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阿格斯国际金属锑会议
环境政策与国际锑业展望
2月28日 - 3月1日   |   新加坡卡尔登酒店

为什么2018年阿格斯国际金
属锑会议？
• 与全球锑矿商和生产商、贸易商和工业用

户，及亚洲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分
析师会面

• 了解中国最新的环保政策对全球供应链
的影响

• 了解全球锑工业的最新市场发展和趋势
• 与锑的主要生产者建立关系从而促进投

资和商业发展机会
• 听取主要市场参与者对主要行业发展的

最新动态

总览
加入2018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阿格斯国际金属锑
会议，新加坡作为锑业利益相关的一个平台，将聚集和讨论这些即将
到来的趋势和挑战。

会议主要议题包括： 
• 新的锑应用带来了哪些新兴的机遇？
• 锑价上涨是否会激起投资者对新的采矿基础设施的兴趣？
• 铅酸蓄电池回收—是否会改变游戏规则？趋势、机遇与挑战将会

是什么？
• 由于健康和环境问题，阻燃剂制造商正在寻求锑替代原料。这将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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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partners

2018 年阿格斯国际金素锑业会议确认发言嘉宾

Geert Krekel, 国
际锑协会主席

Maurits Bruggink, 
Critical Raw Material 
Alliance秘书长

Charles Swindon, 
RJH Trading 常务
董事

Vitaliy Butkeev, 
GPM Chemicresources 
物流主管

Michael Schmidt, 德
國原物料管理
局 (DERA)，和联
邦地球科学及自
然资源研究所 
(BGR)

Sally Xu, 
Argus 市场
分析师

赞助 
在生产者、矿业公司、消费者、贸易商、加工企
业、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众多出席者中提高您
的知名度广泛的赞助及参展套餐可匹配您的多
种预算方案，并将以高价值回报您的投资。

您的赞助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 在会议网站、营销材料、标牌和投影屏幕上

显示企业徽标与链接
• 设立于参会代表登记、社交与享用茶点的多

流量区域内的展台
• 在每个会议坐席上分发宣传资料
• 会议刊物中刊登全彩广告
• 向阿格斯客户订阅刊物中分发的会议广告与

通告
• 为您的客户提供多代表通行以及折扣的赞

助利率
• 冠名赞助社交活动，如午餐、会议接待与中

场茶歇
• 可以与参会代表进行会谈的独立会客室

Yuichi Hattori,
Suzuhiro 
Chemical Co., Ltd.
总经理，销售部

Caroline Braibant,
国际锑协会秘
书长

Hans Vercammen,
Campine锑和塑料 
业务部门经理

Sponsor

何孟常, 北京
师范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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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阿格斯国际金属锑会议

09:00 - 09:30 
欢迎茶点 

09:30 - 09:40 
会议主持开幕辞
Geert Krekel, 国际锑协会主席

第一部分: 全球金属锑供应与需求格局
 
09:40 - 10:10
全球锑市场至2023年的展望
• 各国特定的贸易分析
• 锑金属未来供需（至2023年）
Michael Schmidt, 德國原物料管理局 (DERA)，和联邦地球
科学及自然资源研究所 (BGR)

10:10 - 10:40:
俄罗斯金属锑市场展望 
Vitaliy Butkeev, GPM Chemicresources 物流主管

10:40 - 10:50: 问答环节

10:50 – 11:20: 自由交流与茶点

11:20 - 11:50 
北美和欧洲的锑产品管理
Caroline Braibant, 国际锑协会秘书长

11:50 – 12:20           
亚洲新锑矿区的出现 

12:20 - 12:30: 问答环节
 
12:30 – 14:00: 商务午餐 

第一天  |  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

14:00 - 14:30 
欧洲金属锑市场展望
Charles Swindon, RJH Trading 常务董事

14:30 - 15:00 
欧盟促进锑矿区投资的举措—对锑的供应和需求有何影
响？
Maurits Bruggink, Critical Raw Material Alliance秘书长

15:00 - 15:10 问答环节

15:10 - 15:40: 自由交流与茶点

第二部分: 中国金属锑产业与市场展望

15:40- 16:10
中国金属锑生产展望 
Sally Xu, Argus 市场分析师

16:10- 16:40
中国金属锑生产污染治理和最新环境法规
何孟常,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16:40 - 16:50 问答环节

16:50– 17:00
会议主持闭幕辞
Geert Krekel, 国际锑协会主席

17:00 – 20:00: 鸡尾酒招待会 

第二天  |  2018年3月1日（星期四）

08:50 - 09:30 
欢迎茶点 

09:30 - 09:40
会议主持开幕辞

第三部分: 金属锑下游应用与市场趋势

09:40 - 10:10
日本应用和法规更新对三氧化二锑的需求
• 日本三氧化二锑市场
• 日本三氧化二锑的法规更新
• Suzuhiro的锑精矿产品
Yuichi Hattori, Suzuhiro Chemical Co., Ltd. 总经理，
销售部

10:10 - 10:40
阻燃行业严格安全条例和草案的出现—威胁与挑战

10:40 – 10:50: 问答环节

10:50 – 11:20: 自由交流与茶点

11:20 – 11:50
从铅酸蓄电池回收中回收锑—是否会改变游戏规则？趋
势、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Hans Vercammen, Campine 锑和塑料业务部门经理  

11:50 – 12:20
新型锑应用的新机遇

12:20 – 12:30: 问答环节

12:20 – 12:30: 
会议主持闭幕辞

12:30 - 14:00: 商务午餐 



时间&地点：
2月28日-3月1日   |   新加坡

会议注册：2018年阿格斯国际金属锑会议
电子邮件：
yuanchang.yu@argusmedia.com

电话： 
 +65-6496 9922

MAIL:
Complete this form and post to the address below

Tick here to request for Argus market services

illuminating the markets

条款和协议中：
我们”指的是阿格斯新加坡有限公司 Argus Media Singapore Group Pte Ltd，登记号是
201330289W，注册办公地址是50 Raffles Place, #10-01 Singapore Land Tower, Singapore 
048623; “你”“您”指的是与会代表“您”或 者“您们”。 关于报名，我们支持网上预定、
电子汇款预定和邮寄预定。在接受预报名之后（包括 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将会与您
签订合同，包含以下的条款和协议。

关于支付
1.  如果未收到您的全额汇款，我们将为暂时为您保留预订直到收到全额汇款，参照下面

条件2，您须了解，我们无法保证报名成功。
2. 付款须在下列规定期限内尽早完成：（i）本付款通知书后的30日之内（ii）不迟于会议

举办前的前7日。
3. 注册费为固定金额，除规定的减免优惠政策外，如不参加某项会议活动亦不享受优惠

和折扣。
4. 享受减免优惠政策须在以上指定日期之前完成预定和全额付款。

取消和替代
1. 如您无法到会，您可指定代表代替参会，您须在会议举办48小时之前以书面形式发至

asiaconferences@argusmedia.com 通知我们。
2. 会议举办前至少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asiaconferences@argusmedia.com 取

消预订的，除扣除15%的手续费外，所有费用予以退还。此后收到的取消预订，注册费
不予退还。

3. 无论何种理由未能参加全部或部分会议活动的，将被视为取消预订过晚，所有费用不
予退还。

4. 如会议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被取消，那么我们将全部退还注册费。但因会议取消而
产生的任何其他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签证或住宿费用）、开支或其他
负债，我们概不承担责任。获得退款最多可能需要25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
1. 会议日程适时发布；但可能会有内容、发言嘉宾、会场或者时间等相关的调整。
2. 如您有特殊要求（例如交通或饮食要求），请在预定报名时通知我们。
3. 我们保障您由于任何原因拒绝参加会议期间某项活动的权利。
4. 会议期间演讲嘉宾的观点不是阿格斯观点。所有会议资料我们根据提供的“既定”信

息呈现给您，不保证其准确及精确性。
5. 您须同意，除非另有声明，我们享有会议资料和嘉宾名单的知识产权。
6. 未经我们事先认可，您不得拍摄或者录制我们的全部或任何会议活动。
7. 您须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任何基于安全和健康要求（例如禁止吸烟）的规定。

保密协议
1. 我们将遵守《1998年数据保护法》，保护您向我们提交的任何个人信息。
2. 我们或其他严格保护您隐私的第三方可能会通过电话、邮递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您

提供您可能感兴趣的信息或服务。如您不希接收此营销类信息，请联系我们。
3. 您须同意，出于会议营销需要，我们会用到您的公司名称。
4. 我们将会录制（以视频或者其他可视方式）全部或者部分会议活动。您须同意，出于培

训、宣传和存档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利用或者传播相关录制品。

通用条款
1. 会议期间的保险由您个人担负。
2. 会议期间由您个人原因导致的财物或其他损失和伤害，将由您全权负责。
3. 除由于我们工作失误或者隐瞒导致的人身伤亡之外，我们担负的赔偿费用将不超过根

据本协议由您支付给我们的费用总额。
4. 您将负责保管会议期间的个人财物，会议期间出现的个人财物损失或失窃我们不予负

责。
5. 此条款和协议连同注册表构成您和我们之间的全部合同。
6. 如果此条款和协议（全部或部分）中某项规定不符合权威机关法律或法规，其他款项

仍将生效。
7. 此条款和协议将受英国法律的约束，您须同意协议提交至英国法院专属管辖

argusmedia.com

报名表格
请用大写

公司细节
公司名称: 
地址:  
城市:
邮编:
国家:

参会代表细节1:
姓名: (请勾选)先生/女士:
职位:
联系电话:
邮箱:

参会代表细节2:
姓名: (请勾选)先生/女士:
职位:
联系电话:
邮箱:

如对食物有特殊要求或行动不便需要特殊帮助请在
此注明:
参会人数:

签名:
日期:

  提早优惠价：美金 1600（提早报名优惠价于2018年1月5日截止）

  标准费用：美金 1800 

中国全内资和国有企业限量报名优惠，请联系余元昌经理：
邮件: yuanchang.yu@argusmedia.com
电话: +65 6496 9922 

会务费包含：
• 参加所有阿格斯国际金属锑会议的日间活动内容
• 于2018年2月28日举办的鸡尾酒会
• 2018年2月28日与3月1日商务午餐
• 会议期间每天茶歇
• 一套会议资料
• 会务费中不包含差旅、住宿与签证费用
• 会务费遵循现行政府税费

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
请与会嘉宾填写右边的报名表格并且签名和盖章后扫描给我们。然后我
们会发送给您我们的银行汇款信息。汇款请务必在会议举办前完成，以方
便我们为您进行相关资料的准备。发票请届时在会议注册台领取。谢谢

条款和协议

会议行程查询，请联系：余元昌
来电咨询 +65 6496 9922
邮件咨询 yuanchang.yu@argusmedia.com

有关赞助套餐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 William Fork
来电咨询 +65 6496 9951
邮件咨询 william.fork@argusmed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