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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联合会文件 
 

中矿联发〔2019〕53 号 

 

关于召开“2019（第十二届） 
中国矿业循环经济暨绿色矿业发展论坛”的通知 

（二号）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

矿业领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中国矿业联合会

定于 2019 年 9 月 24-25 日在辽宁省鞍山市主办“2019（第十二

届）中国绿色矿业发展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转型升级重塑矿业形象 跨界融合共建美丽中国 

二、论坛时间 

2019 年 9 月 24-25 日（23 日全天报到） 

三、论坛地点 

辽宁省鞍山市鞍钢会展中心（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 77 号） 

四、论坛内容 

（一）中国矿业联合会绿色矿业发展战略联盟第一届二次理

事会（23 日 14:00-17:00） 

仅限邀请人员参会 

（二）中国矿业联合会矿业生态产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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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18:30-21:00） 

仅限邀请人员参会 

（三）举办中国矿业联合会法律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

暨绿色矿山法律保障研讨会（23 日 18:30-21:00） 

仅限邀请人员参会 

（四）开幕式（24 日 9:00-9:40） 

1.主持人：彭齐鸣 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 

2.内  容： 

（1）鞍山市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2）鞍钢集团有限公司领导致辞； 

（3）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领导致辞； 

（4）自然资源部领导致辞； 

（5）辽宁省自然资源厅领导致辞； 

（6）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促进会负责人致辞。 

（五）主题论坛（24 日 10:00-12:00） 

1.主持人：李志忠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主任 

2.内  容： 

（1）“聚焦能源革命，推动煤焦钢一体化协调发展” 

演讲嘉宾：金智新 山西省政府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2）“我国铁矿资源安全及矿业产业地位” 

演讲嘉宾：邵安林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鞍钢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3）“牢记生态环保使命，携手推进绿色矿业发展” 

演讲嘉宾：余红辉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4）“大矿业、大资源——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演讲嘉宾：王炯辉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五矿

勘查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5）“矿山生态战略发展规划” 

演讲嘉宾：高俊刚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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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执行总裁 

（6）“绿色矿山的法律保障” 

演讲嘉宾：栾政明 中国矿业联合会法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

任、深圳国际仲裁院矿产能源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 

（六）专题论坛（24 日 13:30-17:00） 

1.主持人：王翊虹 中国矿业联合会绿色矿业发展战略联盟

秘书长 

2.内  容： 

（1）“树立生态伦理思维 打造绿色智慧矿山” 

演讲嘉宾：平守国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副总经理 

（2）“矿业生态经济的探索与体会” 

演讲嘉宾：樊献鹏 浙江省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3）“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金介绍” 

演讲嘉宾：刘仕君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金创意人、筹建人         

（4）“紫金矿业践行生态经济模式” 

演讲嘉宾：邹来昌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5）“自然资源领域支持辽宁全面振兴” 

演讲嘉宾：李志忠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主任 

（6）“科技兴绿生态立矿 打造中国一流世界领先的新时代 

绿色矿山——甘肃金辉矿业郭家沟铅锌矿” 

演讲嘉宾：张世新 亚特集团党委书记、金徽矿业董事 

（7）“筛分技术的创新应用与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徐文彬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 

（8）“整合行业资源新优势，开创矿山服务新模式” 

演讲嘉宾：张耿城 鞍钢矿业爆破公司总经理  

（七）欢迎晚宴（24 日 18:00） 

地点：东山宾馆大礼堂 

（八）现场观摩（25 日 8: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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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九）会议期间举办绿色矿山新技术、新方法、新装备展览

展示。 

五、论坛及展览注册 

（一）注册方式 

请 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 前 登 录 中 国 矿 业 网 ：

http://www.chinamining.org.cn 进行注册。 

（二）注册费 

2019 年 9 月 16 日前缴费的，会员单位 2000 元/人，非会员

单位 2800 元/人；9月 16 日后缴费的，统一为 2800 元/人。 

（三）展览费 

展位费用 1.2 万元/个，会员单位享受八折优惠,按 9600 元/

个收费。每个展位包括：两个免费参会嘉宾名额，咨询桌一张、

椅子两把、电源插座一个，可摆放宣传易拉宝。 

（四）联系方式 

网上注册：黄英男 010-66557678 18810815899 

展览展示：于政斌 010-66557660 13511074999 

（五）汇款信息 

户  名：中国矿业联合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西四支行营业部 

账  号：11001007200058022430 

联系人：夏晓波 周珺红 

电  话：010-66557697 010-66557681 13426288355 

（以个人名义汇款，请备注参会单位名称） 

六、住宿预订 

论坛推荐下榻酒店，由参会代表自行预定，宿费自理。数量

有限，请尽早预定。会议期间不安排班车。 

参会代表返程时间与地点，请参考“现场观摩线路及时间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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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山宾馆主楼（会场配套宾馆），预订方式：

0412-5592555、5592666； 

（二）胜利宾馆（四星级，距离会场 1.5 公里，步行 15-20

分钟），预订方式：郭峰 15042268213、0412-5591555、5591222； 

（三）五环大酒店（五星级，距离会场 1.6 公里，步行约

15-20 分钟），预订方式：李雪 15142227177；18624607676 

（四）鞍山时代铂尔曼大酒店（五星级，距离会场 6公里， 

开车约 15 分钟），预订方式： 芃李 15698911885。 

 

附件：现场观摩线路及时间安排 

 

         

             

                      中国矿业联合会 

                       2019年 9月 5日 

 

 

 

 

 

 

 

 

 

 

 

 

中国矿业联合会办公室                2019年9月5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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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现场观摩线路及时间安排 

 
线路一：鞍钢大孤山铁矿、鞍钢矿山生态园 

    项目介绍： 

  大孤山铁矿是鞍钢矿业公司下属一个主体厂矿，是鞍钢重要

的铁矿原料生产基地。位于鞍山东南 12 公里的千山脚下，占地

面积为 10.6 平方公里，素有“十里铁山”之称。铁矿开采于 1916

年，是全国较为典型的深凹露天铁矿。探明地质储量为 3.4 亿吨。

主要产品为磁铁矿，平均地质品位 33.6%。具有年产采剥总量

1340 万吨、铁矿石 500 万吨的生产能力。最终露天底将采至-438

米，预计 2026 年结束露天开采，计划转入井下开采，目前井下

开采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矿山生态园始建于 2004 年，占地面积约为 79 万平方米，由

于当时生产工艺的限制，大孤山铁矿近百年的开采产出大量废岩

堆积于此。2004 年以来，鞍钢矿业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

色矿业”为目标，将其它矿山单位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施工用

土运到这里，对大孤山排岩场进行场地平整、客土回填和绿化复

垦。 

  行程安排： 

9:00 东山宾馆四号楼门前广场集合 

9:30 鞍钢大孤山铁矿 

9:45 前往鞍钢生态园 

11:00 离开鞍钢生态园返回东山宾馆 

11:30 东山宾馆主楼迎宾厅午餐，活动结束，代表自行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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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二：罕王毛公铁矿、罕王绿色建材生产线，抚顺西露天煤矿 

  项目介绍： 

毛公铁矿位于抚顺县石文镇，当前年处理铁矿石 300 多万吨,

年产铁精粉 100 余万吨，矿山保有铁矿石资源量 3500 多万吨，

主矿体两端没有封闭，公司已经申请探矿权，正在开展勘查工作，

预计可增加资源量数千万吨。为解决废弃资源再利用问题，将尾

矿砂回收制造生产建筑使用的发泡陶瓷和尾砂部分充填采矿场

地下采空区。 

辽宁罕王绿色建材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罕王控股有限公司，

是以绿色建材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为主的集科、工、贸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绿色建材企业。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还获得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评选

的“利废新材料示范企业”、“利废新材料领军人物”、“利废新材

料品牌建设”称号。 

抚顺西露天矿开采于 1914 年，解放以后，先后经过 7 次重

大技术改造。现采取“分区开采、联合运输，内部排土”的生产

工艺，实行水平分层开采。矿坑东西长 6.6 公里，南北宽 2公里，

总面积为 13.2 平方公里，开采垂直深度至-388 米。党和国家对

矿山的发展十分关怀和重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来这里视察。至今已有 1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友人以及省内外各界人士到此观光旅游，饱览十里煤海

的雄姿。 

行程安排： 

8:00 东山宾馆四号楼门前广场集合（所有代表在此前退房

并提取行李随行） 

10:00 到达罕王绿色建材生产基地 

10:30 前往罕王毛公铁矿 

11:00 到达毛公铁矿 

11:40 前往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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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代表午餐 

13:15 前往抚顺西露天煤矿 

14:00 前往沈阳（分两个目的地：1）沈阳北站/沈阳站；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15:00 到达沈阳 1）沈阳北站/沈阳站；2）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活动结束，代表自行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