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第三届）中国国际黄金大会日程

矿业板块
时间

市场板块
矿业与技术

消费板块

项目推介会

第一天，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全体会议
8:30-10:00

中国黄金协会理事会——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B 会议室
权威信息发布论坛——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 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崔建国
中国黄金协会党委书记、会长宋鑫讲话

10:30-12:30

1.《中国黄金行业社会责任报告(2018 版)》：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王胜斌、颁发评级报告及赠书仪式
2.《中国黄金年鉴 2018》
：中国黄金协会科技部主任李亮
3.《全球白银年鉴 2018》
（中文版）、
《全球铂钯年鉴 2018》
（中文版）：英国金属聚焦有限公司首席顾问菲利浦（Philip Klapwijk）、董事卡
瓦利斯（Nikos Kavalis）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市场策略师芮强（John Reade）发言“黄金市场展望——2048”
12:30-13:30

自助午餐 - 国家会议中心一层宴会厅 C

第一天，7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专题论坛

14:00-15:30

黄金勘探与资本市场论坛

加拿大矿业投资论坛

商业银行黄金与金融科技论坛

2018 中国黄金珠宝创新发展论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6A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坛

主持人：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

主持人：庄严矿业公司董事总经

共同主办：中国建设银行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晓兆

理田禾

主持人：中国建行银行金融市场

主持人：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

 普华永道中国业务负责人苏启
元（Ken Su）

 英国商品研究所贵金属分析师
基里连科（Kirill Kirilenko）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何吉平

 荷兰 Goldletter International
社长、总编彼特瑟（Marino
G. Pieterse）

 麦肯锡公司金属与矿业高级专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副领事傅智
康（Ｍark Phelps）

 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中国
业务发展总监徐冉

 加拿大庄严矿业公司矿业工程
师罗伯茨(Wes Roberts)

 金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总
监刘莎

 招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赵乐

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格根

会长杨奕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张永涛

 上海黄金交易所研究总监张爱

司战略顾问曹阳

 东莞信泰企业投资管理集团有

农

 世界黄金协会美国董事总经理

限公司总经理王瀚康

 上海张铁军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约瑟夫·卡瓦托尼(Joseph
Cavatoni)

董事长张铁军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

 建信金融科技公司副总裁姜俊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金鹏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金融解决方

 世界黄金协会研究部总监何乐

案总监谢军

思（Alistair Hewitt）

家霍夫曼（Kenneth W
Hoffman）

 加拿大环球矿业资本有限公司
董事长石凯（Keith Spence）
15:30-16:00

16:00-17:30

茶歇
黄金产业链管理论坛

俄罗斯矿业投资论坛

商业银行黄金与金融科技论坛

2018 中国黄金珠宝创新发展论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6A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坛

主持人：加拿大赫氏公司高级顾

主持人：俄罗斯黄金协会主席卡

共同主办：中国建设银行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问莫伟（Chris Twigge-

舒巴（Sergey Kashuba）

主持人：建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

主持人：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

副总经理格根

顾问许文军

Molecey）

 伦敦金银协会首席技术官哈比
（Neil Harby）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刘永胜

 国际氰化物管理协会主席贝特
曼（Paul Bateman）

 美国责任商业联盟责任矿产倡
议项目经理斯米尔诺娃
（Marianna Smirnova）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发展
部主任孙立会

 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副部长谢
尔盖耶维奇（Besprozvannykh
Aleksey Sergeevich）

 俄罗斯黄金协会主席卡舒巴
（Sergey Kashuba）

 俄罗斯多金属国际公司战略市
场总监爱信（Ai Sin）

金控总经理张峰

 易观天马云商执行总裁冯阳松
 周大福集团商品管理部总经理
韦剑锋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产品实验室
副总经理高博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雄伟

 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移动支付项
目组组长朱彦

 浙江黄金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盛相中

 华为技术团队企业 EI 智能展示

 俄罗斯高原黄金矿业公司 CEO
亚历山德罗夫(Denis

金有金良好黄金生态圈的签约仪

Alexandrov)

式

 克拉斯茨维特公司冶炼部副
CEO 贝洛夫（Sergey Belov）

 考比金田黄金勘探公司 CEO
达姆润（Mikhail Damrin）
第二天，7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全体会议
09:00-10:10

 山东黄金集团党委委员、山金

大会开幕式——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B 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永涛

 中国黄金协会会长宋鑫致辞
 世界黄金协会主席郝达伟（David Harquail）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金融司司长纪志宏致辞
 国务院安全委员会成员、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黄金协会名誉会长王德学致辞
 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副部长谢尔盖耶维奇（Besprozvannykh Aleksey Sergeevich）致辞
 国资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局局长张涛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副司长余薇致辞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谭炯致辞
 南非驻华大馆公使包博森（Debora Balatseng）致辞
10:10-10:30

茶歇
“宏观经济形势与黄金投资发展”主旨论坛——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B 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人民银行市场金融司司长纪志宏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
 上海期货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姜岩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河
10:30-12:30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民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冰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翁占斌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执行官施安霂（Aram Shishmanian）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中国黄金投资/交易市场未来发
展方向建议
主旨演讲——新兴市场的未来发展

 新兴市场投资之父马克·墨比尔斯（Mark Mobius）
12:30-13:30

自助午餐 - 国家会议中心一层宴会厅 C

第二天，7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专题论坛

“一带一路”矿业发展论坛

墨西哥矿业投资论坛

中国黄金市场国际化发展之路

中国（罗湖）黄金产业链升级及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6A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新业态论坛

主持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副总

主持人：墨西哥经济部驻华代表

共同主办：上海黄金交易所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经理赵占国

处参赞霍尔海（Jorge Millan）

中国民生银行
主持人：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

主持人：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山恩

部总经理杨越

 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
 中银国际环球商品市场策略主
管付晓

 紫金矿业集团副总裁方启学
 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国首席代表
艾德华（Jon Edwards）
14:00-15:30

 墨西哥经济部驻华代表处参赞
霍尔海（Jorge Millan）

 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局参赞福
力慧（Felipe García）

 新兴市场资本（EMC）总管蒙
罗伊(Jorge Ramiro Monroy)

 上海黄金交易所总经理王振营
 伦敦金银协会执行总裁露丝•
克罗韦尔（Ruth Crowell）

 民生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执
行董事郑万春
圆桌论坛：

 赫氏集团咨询经理黄卫华

主持人：新加坡贵金属市场协会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处商务

首席执行郑良豪

参赞博涛(Matthew Brent)

 上海黄金交易所研究总监张爱农

 澳大利亚西澳洲政府矿业部高

 上海期货交易所商品一部总监李

级经理高劢

辉

 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杨越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主席费希尔
（Paul Fisher）

 芝商所集团执行总监，全球金属
产品主管 Young-Jin Chang

 伦敦金属交易所市场拓展总监马
诺文(Robin Martin)

 工银标准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

 深圳市罗湖区副区长左金平致
辞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永涛

 罗湖区投资推广局局长郭桂林
 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宜三

区总经理，亚洲金融市场业务总
经理罗浩
15:30-16:00

茶歇
深部开采及数字化矿山技术论坛

中国（罗湖）黄金产业链升级及
新业态论坛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主持人：山东黄金集团总经理助

主持人：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

遇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理、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新兵

主持人：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

主持人：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

部副总经理邓星梅

中心副主任刘山恩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经理宋钰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

培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吴爱祥
 赫氏集团澳洲及亚洲董事总经
理夸克（Jan Kwak）

 波兰柯母斯特公司董事长海曼.
16:00-17:30

中国互联网黄金业务的发展与机

蒙古矿业投资论坛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6A 会议室

 蒙古矿业权交易所 CEO 纳仁
 蒙古驻华大使馆参赞巴扎尔萨
德(Luvsansharav Bazarsad)

 蒙古矿业与重工业部政策司负

马耶夫斯基（Przemyslaw

责人德尔杰贾佳尔(B.

Majewski）

Delgerjargal)

 北京智矿磐石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周可

 哈莫尼黄金公司东南亚 CEO
海尔登（Johannes van
Heerden）

勤

巴特（Z. Naranbat）

 蒙古石油与矿产管理局官员策
格策（Tsegts）

 蒙古矿业权交易所国际事务负
责人乌仁娜(D. Uranchimeg)

 民生银行副行长李彬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左胜高
 京东京东金融副总裁、财富管
理事业部总经理周宇航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司董事总经理高波

 萃华珠宝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柴
钢
圆桌会议
主持人：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山恩

民生银行与京东金融战略签约仪
式

参与嘉宾：

 平安银行贵金属金融事业部
（筹）副总裁李涛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高波

 招金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
永慧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赵举刚

第二天，7 月 25 日（星期三）晚上
黄金投资分析师沙龙——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 会议室
主办：中国黄金协会、浙商银行
主持人：中国黄金协会副秘书长郎秋美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王胜斌致辞
 浙商银行副行长张长弓致辞
18:00-21:00

 浙商银行首席分析师殷剑峰：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市场策略师芮强（John Reade）：黄金投资市场发展趋势
历届黄金投资分析师大赛冠亚军对话

 美国 CPM 集团董事合伙人克里斯蒂安(Jeffrey M. Christian)
 浙商银行分析师
 三届大赛冠军黄诗韵、刘禹翔、熊彦博
第三天，7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专题论坛

08:30-10:30

黄金绿色环保发展论坛

“海上丝绸之路”——黄金珠宝

黄金衍生品市场发展论坛

黄金供给侧改革与区块链技术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新市场、新机遇论坛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持：招金集团执行总裁董鑫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306A会议室

共同主办：上海期货交易所

主持人：山东金软科技股份有限

主持人：新加坡贵金属市场协会

主持人：上海期货交易所高级经

公司总经理姚卫东

首席执行官郑良豪

理鞠成鑫

 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

 领导致辞

 长春黄金研究院副所长迟崇哲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邹琳

 意大利 IKOI 公司董事长菲奥罗
（Giovanni Faoro）

 液化空气全球市场总监纳纳

主任刘山恩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行业拓展总
监陈志君

 新加坡贵金属市场协会副首席
执行官张亮(Gordon Cheung)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陈道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金属
业务中心总裁李瑢

 芝商所集团执行总监，全球金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研究员蒋国庆：国际区块链前
沿技术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
所相里朋：区块链安全质量保
障与实践

（Slim Naanaa）

 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阙潇丰

 加拿大凯梅科研究公司冶金实
验室经理阿吉斯（Randy
Agius）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桂廷

 印度黄金珠宝协会秘书长梅塔
(Surendra Mehta)

 印度玉石珠宝出口促进协会区
域会长品嘉（Prakash
Chandra Pincha）

 马来西亚黄金首饰商联会高级

属产品主管 Young-Jin Chang

 美国 CPM 集团董事合伙人克
里斯蒂安(Jeffrey M.
Christian)

 上海期货交易所高级经理赵莹
 山东招金集团副总经理李宜三

顾问厄明萧(Ermin Siow)

 微软公司架构师孙冠毅：重塑
企业信任基石

 平安银行贵金属金融事业部
（筹）副总裁李涛：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前景

 中关村大数据联盟副秘书长颜
阳：区块链+赋能数字经济与

 新加坡 SK 珠宝集团执行董事

黄金产业升级

 墨客中国 CEO 李长欣：区块

玛丽琳（Mary Lim）

 德诚珠宝集团副总裁方思杰

链底层技术之争

 越南金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汗（HT Khanh）

 缅甸金业发展有限公司高级顾
问鲁克（Marcus Loke）
10:30-11:00

茶歇
黄金绿色环保发展论坛

“海上丝绸之路”——黄金珠宝

黄金衍生品市场发展论坛暨黄金

黄金供给侧改革与区块链技术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0 会议室

新市场、新机遇论坛

期货上市 10 周年专题活动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B 会议室

主持：紫金矿业总工程师郭先建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6A 会议室

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11A 会议室

主持人：山东金软科技股份有限

主持人：新加坡贵金属市场协会

共同主办：上海期货交易所

公司总经理姚卫东

首席执行官郑良豪

主持人：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

11:00-12:30

中心副主任刘山恩

 自然资源部资源储量司

 世界黄金协会印度董事总经理

圆桌论坛：黄金期货 10 周年之

 中国黄金集团副总经理魏山峰

SOM PR
 新加坡贵金属市场协会副首席

我见

 世界黄金协会首席财务官特
里·海曼（Terry Heymann）

执行官张亮(Gordon Cheung)

 交通银行贵金属交易中心总裁
李瑢

 青岛万物通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人、CEO 许中阳：
区块链技术与黄金交易安全

 山东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南非矿业冶金协会主席恩德洛
武（Sehliselo Ndlovu）

 长春黄金设计院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张广篇

 中加水环境安全联合研发中心
专家、加拿大赫氏公司高级顾
问莫伟（Chris TwiggeMolecey）

 新加坡 SK 珠宝集团执行董事
玛丽琳（Mary Lim）

 马来西亚黄金首饰商联会高级
顾问厄明萧(Ermin Siow)

 缅甸金业发展有限公司高级顾
问鲁克（Marcus Loke）

 印度黄金珠宝协会秘书长梅塔

域会长品嘉（Prakash
Chandra Pincha）

 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周灿坤

 德诚珠宝集团副总裁方思杰
 深圳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万洲

 深圳市冠华珠宝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楚焕

 深圳市福麒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汪霄霄
自助午餐 - 国家会议中心四层大会堂 A

第三天，7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全体会议
14:00-15:30

经理姚卫东：大数据助力黄金

 广东粤宝黄金公司董事长甄伟

珠宝供应链优化升级

钢

 美国 CPM 集团董事合伙人克
里斯蒂安(Jeffrey M.
Christian)

黄金市场金融高峰论坛——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B 会议室
主持人：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

 中科富融科技集团首席研究员
高远：区块链在文化产业中的
应用

 德国商会副会长

 上海期货交易所高级经理赵莹

(Surendra Mehta)

 印度玉石珠宝出口促进协会区

12:30-13:30

 山东招金集团副总经理李宜三

圆桌讨论
启动仪式：2018 中金杯黄金投
资分析师期货实盘大赛

 中国工商银行贵金属业务部总经理李宝权致辞
 著名经济学家姚景源
 上海黄金交易所总经理王振营
 海通证券首席分析师姜超
圆桌对话：变革时代的贵金属金融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贵金属业务部副总经理赵文建
 伦敦金银协会执行总裁露丝•克罗韦尔（Ruth Crowell）
 工银标准贵金属战略发展及清算、仓储业务主管拉杰•库马尔(Raj Kumar)
 大华银行贵金属业务负责人杨瑞琪
 世界黄金协会美国董事总经理约瑟夫·卡瓦托尼（Joseph Cavatoni）
15:30-16:00

茶歇
黄金矿业巨头圆桌对话——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9AB 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彭齐鸣

 中国黄金集团董事长宋鑫
 山东黄金集团总经理、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红
16:00-17:30

 紫金矿业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方启学
 山东招金集团董事长翁占斌
 巴里克黄金大中华区总裁李雨灿(Woo Lee)
 哈莫尼黄金公司东南亚 CEO 海尔登（Johannes van Heerden）
 IAMGOLD 黄金公司董事长莱特文（Steve Letwin）

第三天，7 月 26 日（星期四）晚上
18:30-20:30

“平安银行——黄金之夜”（凭邀请函）
主持人：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硕士彭冬雪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崔建国致辞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致辞
 平安银行贵金属金融事业部（筹）副总裁李涛致辞
 2017 年度中国黄金行业排行榜发布授牌及 2017 年度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颁奖
 百泰模特走秀及文艺表演
 “中金杯”全国黄金首饰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