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有 色 金 属 行 业 协 会
上 海 家 用 电 器 行 业 协 会
安 徽 省 信 息 家 电 行 业 协 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智能家电新材料应用高峰论坛邀请函

尊敬的________先生/女士:

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指导，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安徽省信息家电行业

协会携手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2021 年智能家电

新材料应用高峰论坛”将于 2021 年 6 月 25-26 日在安徽合肥举行。

会议共议家电材料绿色化、生活场景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力争搭建高

端家电全产业链交流协作平台，引领全球家电科技创新产业集群。

随着家电产业规模快速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以及与电子信息科

技的深度融合，家电产业的制造过程、消费趋势、商业模式、竞争格

局等发生了重大转变，家电和材料生产企业已进入“合作共赢”的时

代。本届会议我们诚邀行业知名专家、行业资深学者、家电产业链企

业汇集一堂，围绕新材料、新技术、数字赋能和智能场景等主题，通

过“新材料与家电产业链深度对接”、“最具潜力家电创新企业与专

家面对面互动”等形式，共同探索在新形势下智能家电发展之路。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莅临本次盛会。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安徽省信息家电行业协会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日



一、会议背景
《“十四五”家电发展纲要》和指南，点出“十四五”期间以5G、

IoT、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新基建”将成为推动
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转变的驱动力，家电行业也要围绕“新基建”
构筑数字化和智能化协同发展的新生态，完善“产品硬件+软件+服务”
的新探索，解构未来生活图景。具体而言，“指南”提到，家电行业
要转变行业发展方式，适应全球市场发展需求，提升中国家电的产品
力、品牌力，以及全球产业链的保障能力，渠道资源能力，为“新世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突破技术瓶颈；优化专业
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升级产业技术水平，提质增效。

二、会议主题
材料、技术与价格

三、会议主办方及合作单位

指导单位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
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安徽省信息家电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长三角家电产业联盟、安徽省发改委工程院、山东省智能家居行

业协会、江苏省家电行业协会、浙江省家电电器行业协会、江苏省冶
金行业协会、浙江省冶金有色行业协会、江西省铜行业协会、铜陵市
铜业协会、新疆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上海电机行业协会、上海市有色
金属学会、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冷轧镀锌分会、安徽省金属材
料流通协会、合肥市钢铁贸易商会



四、会议时间、地点
2021年6月25-26日（周五、周六） 安徽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
(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56号.总机:0551一65509888)

五、会议亮点
◆家电优质材料评选——家电材料优质供应商颁奖盛典
◆行业专家大咖——专场点评，面对面交流
◆家电新时代新模式的重新诠释
◆家电实体企业——实体参观

六、参会结构及规模
会议规模：400+
参会结构：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家电企业及加工配套企业、钢

厂、钢铁贸易商、铜加工、铝加工企业、设备企业技术服务商、第三
方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投资公司、行业媒体、科研院校等。

七、会议议程

6月 25 日（分论坛——有色与黑色金属专场）

6 月 24 日 下午签到

6 月 25 日 分论坛一：有色金属材料市场发展与产品技术专场

9：00

-

12：00

从 TP2 到 TU1 空调铜管的材料升级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程大勇

家电用高强度铝镁合金薄板热处理工艺研究 嘉瑞集团副总裁-陈善荣

铝箔在空调行业材料技术要求及应用发展趋势 美的（拟）

铝材在家用炊具方面的技术要求及行业发展趋势 贵州双元铝业下属电饭煲企业

国内有色金属（铝、铜）在家电行业发展分析 Mysteel 高级分析师 王宇

6 月 25 日 分论坛二：黑色金属材料市场发展与产品技术专场

9：00

-

12：00

家电用钢新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 高校（拟）

锌铝镁镀层在家电板耐腐蚀性能上的运用和优势
首钢集团

技术研究院博士 胡燕慧

压缩机替换高牌号硅钢对空调耗能的技术影响
硅钢协会

原秘书长 陈卓

2021 国内钢材出口形势展望
鞍钢股份营销管理部

营销策划室经理 宫巍

模具多工厂全流程一体化数字化分享

-下游家电选材实际案例分享

广东美的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禹琰



2021 年钢材市场运行逻辑分析
Mysteel 钢材首席分析师

汪建华

12:00-13:00 自助午餐

6 月 25 日 （主论坛——家电产业宏观发展）

13:30-14:00

大会开幕&领导致辞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介绍安徽家电行业状况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会长致辞

14:10-14:50 解读家电行业“十四五”规划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姜风

15:00-15:40 5G 时代智能家电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国家智能家居检测中心

试验室主任 李红伟

15:40-16:20 大数据模型引领家电原材料采购一站式解决方案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 魏迎松

16:20-16:50 家电进出口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拟）

16:50-17:20 家电行业回收政策解读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 于可利

16:20-18:00 闭门会议定向邀请(家电 20 家企业与材料企业面对面交流）

18:30-20:00 颁奖典礼，招待晚宴

以上演讲嘉宾及主题为拟定内容，具体以会议实际情况为准！

6 月 26 日（合肥海尔生产基地考察）

9:00 酒店大堂集合出发

10:00-11:30 海尔家电园区参观

11:30-12:30 午餐

下午 返程



参会回执

参会企业

通讯地址

主营/

采购品种

参会代表

姓名 职务 性别 电话 手机号码

时间
签到时间：6 月 24 日（全天）；

会议时间：6 月 25 日全天（周五）；6 月 26 日上午参观考察海尔生产基地

地点
酒店：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

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 256 号，总机:0551-65509888

晚宴
晚宴参加人数 人

为便于会务组安排，若参加交流晚宴，请标注具体人数，不参加则留空。

会务招商 会务联系;钟婷婷 02126094264/17379601065

传真邮箱 021-66896940 zhongtingting@mysteel.com

参会费用

（含会刊费、

会务费、会议

期间餐费，不

含住宿费）

5月 31 日（含）之前付款
会 员：人民币 2600 元/人

非会员：人民币 3000 元/人

6月 1日（含）-6 月 24 日（含）期间付款
会 员：人民币 2800 元/人

非会员：人民币 3200 元/人

6月 25 日（含）之后及现场付款 统一为：人民币 3500 元/人

付款账号
汇款名称：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税号：913100006317557680

开户行：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账号：31001913100052501232

开票信息

邀请人 钟婷婷 02126094264/1739601065


	下午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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