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选矿学术委员会 

关于举办“第十一届选矿年评会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选矿年评是我国矿物加工界传统的、最具影响力的重要学术活

动。从 1981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选矿年评会算起，至今已跨过

35 年。一直以来，我国选矿工作者密切关注国内外选矿领域出现的

新成果和新动态，并不断解决科研、设计、教学和生产实践中出现的

新课题。在这方面，历届选矿年评会议及选矿年评文集以其独特的方

式和作用被选矿界的同行所认同。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开发产业面临资源

禀赋恶化、环境约束趋紧、市场波动加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多重压力，

对选矿科技进步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梳理与总结 2006—2014 年间国

内外选矿基础理论、工艺技术、设备、选矿药剂以及工程实践方面的

学术进展与科技进步，探讨选矿科学与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定于 2016

年 7 月 12—15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第十一届选矿年评会议”，

届时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到会演讲，会议期间将进行《矿产资源高效

加工与综合利用——第十一届选矿年评》出版发行与第七届有色金属

学会选矿学术委员会换届等活动，欢迎全国科研设计院所、大专院校

和企业界的代表参会开展学术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矿产资源高效加工与综合利用 

二、会议内容 

（一）院士专家论坛 

1、余永富院士  褐铁矿、菱铁矿类难处理铁矿石闪烁焙烧及工

程转化研究 

2、孙传尧院士  基因矿物加工工程研究 

3、刘炯天院士  近年间资源领域科技发展方向 

4、邱冠周院士  低品位矿产资源选冶联合加工 

（二）选矿年评学术报告 

包括选矿综合年评、矿种年评、专题年评、洲际与主要矿业国家

选矿年评以及第 27 届国际矿物加工大会综述。 

三、邀请嘉宾 

（一）特邀嘉宾 

1、王淀佐  中国科学院 院士 / 中国工程院 院士 

2、余永富  中国工程院 院士 

3、孙传尧  中国工程院 院士 

4、刘炯天  中国工程院 院士 

5、邱冠周  中国工程院 院士 

6、刘玉强  中国矿业联合会 副会长兼总工程师 

7、贾明星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理事长 

（二）选矿年评报告人 



 

1、宋少先  墨西哥科学院 院士 

2、夏晓鸥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院长兼党委书记 

3、胡岳华  中南大学 常务副校长 

4、邱显扬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院长 

5、冯安生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所长 

6、李茂林  长沙矿冶研究院 副院长 

7、胡保拴  西北矿冶研究院 副院长 

8、张  覃  贵州大学 副校长 

9、韩跃新  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学院 院长 

10、张一敏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 

11、文书明  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 院长 

12、钟  宏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院长 

13、谢广元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 

14、罗仙平  江西理工大学工程研究院 院长 

15、雷存友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16、梁殿印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机电公司 总经理 

17、周俊武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山技术研究院 院长 

18、温建康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生物冶金国家工程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 

19、肖仪武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产资源所 所长 

20、孙体昌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21、倪  文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22、印万忠  东北大学 教授 

23、袁致涛  东北大学 教授 

24、吴卫国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物工程研究设计所 副所长 

25、李成必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物工程研究设计所 主任工程

师 

26、朱一民  东北大学 教授 

27、王泽红  东北大学 教授 

28、姚  金  东北大学 教授 

29、李育彪  武汉理工大学 教授 

30、王中明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教授 

31、高志勇  中南大学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选矿学术委员会 

矿物加工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矿冶过程自动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承办单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东北大学 

五、装备展示内容及费用 

1、参展企业或厂家简介； 



 

2、选冶新技术、新工艺、新药剂、新设备，以及专利介绍； 

3、生产厂家各类相关产品介绍； 

4、展位配置：包括标准展位 2.0m×4.0m×2.5m、一张咨询台、

两张折椅、一个插座，一个展位可以安排 0.9m×2.4m 标准展板 8 块。 

5、展位费用：20000 元（一个会议展台）。各参展厂家务必尽

快与大会组委会联系，签订参展合同，过时概不受理。展位费请于 6

月 20 日之前汇款至大会组委会（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

庄支行；账号：0200 0014 0908 9005 038；户名：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汇款后请提供开票信息（单位名称、地址、开户行、账号、税号、电

话、邮编）； 

6、联系人：朱穗玲 

   通讯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23 号楼 

   电    话：010-63299758/13661036101 

   邮    箱：zhu_sl@bgrimm.com 

六、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6 年 7 月 12 日； 

2、会议时间：2016 年 7 月 13 日、14 日全天及 15 日上午； 

3、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七、会议费用 

1、参会代表会议费 1600 元/人，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请参会代表尽量准备现金，并提供开票信息（单位名称、地

址、开户行、账号、税号、电话、邮编）。 



 

八、报名事项 

为保证会议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请各位代表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前将报名回执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至会务组；会务组将

于会前十天告知会议具体行程安排。 

九、联系方式 

1、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联系人：吴卫国、朱阳戈 

电  话：010-59069506/13810683346（吴卫国） 

        010-59069508/18701689731（朱阳戈） 

传  真：010-59069524 

邮  箱：wuweiguo@bgrimm.com（吴卫国） 

        zhuyangge@bgrimm.com（朱阳戈） 

2、东北大学 

联系人：高鹏 

电  话：024-83680162/15940355399 

传  真：024-83688920 

邮    箱：gaopeng@mail.neu.edu.cn 

 

 

 

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选矿学术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2 日 

mailto:wuweiguo@bgrimm.com（吴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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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选矿年评会议回执表 

单  位  

地  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传真  联系人邮箱  

姓  名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合计人数：      人 房  间： 标间     间，单间    间 

 

联系人：吴卫国（E-mail：wuweiguo@bgrimm.com） 

        朱阳戈（E-mail：zhuyangge@bgrimm.com） 

传 真：010-5906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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