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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113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雪峰西路751号   

网址：www.hdnylon.com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荣获“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

通过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绿色纤维”标志认证

荣获纺织之光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荣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三等奖

建设华鼎股份院士专家工作站

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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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宏观逻辑复杂多变，全球市场风波再起。国内骤然转向监

管去杠杆，商品牛市还能否再续？原油一度大幅回落，原油减产协议还

能否重塑信心？美联储加息之后又有缩表预期，人民币汇率是否又将再

受冲击？

　　多重因素叠加，锦纶行业2016年11月份以来经历了一轮暴涨暴跌

的行情，需求多有损伤，行业信心不足。年内CPL大幅扩能再次成为行

业焦点，产业链供需格局又将如何演变，下游企业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语

权？环保升级的背景下，行业的供求格局是否有新的变化，印染产业的

转型中又将对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汇率不确定的影响下，产品出口

是否会有新突破？

　　面对宏观的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对锦纶行业变革方向的探索，

2017年9月14 -15日诚邀各界精英汇聚全球小商品中心——义乌，聚焦

锦纶产业链，探讨行业发展，“第十二届尼龙产业链市场与发展论坛

（2017） ”热忱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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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题

（CCF保留议题的修改权，最终议题将于会前发布）

全球经济大变革下的传统行业

扩能高峰下CPL的新供应格局

联动频繁的纯苯与CPL

锦纶产业链的上下游博弈

锦纶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

贴身服饰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环保升级下印染行业的发展探索

汽车行业的PA工程塑料发展

锦纶66纤维的瓶颈与突破



2017年9月14-15日

历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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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三鼎开元名都大酒店

民用纺丝

贸易商

织造、服装

聚合物上游

聚合物

设备、助剂等配套企业

工塑、工业等企业

金融机构及其他



项目 形 式 备 注费用

金牌支持

★ 贵公司名和标识（logo）以金牌支持单位冠名出现

    在会议各宣传资料中

★ 贵公司名和标识（logo）以金牌支持单位冠名出现

    在主会场背景板及会议各处宣传资料中

★ 大会开始前播放公司宣传片

★ 大会《论文集》定版彩版一页

★ 金光大道大型喷绘1块

★ 参会代表名额内宾3个

￥32800

业务咨询台 ★大型背景喷绘一块，2桌4椅 ￥12000

￥4000★ 赞助商资料置于资料袋内

支持单位 ￥18800

★ 大会支持单位冠名

★ 大会《论文集》不定彩版一页

★ 金光大道大型喷绘1块

★ 参会代表名额内宾2个

￥15000

￥9000 

￥8000

￥9000

￥9000

￥6000/页

★封面

★封二

★封三

★封底

★内一

★其它内页（不定页）

论文集

（A4彩版）

自行设计尺寸规格

216mm×291mm

分辨率：300dpi

￥8000 

￥2000

代表证背面赞助

★ 可印制赞助企业的公司名、标识（logo）、

    联系电话和广告语

★ 字数不超过25个

★ 可印制相关公司名称、联系电话或公司广告语

★ 字数不超过25个名录页脚赞助

企业宣传片播放 ￥9000

★ 会议开始前播放企业宣传片

★ 播放时长：5分钟

★ 素材由客户自行提供

限3家

会议资料袋赞助 ￥5000
★ 赞助企业提供参会客户资料袋，

    可以将一份资料放置资料袋内
仅限1家

Lorem�
ipsum代表证背面赞助

资料发放

大型喷绘赞助

杂志特刊宣传

茶休区赞助 ★ 茶休区域内摆放赞助商 易拉宝或 X展架 2块 ￥4000 限2家

★ 内页彩版（不定页） ￥4000/页 会议同期

★ 金光大道主干道喷绘（6块） ￥8000/块 尺寸：3m宽×2.4m高

限1家

仅限1家

仅限1家

限2家

￥4000 代表证背面赞助

★论坛微信宣传文后插入超链广告条，

   大小：600*400（微信号：华瑞资讯CCF）

★ 论坛宣传期间微信宣传软文推广2次，非头条

Lorem�
ipsum微信宣传 限2家

已定

已定

已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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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及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17年09月14日

会议时间：2017年09月15日 全天

                 

报到及会议地点
义乌·三鼎开元名都大酒店(三楼盛世厅)★★★★★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188号）

资费标准
会务费：1、内宾： RMB2800/人（9月3日前办款RMB2300/人，与其他折扣不同时享受。

                              含会务、用餐、资料等费用，不含住宿费）

              2、外宾：USD1200/人（9月3日前办款USD1100/人，与其他折扣不同时享受。含会务、

                             用餐、资料等费用，不含住宿费） 

住宿费：￥500/人/天（标间单住） ￥550/人/天（大床间）

账号信息
开户单位：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农业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帐       号：19085301040001273                   行     号：103331008534

支付宝账号：18967158351

报名取消、退款原则
取消报名请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会务组。

8月31日前取消报名可获全额退款；

8月31日以后提出取消报名要求，由于相关费用已经发生，恕不能退款。

会务组联络
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纤信息网）

联 系 人：邱小姐（18967158356）       
电     话：0571-83786666-会务组　  传   真：0571-83786600

网     址：http://nylon.ccf.com.cn/       

电子邮件： qiul@ccf.com.cn            

We�gather�We�grow

南站

会议事宜

本次会务费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本次会议会务费务必提前办款，会议报到期间一律开具收

据，会后再凭收据换取发票。另，如要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提供:a、一般纳税人证明；

b、开票资料（单位名称，税号，开户行及账号，地址，电话）。否则只能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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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 调研 | 会展 | 软件 | 撮合

服务总机：0571-83786666

证券简称：华瑞信息

证券代码：83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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