1)
主办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地质矿产

事业部

绿色矿山

主办单位：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地质环境司、中

国矿业联合会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兼总工程师、中

国矿联绿色矿山促进工作委员会会长刘玉强

15:30-16:00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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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能源和矿业部副部长吉列尔莫•

希诺（The Hon.Guillermo 
Shi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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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矿业与油气部国务部长

图尔多斯·莱达（The Hon.
Tewdors Gebregzibher Re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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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刘才明

•五矿有色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晓宇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刘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景河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张有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Artur
Swistak：采掘业中的税收政策问

题

►探讨金融和资本市场如何支持矿业的供给

侧改革及复苏增长。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中银国际销售交易及研究板块主管蔡清福

·中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策略主管傅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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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合作理念，推进绿色发展。

•中核集团地矿事业部副主任，总工张金

带：创新合作理念，夯实我国天然铀保障

体系

•南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Steven Hill(史提

芬•希尔)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新

世纪北方砂岩铀矿理论创新和资源突破

•Baohong Hou：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副院长牛玉

清：盐湖提铀研究

•Holly

2016年9月23日 （星期五） 下午

下午茶歇（一楼N1、N2、N5展厅）

►建设绿色矿山 引领矿业绿色发展。

绿色矿山建设进展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巡视员兼副司长鞠建华:中国绿

色矿山建设新进展

•国土资源部环境司副司长熊自力:中国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

 
绿色矿山建设实践

•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文:生态环

保型绿色能矿产业转型升级之路——西南能矿集

团绿色矿山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福建金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晓牛:福建

金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绿色矿山纪实

•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总经理姚邵武：环境保

护
 
绿色矿山建设服务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顾问吴永高:采矿用地政策红

利分享

•马克菲尔中国公司生态修复与矿业事业部技术总

监徐进:弘扬工匠精神，助力绿色矿山——专业定

制矿山生态修复解决方案

高层论坛1 高层论坛2



国际矿业部长论坛(2)
主持人: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

矿业发展高层论坛(2)
主持人：中国国土资源部总工程

师彭齐鸣

矿业与金融资本市场

主办单位：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

铀(2)
主办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地质矿产

事业部

矿产开发利用

主办单位：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国土资源

部储量司

主持人：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新安

19:00-21:00 矿业大会欢迎大会（天津迎宾馆4号楼）（凭邀请函入场）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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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联邦计划、公共投资与服务

部矿业副国务秘书马里奥•卡佩罗

（Mario Capello）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助理副部长玛丽

安•坎贝尔•贾维斯（The Hon.
Ms.Marian Campbell Jarvis）
•尼日利亚固体矿产开发部国务部长

阿布巴卡•布瓦里(The
Hon.Abubakar Bawa Bwari)
•南非矿产资源部部长莫塞本齐•兹瓦

内(The Hon.Mosebenzi Joseph
Zw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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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李彤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副局长段焕

春：强基固本、转型升级、创新

驱动——秉持五大新理念，共创

地勘新未来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崔仑：聚焦深部资源开发  打造现

代生态矿业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翁占斌

•标准银行首席执行官Francois
Gamet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

总裁兼总工程师方启学：矿业投资新热点

•东海证券创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副总

监陶江峰：矿业企业并购操作思路及案例分

析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栾政

明：假如中国女排没有夺冠—再论中国企业

境外矿业投资成败的根源：思维与理念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陈衍景：找矿思路创新与勘查突破

•新疆远山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仁虎：创新勘查思路实现浅覆盖区找矿快速

突破

•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林：西南能矿优质项目推介

•中地海外集团矿业开发部总监连长云：非

洲项目推介

•加拿大德华国际矿业集团公司副总裁李林

涛：加拿大马鹿河(Wapiti River)煤矿项目推

介

•中国华融副行政总裁程雁

►创新合作理念，推进绿色发展。

•中核通辽铀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学斌：

推进绿色高效发展

•Julian Kirby Hilton
•核工业二一六大队总工王果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地浸所所长

李建华

•Gary Delaney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物化探所所长程

纪星

►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势、效率与空间布局

。

►近年来中国地勘活动指数、矿业权活跃指数、

矿业行业指数的演变及其意义。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裕伟：矿产品

需求的阶段性规律与矿业发展新阶段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综合利用技术处处长、

研究员薛亚洲：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国土资源规划所矿产室

副主任、副研究员侯华丽：中国矿产资源开发格

局分析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博

士、副研究员余韵：基于矿业行业指数分析的矿

产资源形势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业权管理技术处副研

究员曾凌云：中国矿业权活跃指数研究与测算



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矿业投资与金融 创新版块 创新版块

（N209会议室） （N210会议室） （N211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9会议厅） （N215/N217会议室）

中国-非洲矿业投资合作伙伴论坛（1）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

国际地质调查局长论坛（1）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研

建设价值发展走廊 促进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

主办单位：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主持人：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贸易政策分

析师Jane Korinek

中国地质调查评价新进展（1）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

金发

勘探者论坛（1）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协会

主持人：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

“跨境矿业投资 — 新机遇

与新挑战”

主办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

►携手矿业合作，共促非洲发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中国地质科

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发布《中

非合作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埃塞俄比亚矿业、石油和天然气部国务

部长Tewdors Gebregzibher Redda
•加纳国土资源部部长尼•奥萨•米尔斯(The
Hon.Nii Osah Mills)：加纳矿产投资的现

状和相关政策介绍

•马达加斯加矿业与石油部部长英瓦赫河

(The Hon. Zafilahy Ying Vah)：马达加斯

加矿产投资的现状和相关政策介绍

•马里矿业部部长Tiémoko Sangaré
•尼日尔矿产和工业发展部副部长Sekou
Aboubacar Hassoumi
•南非矿产资源部部长Mosebenzi Zwane

►加强地质调查，共创矿业良好投资环境。

•澳大利亚南澳州地质调查局局长史蒂夫•希尔

(The Hon. Steve Hill)：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勘

查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资源局局长菲利普·萨

马（The Hon. Philip Samar）：巴布亚新几

内亚地质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摩洛哥能源、矿产、水和环境部地质司司长

本·哈基姆·艾哈迈德(The Hon. Ben
Lahkdim Ahmed)：摩洛哥国家地质填图计划

介绍

•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委员会地质矿产研究

所所长伊斯拉莫夫(The Hon. Islamov Bobir
Farxadovich)：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与矿业

投资机会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局长Mohammad Omar
Younusi：阿富汗地质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探讨在发展以矿业为基础的自然资源走廊过程

中，一些国家取得的经验及面临的挑战。

•世界银行全球能源与采掘业发展实践局负责人

克里斯托弗·谢尔顿(Christopher Sheldon)
•世界银行全球能源与采掘业发展实践局资深矿

业专家Martin Lokanc (或 Susana M.)：从世界

银行角度看自然资源走廊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Adam Smith/英国国

际发展署（DFID）

或待定, 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

（关于整合资源走廊的提议）或 （提高矿业基

础设施投入，促进发展）

•世界银行全球能源与采掘业发展实践局采掘部

全球牵头人迈克尔·斯坦利(Michael Stanley)：
（个案研究：阿富汗资源走廊计划）或 （奥里

萨邦资源走廊）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陈锋：个案研

究：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发展

►九大计划最新成果，主要涉及能

源与新发现。

•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室主任徐学

义：“九大计划”主要内容介绍及

地质信息资料发布

•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主任

邢树文：油气地质调查重要进展和

突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副主

任张生辉：矿产调查评价新进展

►地质勘查过程中“新成果、新进展、新发现、新认识”
►地质勘查过程中“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新模式”
的应用

►新兴战略产业所必须的矿产资源勘查进展

►国外初级勘探公司“找矿做法、管理模式、激励机制”
•力拓勘探集团勘探总监Chris Welton(魏克石)：整合

数据、技术与本土知识实现找矿发现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正元地质勘查院院长侯明兰：

内蒙古达茂旗乌珠新乌苏矿区多金属矿勘查工作新进

展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院长刘兴旺：山东

齐河-峄城地区富铁矿找矿成果及进展

院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副主任张国权：山东归来

庄式金矿找矿进展与认识

•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矿产水文工程地质大队副经理孙

金龙：冀东太平村一带钼矿找矿新进展与成矿规律研

究

•铁拓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王彩根：加速

钻探在西部非洲的金矿项目上的重大目标矿体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调研员赵庚鑫：山西省大同石墨矿

地质特征及开发利用

•国土资源部法规司副司长

姚义川：中国矿业法律政策

的改革与完善

•大成温哥华办公室合伙人

Alan Hutchison：加拿大矿

业投资的新机遇

•大成开普敦办公室管理合

伙人Noor Kapdi：非洲矿业

投资的新要求

•大成摩洛哥办公室管理合

伙人Patrick Larrive：刚

果及象牙海岸的矿业行业介

绍

•中国五矿集团法律部副总

经理毕丽艳：境外矿业投资

的新风险及其应对

•大成北京办公室高级合伙

人钱学凯：从法律视角看跨

境矿业投资的认识误区

•大成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

人孙庆南：跨境矿业投资并

购项目中国律师的作用

10:30-11:00

中国-非洲矿业投资合作伙伴论坛（2）
主持人：中国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彭齐鸣

国际地质调查局长论坛（2）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研

贸易壁垒对跨境价值走廊建设的影响

主办单位：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主持人：国际金融公司资深社会发展专家Wenlei
Zhou

中国地质调查评价新进展（2）
主持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

金发

勘探者论坛（2）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协会

主持人：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

►携手矿业合作，共促非洲发展。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矿产资

源部总经理，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炯辉

•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首席执行官Tom
Butler（汤姆•巴特勒）:可持续发展的商

业价值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矿业部总经理于

庆：落实约堡峰会成果，助力中非能矿合

作

•非洲开发银行高级合规长Mbianyor
Bakia
•北京地豪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许开裕：一起去非洲发展

•埃及矿业协会主任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李兴

国：坚持问题导向，务实推进境外资源合

作
 

►加强地质调查，共创矿业良好投资环境。

•柬埔寨地质调查局副局长Ung Diploa：柬埔

寨地质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波黑地质调查局局长德拉甘·米特罗维奇

(The Hon. Dragan Mitrovi)：波黑地质矿产与

矿业投资机会

•黑山共和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斯洛博丹·拉杜

塞诺维科（The Hon.Slobodan
Radusinovic）：黑山共和国地质矿产与矿业

投资机会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局长劳尔·克鲁斯·里奥

斯（The Hon. Raúl Cruz Ríos)：墨西哥地质

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阿根廷地质调查局局长胡里奥·里奥斯·戈麦

斯：阿根廷地质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秘鲁地质矿产与冶金研究院总工程师Mirian
Mamani：秘鲁地质矿产与矿业投资机会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研：总结发言

•与波黑、墨西哥、秘鲁等国签署MOU或项目

合作协议

►关注贸易壁垒与资源走廊发展的相互影响，介

绍OECD新的政策工具，   综合所有主要出口商

66种矿物、金属的库存、产量、贸易限制措施及

贸易信息。

•世界银行全球能源及采矿部全球牵头人Michael
Stanley
•中国商务部(MOFCOM)：贸易壁垒及其对中国

海外投资的影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政策分析师

Jane Korinek：原材料贸易瓶颈：介绍新的可视

化工具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发展实践局经济学家Arvind
Nair：详观印度原生矿物出口禁令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发展实践局资深经济

学家Yue Man Lee

►九大计划最新成果，主要涉及能

源与新发现。

•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

心副总工吕志成:整装勘查区找矿突

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肖桂义：

基础地质调查新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邢卫国：

水工环地质调查新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总工

程师杨胜雄: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图系

（1:200万）重要成果及意义

►地质勘查过程中“新成果、新进展、新发现、新认识”
。

►地质勘查过程中“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新模式”
的应用。

►新兴战略产业所必须的矿产资源勘查进展。

►国外初级勘探公司“找矿做法、管理模式、激励机制”
。

•新疆煤田地质局一五六煤田地质勘探队队长韦波：新

疆煤层气开发利用的新成果及新进展

•南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Steven Hill(史提芬•希尔):南澳

大利亚矿产系统钻孔项目政府合作的新技术与方法

•西安西北有色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付锐：

地质找矿勘查实践浅析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地质勘查院院长徐卫东：中国

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地质勘查院重要勘查成果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总工程师王怀洪:山东齐河-禹城富

铁矿找矿重大发现

•中国地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跃进：新能源

勘探开发中钻探技术方案的集成优化

12:30-14:00

2016年9月24日 （星期六）上午

上午茶歇（一楼N1、N2、N5展厅）

午餐（一楼N4宴会厅）

09:00-10:30

11:00-12:30

高层论坛1 高层论坛2



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分论坛4

矿业投资与金融 矿业形势与政策 创新版块

（N211会议室） （N209会议室） （N212会议室） （N9会议厅）

“一带一路”投资论坛
支持单位：金疆矿业基金

主持人：金疆矿业基金总裁陈彪

矿业权管理政策解读
主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
国土资源部地耕地保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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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形势与政策
国际地质勘查形势分析与展望

主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

青年矿业领军者论坛（1）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5:30-16:00

14:00-15:30

一带一路战略下投资机会涌现的梯度
►“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区位机会可能会如何分布？
►东南亚国家、印巴半岛、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哪些会

成为第一梯队？哪些会成为第二梯队？哪些会成为第三梯
队？
►针对各行业来说，各个行业的发展机遇又会有什么样的

差别？
►基础设施投资、工程建设、矿产资源投资和制造业，哪

些行业会最先获得发展机遇？哪些行业会相对滞后？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莱斯利·马斯多普(Leslie
Maasdorp)
•中非发展基金副总裁王勇

•赛伯乐投资集团合伙人、蝴蝶谷资本（基金）董事长许泓

标
•天赋亿融能源基金总裁、亚太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任孚金

•中国罕王控股集团总裁兼CEO潘国成

•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刘争鸣

•丝路基金董事高级经理秦啸

•印度尼西亚SSEK咨询集团法律顾问迈克尔·卡尔

（Michael S. Carl）
 
投资基金及投资管理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相比较传统

投资集团模式而言，有何种优势？
►“一带一路”战略中，地缘政治风险及行业风险分析。

►基金及资产管理模式在专业性上有什么竞争力？

►基金及资产管理模式在应对行业风险上有什么优势？

►基金及资产管理模式在应对政治风险上有什么优势？

•中非投资基金副总裁王勇

•赛伯乐投资集团合伙人、蝴蝶谷资本（基金）董事长许泓

标
•亚太能源投资集团总裁，天赋融亿能源基金副总裁薄少川
•首控基金高级合伙人崇庆东

•中国罕王控股集团总裁兼CEO潘国成

•澳大利亚EMR矿业基金执行董事吕天禹

►重点解读国土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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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矿业权人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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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全祥：中国非

油气矿业权管理及服务政策
•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裕根：中国油气资

源潜力与勘探开发形势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罗明：中国多用途

矿山复垦案例研究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处长于志刚：一站式矿业权审
批登记服务

►虽然经济下行拖累地质勘查行业发展，但也孕育

着日后复苏的生机。业界精英的聚会，发展理念的
碰撞，正是为了积聚更为强大的力量。“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矿产资源部总经

理，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炯辉
•美国SNL金属与矿业公司高级顾问 / 瑞典吕勒奥理

工大学(Luleå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孟瑞

松（Magnus Ericsson）
•中国矿业联合会高级资政委员会委员刘益康:矿产

勘查的周期与回暖
•澳大利亚矿业联合会主席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勘探趋势

2016年9月24日 （星期六） 下午

下午茶歇（一楼N1、N2、N5展厅）

►介绍青年学者在国内外矿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调查中心付修根：羌塘中生代

盆地早期沉积演化及其油气地质意义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副所长聂江涛：相山矿田铀

多金属成矿作用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处长张大权：尼

泊尔油气资源调查可行性研究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室副主任杨帆：中国含油

气盆地岩性地层油气藏研究与勘探进展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层与古生物研究室主

任纪占胜：青藏高原冈底斯古陆油气资源前景的新
展望



矿业企业投融资

主办单位：美国徳汇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加拿大PDAC董事及PDAC国际委员会主席Keith

Spence（石凯）；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Ilsley
Daniel Colton

地质科技创新
主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中国地质调查局
主持人：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

矿业投资与金融
采矿业的本地含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工具

主办单位：
世界银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主持人：
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首席执行官Tom Butler（汤

姆•巴特勒）

青年矿业领军者论坛（2）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8:00-20:00

（注： 论坛日程截至2016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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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最佳贡献奖”颁奖会议（一楼N7会议厅）（凭邀请函入场）

16:00-17:30

►矿业企业国内外融资渠道、方式解读。

•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Ilsley Daniel Colton：中企投

资美国矿业项目：新机遇与成功之道（1）
•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William Prince：中企投资美

国矿业项目：新机遇与成功之道（2）
•伦敦证券交易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Jon Edwards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推广部京东北区副主任杨继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部总监助理杨少华:迈向蓝筹—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天津国际矿业权交易所总经理赵昆：矿业金融的实践与探

索

►地质找矿中新理论和新方法及其应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物

化探所）副所长、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主任吕庆田：
地球深部探测专项(SinoPrbe)新进展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质处处长宋明春：胶

东金矿深部找矿突破与理论技术进展

•吉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友宏：关于

深部钻探技术的思考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国家重点实验室“煤炭资源与

安全开采”常务副主任鞠杨：深部资源开采颠覆性
技术探索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经验

与调查制订的LCP，再强调政策典型，即增加本地

对矿业工序投入的政策。

•世界银行全球能源及采矿部全球牵头人Michael
Stanley：世界银行参与本地含量工作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政策分析师

Jane Korinek：本地含量措施分类方法

•（智利、澳大利亚或芬兰）政府官员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讨论指南中

关于本地含量的规定

►介绍青年学者在国内外矿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杨志

明：岩浆型金矿：一种新的金矿床类型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长

江:深度域地震资料井震误差分析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海

翔:高精度水平对接连通井在可溶性矿产开采中的应

用
•矿业界副总经理李学甫：中国矿业变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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