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非矿标委〔2021〕17 号

关于召开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暨非金属矿产业

高峰论坛的通知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位委员：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各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各有关单位和专家：

根据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

为了总结 2020 年标准化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对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同时根据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由有关单位负责制定的 14

项国家标准、9 项行业标准及 4 项 CSTM 团体标准（见附件 1）

编制工作已完成。经初步审查，已具备会议审议研讨条件。

经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23 日在广西省桂林

市召开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暨

非金属矿产业高峰论坛,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绿色 创新 质

量 发展”。请各位委员按时出席会议。如委员确有事不能

参加的请委员单位派代表参加。同时热忱欢迎关心我国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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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摩擦材料和密封材料标准化工作的各界企事业单位代

表参加。同期举办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非金属矿

产品及制品技术委员会（CSTM/FC03/TC12）年会及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委员会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CNBM/TC12）年会。

现将本次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21 年 7 月 21 日全天

2.会议时间：2021 年 7 月 22 日～23 日（日程安排见附

件 2）

3.会议地点：桂林临桂花样年福朋喜来登酒店

4.会议地址：广西省桂林市临桂区西城南路 1 号

二、会议内容

（一）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工作会

1. 审议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2.表彰 2020 年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3.研讨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领域“十四五”规划及标准

体系。

（二）全国非矿标委会鳞片石墨、微晶石墨、人造石墨分

技术委员会工作会

审议全国非矿标委会鳞片石墨、微晶石墨、人造石墨分

技术委员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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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相关标准审议及研讨

1.审议《复合型密封垫片材料》等 3 项国家标准、《超

薄石墨纸》等 3 项建材行业标准、《生物炭凹凸棒石土壤重

金属钝化剂》等 4 项 CSTM 团体标准（见附件 1）；

2.研讨《累托石》等 11 项国家标准、《密封垫片用涂胶

板》等 6 项建材行业标准（见附件 1）。

(四)非金属矿产业高峰论坛

1.中国非金属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任务（报告人：

潘东晖，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理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环保绿色法构筑黏土矿物功能材料（报告人：王爱勤，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3.微细粒金铜尾矿无土复垦研究进展（报告人：宋少先，

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墨西哥科学院院士）

4.全球非金属矿资源与展望（报告人：章少华，行业知

名专家/教授）

5.天然石墨深加工技术与应用展望（报告人：康飞宇，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6.环保型高性能摩擦材料用矿物的精细化加工技术及应

用（报告人：杨华明，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7.非金属密封材料国内外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人：吴

益民，浙江国泰萧星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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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高级工程师）

8.非金属矿物结构理论研究与应用（报告人：边亮，西

南科技大学研究员、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9.电气石矿物材料精细结构调控及节能领域应用研究

（报告人：梁金生，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10.智能化绿色矿山建设引领萤石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

人：王福良，金石集团常务副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1.非金属矿在畜禽饲料中的应用与实践（报告人：何国

茹，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经理/动物营养工程师）

12.非金属矿粉体产品包装智能化自动化探讨（报告人：

赵科，常熟派菲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五）参观桂林桂广滑石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现场

技术交流。

三、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非矿标委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全国非矿标委会鳞片石墨分技术委员会

全国非矿标委会微晶石墨分技术委员会

全国非矿标委会人造石墨分技术委员会

承办单位：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桂林桂广滑石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龙广滑石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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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胜华美滑石开发有限公司

………………（持续增加中）

欢迎相关单位友情赞助及展示企业风采！

四、会议要求

1.各参会人员请于 2021 年 7 月 11 日前将报名回执（见

附件 3）发邮件至 SACTC406@163.com，以便会务组做好

会议接待。

2.费用 2800 元/人，包括会议费、资料费、参观费、餐

费等。7 月 11 日前汇款可享受优惠价 2200 元/人；参会

人员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房价为 330 元/天（标间

/大床）。

注：由于现场不能开具发票，会议费用请提前汇款至咸阳非

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秘书处挂靠单位），以便现场能够

拿到发票。汇款明细如下：

收款单位：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咸阳市工行渭阳西路支行

帐 号：2604022409024950228

3.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酒店，会议不安排接站（酒店位

置及交通路线图见附件 4）。

4.疫情期间请各位代表做好防护工作，会议当天发放口

罩；参会及办理酒店入住时需用支付宝/微信现场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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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码”，低风险地区来桂人员健康码绿码可参会，来自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得参会。

五、联系方式

1.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9-33335617 33313593

邮箱：SACTC406@163.com

联系人：张红林（13892993560）侯彩红（13399184130）

2.桂林临桂花样年福朋喜来登酒店

联系人：卢芸 （18607830977）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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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拟审议、研讨的标准明细

序号 标准名称 计划号 类别

1 《复合型密封垫片材料》 20190749-T-609
国家标准审议
（密封组）

2 《凹凸棒石黏土分级测试方法》 20192038-T-609
国家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3 《电气石自发极化性能测试方法》 20201517-T-609
国家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4 《累托石》 20204822-T-609
国家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

5 《鳞片石墨》 20204823-T-609
国家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

6 《微晶石墨》 20204824-T-609
国家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

7 《非金属密封填料试验方法》 20210792-T-609
国家标准研讨
（密封组）

8 《汽车用离合器面片》 20204825-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9 《工农业机械用摩擦片》 20204826-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10 《机动三轮车用制动器衬片》 20210799-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11 《摩擦材料洛氏硬度试验方法》 20210795-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12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 盘式制动衬

块受热膨胀量试验方法》
20210800-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http://zxd.sacinfo.org.cn/gb/gbdetail/loadview?projectId=10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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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道路车辆 制动器衬片 盘式制动
块总成和鼓式制动蹄总成剪切强度

试验方法》
20210798-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14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 压缩应变试

验方法》
20210797-T-609

国家标准研讨
（摩擦组）

15 《超薄石墨纸》 2019-1686T-JC
行业标准审议
（密封组）

16 《可膨胀石墨板材》 2019-1687T-JC
行业标准审议
（密封组）

17 《膨胀珍珠岩孔隙率测试方法》 2019-1678T-JC
行业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18 《密封垫片用涂胶板》 2020-1577T-JC
行业标准研讨
（密封组）

19 《摩擦密封材料用腈纶浆粕》 2020-1578T-JC
行业标准研讨
（摩擦密封

组）

20
《制动摩擦材料中铜及其他元素的

测定方法》
2020-1585T-JC

行业标准研讨
（摩擦组）

21 《锌锰电池炭棒用微晶石墨》 2020-1573T-JC
行业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

22 《碳化硅单晶用高纯石墨粉》 2020-1579T-JC
行业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

23 《石墨中碳化硅含量的测定方法》 2021-0421T-JC
行业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

24
《生物炭凹凸棒石土壤重金属钝化

剂》
CSTMLX 0312
00469-2020

CSTM 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25 《生物炭膨润土复合污水处理剂》
CSTMLX 0312
00470-2020

CSTM 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26 《裂化催化剂用高岭土》
CSTMLX 0312
00552-2020

CSTM 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27 《轻质多孔材料孔隙率测定方法》
CSTMLX 0312
00553-2020

CSTM 标准审议
（非金属矿）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174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175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258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6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7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XT2255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1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8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59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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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日程安排表

时间 内容

2021 年 7 月 21 日 全天报到

2021 年 7 月

22 日

上午 9:00-12:00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工作会

全国非矿标委会鳞片石墨、微晶石墨、人

造石墨分技术委员会工作会

非金属矿产业高峰论坛

下午 14:00-17:00 非金属矿产业高峰论坛

2021 年 7 月

23 日

上午 8:30-12:00 分组审议、研讨相关标准

下午 14:00-17:00 参观企业

2021 年 7 月

24 日
上午 会议结束，12:00 之前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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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加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

暨非金属矿产业高峰论坛代表回执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手机 邮 箱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备注

□单住

□合住

□单住

□合住

□单住

□合住

备注：为合理安排住宿，请注明单住或合住、入住及退房日期。

各单位需提供的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本次会议费发票均为机打税票，若现场交费则需会议结束后开发票，集中开

票工作量大、周期长，建议能确定参会的代表提前汇款，报到时即可领取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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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酒店位置及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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