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非矿标委〔2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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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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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由相关单位负

责制定的 10 项国家标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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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在湖南

省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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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可持续发展”。请各位委员按时出席会议。如委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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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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非金属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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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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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30 日全天

2.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2 日（初步日程安排

见附件 2）

3.会议地点：长沙三景韦尔斯利酒店

4.会议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盼盼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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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工作

报告；

2.2021年增补委员颁发聘书；

3.审议增补委员的议案；

4.表彰 2021 年度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5.邀请国标委领导解读新版《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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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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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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三）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相关标准审议及研讨

1.审议《累托石》等 8 项国家标准、《水性工业涂料用

长石粉》等 13 项行业标准、《铸造耐火涂层用凹凸棒石》

等 4 项团体标准（见附件 1）；

2.研讨《核级柔性石墨板材》等 2 项国家标准、《石棉

矿山修复技术规范》等 14 项行业标准（见附件 1）。

（四）非金属矿产业高峰论坛

1.非金属矿物功能材料在梯度复合材料中的应用（报告

人：张联盟，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2.非金属矿行业的绿色低碳之路（暂定）（报告人：彭

寿，中国建材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3.层状矿物的功能材料应用（报告人：宋少先，武汉理

工大学教授/墨西哥科学院院士）

4. 非金属矿物资源综合利用（报告人：董发勤，西南科

技大学校长）

5.黏土矿物功能材料的高值化利用（报告人：王爱勤，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6.负极材料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人:刘洪

波，湖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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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英的提纯定律与高纯石英原料品级划分（报告人：

汪灵，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8.滑石在塑料改性中的应用及技术进展（报告人：贾岫

庄，大连海晨化工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9. 柔性石墨在核电厂密封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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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无机矿物材料在塑料中的应用技术（报告人：徐同

考，中国塑协改性塑料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

......（持续增加中）

（五）参观湖南顶立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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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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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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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参会人员请于 2022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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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前汇款可享受优惠价 2400 元/人；参会人

员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房价为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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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码”，低风险地区来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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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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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红林（13892993560）侯彩红（13399184130）

2. 长沙三景韦尔斯利酒店

联系人：龙红日（18175128211）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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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表 1 审议标准明细

序号 标准名称 计划号 类型

1 《累托石》 20204822-T-609 国家标准

2 《鳞片石墨》 20204823-T-609 国家标准

3 《微晶石墨》 20204824-T-609 国家标准

4 《石墨化学分析方法》 20210793-T-609 国家标准

5 《滑石粉》 20210794-T-609 国家标准

6 《可膨胀石墨》 20210796-T-609 国家标准

7 《滑石》 20211883-T-609 国家标准

8
《非金属密封填料试验方

法》
20210792-T-609 国家标准

9 《水性工业涂料用长石粉》 2020-1572T-JC 行业标准

10
《锌锰电池炭棒用微晶石

墨》
2020-1573T-JC 行业标准

11
《脱毒抗菌材料用凹凸棒

石》
2020-1574T-JC 行业标准

12 《玻璃纤维用白云石粉》 2020-1575T-JC 行业标准

13 《球黏土》 2020-1576T-JC 行业标准

14
《碳化硅单晶用高纯石墨

粉》
2020-1579T-JC 行业标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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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焦宝石化学分析方法》 2021-0420T-JC 行业标准

17
《石墨中碳化硅含量的测定

方法》
2021-0421T-JC 行业标准

18 《硅灰石》 2021-0422T-JC 行业标准

http://zxd.sacinfo.org.cn/gb/gbdetail/loadview?projectId=1000627
http://zxd.sacinfo.org.cn/gb/gbdetail/loadview?projectId=100062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0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1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2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3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5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058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XT3074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3075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ZT2593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XT278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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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叶蜡石》 2021-0423T-JC 行业标准

20 《海泡石》 2021-0424T-JC 行业标准

21 《密封垫片用涂胶板》 2020-1577T-JC 行业标准

22
《铸造耐火涂层用凹凸棒

石》
CSTM LX 0312 00889-2022 团体标准

23
《土壤调理材料用凹凸棒

石》
CSTM LX 0312 00897-2022 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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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水性结构粘结材料用无机

凝胶》
CSTM LX 0312 00917-2022 团体标准

表 2 研讨标准明细

序号 标准名称 计划号 类型

1 《核级柔性石墨板材》 20214523-T-609 国家标准

2 《萤石技术要求》 20220099-T-609 国家标准

3 《石棉矿山修复技术规范》 2021-0722T-JC 行业标准

4 《膨润土悬浮性测定方法》 2021-0723T-JC 行业标准

5
《石墨精矿中捕收剂和起泡剂

残留量测定方法》
2021-0724T-JC 行业标准

6 《分子筛用凹凸棒石》 2022-0086T-JC 行业标准

7 《环境修复材料用凹凸棒石》 2022-0087T-JC 行业标准

8 《膨润土无机凝胶》 2022-0088T-JC 行业标准

9 《珍珠岩助滤剂》 2022-0089T-JC 行业标准

10 《凹凸棒石粘度测定方法》 2022-0251T-JC 行业标准

11 《膨胀珍珠岩吸水率测定方法》 2022-0252T-JC 行业标准

12 《石英砂粒度测定方法》 2022-0253T-JC 行业标准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XT2787202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CCPXT278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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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镁石》 2022-0254T-JC 行业标准

14 《皂石》 2022-0255T-JC 行业标准

15 《蛭石》 2022-0256T-JC 行业标准

16 《去污粉用珍珠岩》 2022-0476T-JC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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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日程安排表

时间 内容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全天报到

2022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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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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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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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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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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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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酒店位置及交通路线图

酒店交通路线

长沙火车南站（距离 8.6 公里，驾车约 20 分钟，公交约 1 小时）

驾车：长沙南站→红旗路→远大路→东四路→到达长沙三景

韦尔斯利酒店。

公交：地铁 2 号线（望城坡方向）在人民东路站下车→步行

至人民路古曲路口站乘坐 809，在创业乐园下车→步行 250

米到达韦尔斯利酒店。

长沙火车站（距离 10.9 公里，驾车约 19 分钟，公交约 1 小时）

驾车：远大一路→远大二路→东四路→到达长沙三景韦尔斯

利酒店。

公交：乘坐 114 区间线在创业乐园站下车→步行 250 米到达

长沙三景韦尔斯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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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地铁 2 号线（光达方向），在人民东路站下车（2

号出口）→人民路古曲路口站乘坐 809，在创业乐园下车→

步行 250 米到达韦尔斯利酒店。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距离 15 公里，驾车约 15 分钟，公交约 1 小

时 40 分钟）

驾车：机场大道→长永高速→东四路→到达长沙三景韦尔斯

利酒店。

公交：乘坐 114 路，在泉塘站下车→步行 1.2 公里至长沙三

景韦尔斯利酒店。

乘坐 114 路，在市看所守下车→乘坐星沙 101 路，在创

业乐园下车→步行 250 米到达韦尔斯利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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