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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请 函
中国.北京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难言乐观，很多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全球矿

产资源需求端疲软，很多矿业公司已经陷入泥潭，众多拥有优质资产的

大型矿业公司遭遇资金和经营危机，可能会被迫出售核心资产，甚至出

售公司，从而有不少好项目流入市场，成为另外一些实力的大公司的投

资良机。全球矿业并购窗口或将再次开启，谁能抓住机会，谁就有可能

完成蜕变，迈入顶级矿业公司行列。但最终能否把握战机则需要胆魄，

又需要智慧。

好项目和好资方就像千里马之于伯乐，可遇而不可求。陕西矿采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搭建矿库网、矿集网系列矿业互联网平台，同时作为

阿里拍卖授权服务机构和发拍机构为矿业权投融资双方搭建平台，让矿

业权转让方和投资方通过线上线下高效对接、撮合成交、互利共赢。矿

库网、矿集网携手国内外众多矿业投资机构、地勘单位、矿山企业主等

将于 2020 年 11 月 18-20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首届《2020 国际矿业权投资

大会》。大会期间预计有 100 余家矿业投资机构，200 余家矿山企业带

来 400 多个优质矿业权进行 21 场路演，集中对接，面对面交流。大会

不仅是线上平台矿业权项目的一次集中落地对接，更是投资方与矿山企

业主合作的起点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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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地点、主题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18-20 日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

会议酒店：北京锡华商务酒店

大会主题：新时期、新机遇、促成交、赢未来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矿库网

矿集网

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矿业增值服务联盟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矿业专业委员会

中国矿权资源网

中能化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矿源有色冶金研究院

北京阳光创译语言翻译有限公司

国际矿业信息网

新疆矿业联合会矿山增值服务联盟

新疆丝路矿业合作论坛秘书处

新疆天地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哈萨克斯坦东邦国际集团

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矿山固废资源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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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拟）：

阿里云创新中心、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中国黄金协会、中国

矿业联合会（拟）、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拟）、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两化融合委员会、中关村绿色矿山

产业联盟、国家磁电与低温超导磁体应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地质

科学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中国工业固废网 、北京固废通固废资源

化利用有限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拟）、中国科学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天津国际矿业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拟）、上海

联合矿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拟）、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拟）、

武汉国际矿业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业联合

会、西安市进出口商会、新疆大明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东邦亚

洲集团

支持单位（拟）：

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中陕核工业集团地质调查院有限

公司、缅甸东邦国际集团、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佰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葡萄牙东邦欧洲集团、江西省矿联投资管理公司、灵宝

市众驰商贸有限公司、新疆律泰矿业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吉尔吉斯斯坦

潘神金矿、西安东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

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树人（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雨

仁律师事务所、陕西睿思律师事务所

翻译支持：西安译宏翻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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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支持：中国自然资源报、中国矿业报、中国工业报、中国黄金

报、中国煤炭报、中国矿权资源网、新疆矿权资源网、中国工业固废网、

矿库头条

合作投资机构：详见附件

承办单位：

陕西矿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阿里拍卖.资产授权服务机构）

陕西东富兴拍卖有限公司（阿里拍卖.资产发拍机构）

三、大会主题和亮点

（一）会议形式：

主题演讲、项目路演、特色专场、论坛研讨

（二）与会嘉宾：

政府部门领导、自然资源部专家、地勘单位、招商部门、行业协会、

行业联盟、矿业投资机构高管、著名经济学家、上市公司领导、矿山企

业主、产权交易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财经媒

体记者、矿业行业媒体等；

（三）会议规模：线下 500 人 ，线上预计 5 万人次

展位规模：10个

（四）看点十足：

1.聆听：聆听自然资源部专家、著名经济学家、著名投资机构最有

远见最有思想的主题演讲；

2.参与：参与百家国内外矿业投资机构大佬与矿业企业领袖的头脑

风暴；

3.碰撞：分享 21场精彩智慧的矿业权商业路演

http://www.baidu.com/link?url=vaFbxQgC5kA2YLei7Eh-svHIheDILdlJNaEkQLmWSFogIuFtlIitCtN6rN0GiWhi1vZIYk6PJ_qNkvmTz3EWVgI0yP-hgWu0X8nwJaQZ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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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播：矿库网、矿业系列自媒体、行业媒体、社群等互联网全渠

道传播。

（五）亮点抢先：

1.大会启动仪式：重量级嘉宾同台为大会启幕

2.主题演讲：自然资源部专家解读国家政策和矿业投资方向

3.投资大佬精彩演讲和沙龙助阵

4.阿里拍卖.资产矿业权竞拍新模式、矿库网线上对接新模式

5.优质矿业权项目路演，投资抄底好时机

6.邀请与会矿业投资机构 100 余家

7.邀请与会矿权项目 400 余个，安排 21场矿权项目路演

8.优质矿权项目可提前在[阿里拍卖.资产]平台上发拍，平台上有

交易过亿的投资人保有量 1000+

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11月 18日 9:00-22:00 参会嘉宾报道、领取会议资料、展位布展

11月 19日

9:00-9:15 大会启动仪式：重量级嘉宾同台为大会启幕

9:15-10:00 自然资源部专家《关于矿业投资政策及市场解读》

10:00-10:20 大会合影、茶歇

10:20-11:20
宣读矿业投资机构投资意向、投资大佬演讲报告、投资人

沙龙

11:20-11:40 《矿业新政下矿权投资交易模式选择及其关键》（拟）

11:40-12:00 阿里巴巴[阿里拍卖.资产]矿权板块介绍、矿库网介绍

12:00-13:30 午餐时间、自由洽谈时间

13:30-17:30 矿业权项目路演：1-12 号矿权项目

18:00-20:00 晚宴《矿采云之夜》

11月 20日

9:00-12:00 矿业权项目路演：13-21 号矿权项目

12:00-13:30 午餐时间、自由洽谈时间

13:30-16:00 矿权闭门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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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拟邀投资机构及技术单位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盛大矿业有限公司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靖宇县远航矿业有限公司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兴宏泰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国测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金润矿业有限公司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辉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沃尔特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中商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靖远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有色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灵宝黄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华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绿色生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肃北县金鹰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大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 北京首钢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神州地矿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咸阳非金属研究院设计院有限公司 新疆特力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新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咸阳西北有色七一二中队有限公司

陕西华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北有色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黄金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金控黄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矿东方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久盛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学院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 稀有金属分离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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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东富兴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西北有色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六、参会方式：

参会费用及赞助方案

类型 名称 价格 包含服务和权益

参会参展

参会嘉宾 2600 元/人 会议资料、4餐商务餐

团体参会（3人） 2300 元/人 会议资料、4餐商务餐

项目路演

（送两个参会名额）
12000 元/次

现场报告 10 分钟+专家推荐 10 分钟

1面会刊彩页、会议资料、4 餐商务餐

矿权展位

（送两个参会名额）
12000 元/个

展位一个、背景墙制作、1面会刊彩页、

会议资料、4餐商务餐

会刊

矿业权介绍彩页 2000 元/面 注：不参会企业

封底内页（独家）

（送两个参会名额）
10000 元 会议资料、4餐商务餐

封皮内页（独家）

（送两个参会名额）
10000 元 会议资料、4餐商务餐

备注说明

大会总冠名赞助、晚宴赞助、物品赞助等其他赞助请咨询大会组委会服务项目

中广告画面需由参会单位自行排版设计，组委会提供发布和制作服务。大会参

会信息需要提前录入会刊进行印制，故不接受现场报名。

七、参会缴费方式（请认准会议指定缴费方式）

银行转账（汇款请注明会议费）

账户名称：陕西矿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兴业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账号：45601010010094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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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组委会联系方式

陕西矿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矿库网）

联系人：周燕华 18202992950

地 址：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阿里巴巴丝路总部 5 层 515

网 址：矿库网 www.mine999.cn、矿集网 www.mine111.com

陕西矿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矿库网、矿集网）

（签章）

2020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mine99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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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合作投资机构

投资机构 意向投资矿种 预算金额 项目偏好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铜矿、铝土矿 成熟矿山

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不限 1000-3亿美金

上海融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能源 不限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钼矿

新疆大明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铁矿 不限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矿、铜矿 不限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金矿

中国鼎汇资本有限公司 全面投融资

山东黄金（北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金矿为主 越大越好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金矿

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

罕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铁镍为主，发展

有色和黑色金属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矿为主，发展

有色金属

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金铜有色金属全

面发展

北京佰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哈萨克斯坦东邦国际集团 不限

葡萄牙东邦欧洲集团 稀有金属 不限 中亚地区

江西省矿联投资管理公司

宁夏新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金控黄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矿

莱钢集团矿业公司

马鞍山钢铁集团矿业公司 铁矿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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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非金属矿

丰宁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久盛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 铜矿

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 铅锌矿

Dynaco Capital Inc.

共进俄罗斯矿业咨询
金矿为主，全面

发展

北京聚丰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聚益科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 铝土矿

......

武钢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铁矿

金诚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不限


	媒体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