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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非矿标委〔2022〕13 号

关于改期举办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相关
标准研讨、宣贯培训暨非金属矿

产业技术交流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经与有关部门协调，现决定原

计划 2021 年 12 月举办的“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相关标准研

讨、宣贯培训暨非金属矿产业技术交流会”改期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9 月 2 日举行，地点仍为江苏省苏州市新浒书香世

家酒店，各已缴费单位原报名信息等事项不变，同时热忱欢

迎更多关心我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工作的各界企

事业单位代表参加。

为做好本次会务工作，保障参会人员及工作人员身体健

康，确保会议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将严格依照“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持续做好科学防疫准备。现将本次会议具体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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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起草人解读《高岭土及其试验方法》等 4 项国

家标准及《长石》等 9 项行业标准（见附件 1）。

（二）标准研讨

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领域4项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

4 项团体标准研讨（见附件 2）。

（三）培训及技术交流

1.检测仪器使用及其测试方法培训（邀请仪器厂家）。

2.常规元素化学分析方法培训。

3.矿物学、微晶结构研究培训，主要针对典型非金属矿

X 射线衍射及扫描电镜分析（行业专家）。

4.国内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领域知名专家、企业家技术

交流（见附件 3）。

（四）参观企业

参观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

国高岭土有限公司。

二、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时间：2022 年 8 月 31 日全天

（二）会议时间：2022 年 9 月 1 日～2 日（日程安排见

附件 4）

（三）会议地点：苏州新浒书香世家酒店

（四）会议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浒关工业园浒杨路

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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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费用

（一）各已缴费单位原报名信息等事项不变，无需再缴

纳费用。

（二）新参会人员请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前将报名回执

发邮件至 SACTC406@163.com，以便会务组做好会议接待。

（三）费用 2800 元/人，包括会议费、资料费、参观交

通费、餐费等。8 月 25 日前汇款可享受优惠价 2500 元/人；

3 人以上组团报名可享受 2000 元/人优惠。参会人员住宿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房价为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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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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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非金属矿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非金属矿》编辑部

支持单位：中国高岭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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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健客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北达智汇微构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持续增加中）

欢迎相关单位友情赞助及展示企业风采！

五、会议要求

1.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酒店，不安排接站（酒店位置及

交通路线图见附件 5）。

2.疫情期间请各位代表做好防护工作，会议当天发放口

罩；参会代表及办理酒店入住时需用支付宝/微信现场扫“健

康码”，低风险地区来苏人员健康码绿码可参培，来自中高

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得参会。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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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卫（13812696153）

3.《非金属矿》编辑部

联系人：袁红霞（15062453959）

4.苏州新浒书香世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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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倪经理（13606209605）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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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宣贯标准清单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类型

1 《高岭土及其试验方法》 GB/T 14563-2020 国家标准

2 《滑石化学分析方法》 GB/T 15343-2020 国家标准

3 《滑石物理检验方法》 GB/T 15344-2020 国家标准

4 《膨润土》 GB/T 20973-2020 国家标准

5 《长石》 JC/T 859-2020 行业标准

6 《天然钠基膨润土防渗衬垫》 JC/T 2054-2020 行业标准

7 《宠物垫圈用颗粒膨润土》 JC/T 2055-2020 行业标准

8 《高纯石墨中微量元素测定方法》 JC/T 2571-2020 行业标准

9 《石墨矿固定碳含量测试方法》 JC/T 2572-2020 行业标准

10
《高岭土中游离石英含量测定方

法》
JC/T 2573-2020 行业标准

11 《绢云母粉》 JC/T 2577-2020 行业标准

12 《蒙脱石》 JC/T 2578-2020 行业标准

13 《涂料用白云石粉》 JC/T 2579-2020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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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讨标准清单

序号 标准名称 计划号 类型

1 《石墨化学分析方法》 20210793-T-609
国家标准

（非金属矿）

2 《滑石粉》 20210794-T-609
国家标准

（非金属矿）

3 《可膨胀石墨》 20210796-T-609
国家标准

（非金属矿）

4 《滑石》 20211883-T-609
国家标准

（非金属矿）

5 《玻璃纤维用白云石粉》 2020-1575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6 《球黏土》 2020-1576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7

《非金属矿物和岩石化学分
析方法 第 2部分 硅酸盐岩
石、矿物及硅质原料化学分

析方法》

2021-0419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8 《焦宝石化学分析方法》 2021-0420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9 《硅灰石》 2021-0422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10 《叶蜡石》 2021-0423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11 《海泡石》 2021-0424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12 《石棉矿山修复技术规范》 2021-0722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13 《膨润土悬浮性测定方法》 2021-0723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14
《石墨精矿中捕收剂和起泡

剂残留量的测定》
2021-0724T-JC

行业标准
（非金属矿）

15
《土壤调理材料用凹凸棒

石》
CSTM LX 0312 00897-2022

团体标准
（非金属矿）

16 《甲醛吸附剂用凹凸棒石》 CSTM LX 0312 00898-2022
团体标准

（非金属矿）

17
《铸造耐火涂层用凹凸棒

石》
CSTM LX 0312 00889-2022

团体标准
（非金属矿）

18
《水性结构粘结材料用无机

凝胶》
CSTM LX 0312 00917-2022

团体标准
（非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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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行业交流报告明细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职务/职称

1
高岭土深加工及应用评价

技术研究
冯杰 中国高岭土公司

研究所所长/

教授级高工

2
滑石在塑料增强改性中的

应用以及技术进展
贾岫庄

大连海晨化工矿产有

限公司
董事长

3
膨润土精细加工高值化利

用及应用评价
雷东升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

业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教授

级高工

4 石墨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胡锐 鸡西石墨研究院 总经理

5
云母加工应用技术及产业

发展前景
吕化奇 安徽格瑞矿业公司 董事长

6
建筑涂料用非金属矿材料

质量要求和评价方法
孔志元 常州涂料研究院 副总工

7
非金属矿材料在工程塑料

中的应用技术
杨桂生 上海杰事杰 董事长

附件 4：

日程安排表

时间 内容

2022 年 8 月 31 日 全天报到

2022 年 9 月 1 日
上午 9:00-12:00 标准宣贯

下午 14:00-17:00 培训及技术交流

2022 年 9 月 2 日
上午 9:00-12:00 标准研讨

下午 14:00-17:00 企业参观

2022 年 9 月 3 日 上午 9:00-12:00 会议结束，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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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酒店位置及交通路线图

苏州火车站到酒店：

公交车：乘坐 923 路/8 路到江星桥站下车→换乘 32 路到新浒

花园三区站下车后步行 300 即到；

出租车：约 14 公里。

高铁苏州北站到酒店：

公交车：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到石路站下车→步行 100 米在广

济桥（石路）站换乘 34 路到新浒花园三区站下车后步行 300 即到；

出租车：约 20 公里。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到酒店：

公交车：乘坐苏南机场巴士-苏州线在苏州火车站下车→ 换乘

923 路/8 路到江星桥站下车→换乘 32 路到新浒花园三区站下车后

步行 300 即到；

出租车：约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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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报名回执表发送电子邮件：SACTC406@163.com

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研讨、宣贯培训

暨非金属矿产业技术交流会回执表

。

2、联系人：张红林（13892993560） 侯彩红（1339918413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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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邮箱
入住

日期

退房

日期

住宿安排 是否需要安排住宿：□否 □是（□合住 □单住）

交费方式 □汇款交费 □现场交费（现金或刷卡）

汇款账号

账户名：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咸阳渭阳西路支行

账 号：26040224090249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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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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