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油价一路震荡上行、加之“双碳双控”

政策、疫情及物流成本因素影响，减水剂原材料价格

高位运行，减水剂企业生产成本及运营压力剧增，如

何“降本”成为重中之重。 

2022 年，两会工作报告指出，应“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

设”，“稳增长”基调已明确，各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

节奏随之加速，并呈现向基建领域持续加码趋势，基

建肩负重要使命；反观现状，受疫情影响，基建项目

开工受创，房地产市场投资信心不足，减水剂需求何

时迎来春暖花开？“双碳双控”及疫情今年影响几何？ 

原料方面，近年来聚醚单体产能持续释放，二季

度，仍有浙江卫星 25WT，宁波海螺 20WT，三江化 

工 30WT，新华粤 10WT 等装置即将投产，市场供需

失衡，企业如何提高市场竞争力？寻找适合自身发展之

路？ 

技术方面，化工原料价格高位，成本承压下，替代

性小料呼声不断；6C 减水剂母液常温工艺研发热度依

旧不减；功能性小单体市场需求及利润良好，助力研发

热度；预制构件市场带动早强减水剂需求，技术仍存探

讨空间；政策提倡无碱无氯无氟液体速凝剂，6h 抗压

强度、检测需用基准水泥带来的应用难点仍需突破…… 

带着众多市场疑问及技术难点，易贸携手中国混凝

土网共同筹办 2022（第十三届）减水剂及原料市场峰

会，邀您于 7 月 13-15 日，相聚江苏· 徐州！共同剖

析政策导向，深挖技术痛点，探讨行业生存之道！ 

 
会议背景  

 
技术擂台赛  

第五届“卫星杯”外加剂技术擂台赛 

冠名商：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比赛方向：大单体方向、小单体方向、抗絮凝剂方向 

第四届“奥莱特杯”无碱液体速凝剂技术擂台赛 

冠名商：江苏奥莱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擂台赛场地支持单位： 

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讨会  

对于减水剂生产企业来讲，技术+服务永远是核

心竞争力，目前行业仍有众多技术难点需要探讨： 

C6减水剂常温工艺及助剂、无碱液体速凝剂铁标6h

抗压强度难题、预制构件带动早强减水剂需求，好产

品却鲜有面世、化工原料价格高位，替代性原料等…… 

特邀策划嘉宾：北京工业大学 王子明 教授 

特邀主持人：中国混凝土网 王骅 CEO 

参与名额有限，仅限技术人员。 

 
行业十强颁奖  

2021年十强企业评选结果将于本次峰会现场公布

并颁奖！ TOP 企业齐聚一堂，敬请期待！ 

“东科杯”2021 年度外加剂企业综合十强 

          2021 年度外加剂行业最具发展潜力奖  

2021 年度外加剂行业最佳企业形象奖 

“奥克杯”2021 年度聚羧酸减水剂企业十强 

企业真实销售额/量、产能、产量数据，技术专利及企业规模综

合评选，缺一不可，真实权威！ 

  

  

 



 

  

 
最具价值推广平台  

高端展台：2W 元 

标准展台 1 个  
X 展架 2 个 
标准设计展板 
会刊彩色插页 
大会参会名额 2位 

钻石展台：5W 元 

高端展板（带射灯） 
桌椅 2 套、接待台1个 
电视机、宣传书架各 1 个 
X 展架 4 个 
会刊彩色插页 
大会参会名额 3 位 

 
 

 
 

展位数量有限，如需请抓紧联系会务组抢订 

0535-3606688 

唯一性赞助： 

饮用水赞助：3W 元    会刊封底：  1.5W 元    

比赛场地赞助（唯一性）： 

茶歇冠名：  1.5W 元   午餐冠名：3W 元 

其他赞助形式： 

专题发言：  2W 元     视频宣传：1W 元 

礼品赞助：  1W 元     地贴赞助：1W 元 

展位图（初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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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题（ 初 拟 ）  

疫情反复冲击下，减水剂行业现状及应对策略 

◆   2022 年减水剂市场现状及核心困难解析； 

◆   疫情影响下，减水剂行业供需格局及变量预测； 

◆   政策驱动产业集中度提高，中小企业生存之道探讨； 

◆   中国混凝土供应现状及市场分析； 

◆   减水剂企业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解析。 

2022 年“稳增长”基调下国内宏观及建材行业走势 

◆   “十四五”时期建材行业规划及变量预测； 

◆  “双碳”政策实施，建材行业发展及布局新形势； 

◆   房住不炒、外需扰动、散点疫情背景下，房地产未来

发展走势及基建投资方向； 

◆   盘点“两会”：“稳增长” 基调下，“适度超前”热度

叠加“专项债”分配倾向，新老基建行业发展契机。 

产能过剩趋势下的聚醚单体行业局势及生存空间探讨 

◆   供应端：聚醚单体产能、产量、新增装置及开工率 

等数据分析； 

◆  需求端：聚醚单体下游需求结构、变量详解； 

◆  市场端：聚醚单体价格走势预判、影响因素及利润 

解析； 

◆  运营端：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如何走出适合自己的路； 

◆  未来五年，聚醚单体竞争格局变化及发展趋势衍变。 

产能扩张下的环氧乙烷市场概况 

◆   2022 年环氧乙烷新增装置投产时间&现有装置开工、

检修及产能、产量数据盘点； 

◆   产能迅速扩张下，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环氧乙烷供需 

结构变化及后市场走向； 

◆   乙二醇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与环氧乙烷联动性分析； 

◆   疫情反复、原油动荡及终端需求低迷背景下，环氧乙

烷企业生存现状分析。 

技术话题： 

 速凝剂——QCR 807-2020 国铁集团技术标准

的执行，刺激并鼓励无碱无氯无氟液体速凝剂的

研究，6h 抗压强度指标是行业内普遍面临的技术

难点，解决方案探讨及工程应用案例分享； 

 6C 常温合成——6C 常温合成工艺、助剂研发进

展；和易性、包裹性、稳定性等技术难点探讨； 

 早强减水剂——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市场需求

带动早强型减水剂市场，其合成工艺、性能研究

及应用探讨； 

 6C 大单体——不同厂家 6C 单体质量仍存差异，

技术优化仍存空间； 

 功能性小单体——最新研发进展及应用概况；减

水、保坍、早强、降粘、抗泥等方向功能性小单

体如何助力混凝土性能提高？ 

 替代小料——丙烯酸类产品价格高位，其他可替

代产品研究进展及性价比探讨； 

 抗絮凝剂——抗絮凝剂产品热度明显降低，技术

难以突破 or 市场需求降低？ 

 

7月13日 会议签到（参赛及观赛代表） 

7月14日 技术擂台赛（全天） & 大会签到 

第四届“卫星杯”外加剂技术擂台赛 

第三届“奥莱特杯”无碱液体速凝剂技术擂台赛 

会议签到（非参赛及观赛代表） 

7月15日 大会发言 & 颁奖典礼 

◆   市场 & 技术发言报告 

◆   技术研讨会（提问解答形式） 

◆  “东科杯”&“奥克杯”十强颁奖 

◆  “卫星杯”&“奥莱特杯”技术擂台赛颁奖 

 

大会日程  
 



 

 

 

  

安徽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赣州海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合肥庐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庆洋化工有限公司 巩义市宏超建材有限公司 合肥赛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生源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博众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功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皖科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鼎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霍夫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铁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高标准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凯瑞化工有限公司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群邦化工有限公司 

宝鸡靖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红球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三楷深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思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汇强外加剂有限公司 河北圣洁伟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安兴太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基业长青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盛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晟世恒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锦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易欧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冠科贸有限公司 广东柯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营隆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华泰新丰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科隆智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宝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菱晓有限公司 广东龙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住邦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瑞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诺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方泛海科贸有限公司 广东双金众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志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斯美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世纪海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华思远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新石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铁锋建筑工程技术开发公司 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昌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玉广建材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广西黄腾建材化工有限公司 菏泽华立新材料有限公司 

昌都市高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西科达建材化工有限公司 菏泽鹏远环保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恒洲化工有限公司 广西云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安兰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科立尔化工有限公司 广西云鹰建材有限公司 菏泽市邦太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礼坂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哈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寒建砼研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盛山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建盛建材有限公司 衡阳市建衡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亚庆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洛美建材有限公司 宏图信达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成都子尧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合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元宝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广州穗全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宏艺统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市七彩马克砼外加剂有限公司 广州砼奇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中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芯联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天安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湖北新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明澳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 湖北鑫城普瑞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肥城昌润建材有限公司 贵州凯襄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黄腾建材有限公司 贵州科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鼎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驰龙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石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加美乐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正欧建材有限公司 贵州天威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华达建材有限公司 

福建钟山化工有限公司 贵州中兴南友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铭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创先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成石混凝土外加剂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湖南瑞鑫化工有限公司 

福州特威化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周玉祥研发专题组 

湖南省银桥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旭隆化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交土木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同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抚顺东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邯郸大学友邦学院 湖南中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抚顺华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湖州和通高新建材技术有限公司 

抚顺市秀霖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构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怀仁市宇轩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往 届 参 会 企 业 （部分） 

 



  

惠州市金砂浆科技有限公司 辽阳新宁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华伟银凯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瑞佳建材有限公司 临沂宏润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霍夫曼建材有限公司 

基仕伯化学材料（中国）有限公司 临沂鲁文恒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济宁嘉源商贸有限公司 临沂市德瑞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鑫泰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佳化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茂名市大利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集团 

嘉兴浩天化工有限公司 茂名市红福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易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中惠化工有限公司 眉山同欣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益丰生化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砼业建材有限公司 梅州市五山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银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奥莱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卓星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博思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国晨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大学混凝土外加剂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七里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德邻贝尔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棋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鼎恒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点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磬海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格瑞特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木土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天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谷山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燎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煜然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海裕隆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南京尊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华凯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平保易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黄河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森锋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黄恒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宇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航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黄腾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兆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德顺宝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佳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百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石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山西杰克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汇达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斯瑞夫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金盾苑建材有限公司 

江西省创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宁夏海森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金万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 宁阳瑞安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凯迪建材有限公司 

江西省曙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吉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凯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建宝建材有限公司 秦皇岛高星外加剂有限公司 山西康特尔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凯里市鼎坚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青岛大东砼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科功（福建）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英力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桑木斯建材化工有限公司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瑞斯特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铁力建材有限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清远市德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众诺和建材有限公司 

昆明安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日触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陕西柏安外加剂有限公司 

昆明承曜建材有限公司 三河市霍夫曼化学品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渤海化工有限公司 

昆明观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大开建材有限公司 

兰州伟邦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江缘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顺邦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新迅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翔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砼之凝新材料有限公司 

乐平市百瑞化工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翔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长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乐天化学（嘉兴）有限公司 山东博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邦高化学有限公司 

垒知·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成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倍诗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瑞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辽宁晟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梵胜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广欧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健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高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宏韵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共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润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浩宇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精涛钢带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泽盛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菏泽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科比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鲁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伟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顺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安迈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乌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棣德信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深圳迈地砼外加剂有限公司 芜湖市博远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运城市九稳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三绿科技有限公司 五家渠格辉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湛江市吉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佑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本恒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口奥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海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腾砼外加剂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北砼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环日金乌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三次方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斯特朗外加剂有限公司 武汉三源特种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新材料有限公司 

沈阳万砼胜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市蒂洛博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德远化工有限公司 

沈阳伊斯特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昱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恒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圣新合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   武汉源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普洛进出口有限公司 

石家庄朗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同成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宏鑫染化材料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海森化工有限公司 西安小砼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建研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长安育才建材有限公司 西卡（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申越盛化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亚熙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辛集市润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同为建材有限公司 

石家庄彰强建材有限公司 新华粤（湛江）资源综合优化利用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万科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方兴锋润建材有限公司 新疆恒泰晋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恒泽建材有限公司 徐州宝利升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五龙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鸿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瑞维思科技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吉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宣城扶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新荟新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金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亚东石化（扬州）有限公司 浙江自贸区齐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路华领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延安华阳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三飞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省晋川建材有限公司 盐城市同鑫建材外加剂有限公司 智勤科技秦皇岛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砼川兴化工有限公司 扬州市润甘霖建材有限公司 中触媒华邦（东营）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宜宾利砼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
分公司 

四川铁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营口恒洋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同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中化塑料有限公司 

四川新科力玻璃材料有限公司 玉锋实业集团 中建材中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屹光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西部建设建材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宇砼建材有限公司 岳阳凯门水性助剂有限公司 中建西部建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至砼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宸磊建材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有限公司抚州工业
分公司 

苏州宝欣隆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栋珲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弗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氟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巴源建材有限公司 

苏州市兴邦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云南富山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丹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市聚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建投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索尔维-恒昌（张家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凯威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太昊建材有限公司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云南铭畅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腾治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昊华隧道工程材料及装备产业技术
研究院 

云南诺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通科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泰兴金燕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睿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天玟能源有限公司 

唐山市迈地星建材有限公司 云南森博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株洲海鑫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惠达化学品有限公司 云南腾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三亿化学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津航建材化工有限公司 云南砼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市博山双赢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会刊录入）：                                                                                  

是否为发票抬头：  □是 /  □否 

企业类型： □原料供应商    □原料贸易商    □减水剂生产企业    □下游用户    □第三方    □其他                 

所属行业： □环氧乙烷  □聚醚单体  □萘系减水剂  □聚羧酸系减水剂  □脂肪族减水剂  □丙烯酸羟乙酯/羟丙酯  

□速凝剂  □硫酸铝  □二乙醇胺/三乙醇胺  □混凝土  □其他外加剂                   □其他                    

参会联系人： 姓名               手机                        E-mail 或传真                       

是否参加“技术研讨会”：  □是  /  □否          参加人员：              手机                    

是否增值税发票： □是  /  □否，普通发票即可  发票内容：□会务费 □会展费 □会议费（如不标注，默认开具会务费）      

公司地址（发票寄送）：                                                                  

财务联系人姓名：               先生□ / 女士□     手机：                E-mail 或传真：                        

酒店预定（请选择）： □需要预定会议举行地酒店      □不需要，我将自己安排 

 

请将此报名表格邮件至  tinajiang@enmore.com   会务热线：姜小姐  0535-3606688 

报 名 申 请 表 

参会注意事项： 

 1.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1 日。 

 2. 费用包括：本次论坛期间的会务服务、会刊及会务正餐、        

茶歇等费用，差旅不包含在会务费中。 

 3. 会议筹备需要，您在 7 月 1 日之后的任何取消，将承

担总费用的 50％，您可以在会前任何时候替换参会人员。 

 4. 请您报名后 5 个工作日内安排付款，付款后把汇款底

单回传至 tinajiang@enmore.com，我们将在您付款后

给您寄送正式发票。 

 5. 所有银行手续费由参会代表自理，若当地银行转账要求

交纳税款，也请参会代表自理。 

 6. 请您务必准确完整填写上述参会代表的各项信息，以便

我司制作代表证、通讯录等相关会务资料。 

 7. 具体日程安排、交通住宿和团体活动等，我们将在会前

以邮件方式告知。 

 

参会代表 2： 

姓名 ：            先生□ / 女士□     职位 ：                       手机 ：                                    

直线电话 ：                            传真 ：                       E-mail ：                                  

参会代表 3： 

姓名 ：            先生□ / 女士□     职位 ：                       手机 ：                                       

直线电话 ：                            传真 ：                       E-mail ：                                     

 

参会代表 1： 

姓名 ：            先生□ / 女士□     职位 ：                       手机 ：                                    

直线电话 ：                            传真 ：                       E-mail ：                                  

 

 参会费用： 

参会嘉宾 标准收费 
同一公司 
两人参会 

同一公司 
三人参会 

中宾代表 3800元/位 
6600元/2位 

（5月27日前） 

9400元/3位 

（5月27日前） 

注：费用包括：本次论坛期间的会务服务、会刊及会务正餐等费用。 

 付费方式  
根据我司财务制度，请在回传此确认表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付款。 

付款方式一：银行转账 

账  户：易贸信息科技（烟台）有限公司 

账  号：6228 4002 6701 5270 269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高新区分理处 

付款方式二：支付宝转账（转款时请备注：减水剂年会） 

支付宝账号：cicidai@enmore.com 

对应公司名称：易贸信息科技（烟台）有限公司 

mailto:tinajiang@enmo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