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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召开第四届国际金刚石大会和第二届中国珠宝 

创新大会暨首届中国培育钻石产业峰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会员单位、行业企业、高校及相关机构： 

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分会将与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第四届国际金

刚石大会和第二届中国珠宝创新大会暨培育钻石产业峰会”。此次第

四届国际金刚石大会主题为“创新驱动•降碳增效”，旨在紧跟党和国

家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切实推进行业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超硬材料行业通过创新驱动

实现绿色发展，在技术创新和发展模式上全面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同

期，分会与河南省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珠宝创

新大会暨首届中国培育钻石产业峰会将以“共生•未来”为主题，探讨

传统珠宝与新兴势力——培育钻石如何共存共生，努力提升中国培育

钻石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加速其向消费端的渗透，大会期间还会设

置创新珠宝展区，现场展示中国培育钻石“超硬”实力。 

组委会将本着全心全意为行业同仁服务，搭建好行业交流平台，

丰富技术交流内容的原则，做好本次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现将会议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中国机床工具 

工 业 协 会 超硬材料分会文件 



一、会议时间、地点 

2022 年 11 月 8—11 日 • 郑州 

地点：郑州希尔顿酒店      

郑州市金水区 金水路 288 号 

二、主办单位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超硬材料及制品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 

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 

三、承办单位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金刚石与磨料磨具工程》杂志社 

Functional Diamond 

四、协办单位 

河南省功能金刚石材料创新中心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钜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厚德钻石科技有限公司 



万龙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联合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明润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昌润极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会议协办企业征集中） 

五、支持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新材料分会  

河南省硅酸盐学会  

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超硬材料工具专业委员会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燕山大学 

中北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中原工学院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英国）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 Science（日本） 

Osak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日本） 

Waseda University（日本） 

Universität Siegen（德国） 



University of Surrey（英国）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英国） 

六、日程安排 

11 月 8 日   全天 报到 

 9 日   上午 “创新驱动•降碳增效”主题论坛  

题目 演讲人 所属单位 
职务 

职称 

开幕式 

双碳背景下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 焦兴旺 中制智库 理事长 

超硬材料及制品行业能耗调研情况

简析 
孙兆达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

硬材料分会 
秘书长 

光伏行业发展及加工需求前景 吴  英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长 

超精密制造引领绿色低碳环保加工

技术发展 
赵惠英 西安交通大学 教  授 

雕微琢纳：激光精密加工赋能钻石

产业绿色发展 
赵全忠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教  授 

9 日  下午 超精密加工及先进制造论坛  

2021 及 2022 上半年行业经济运行

情况 
李志宏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

硬材料分会 

高  级 

顾  问 

CVD 金刚石制备及相关设备发展

情况 
朱嘉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  授 

微细刀具设计与刃磨制造技术 梁志强 北京理工大学 教  授 

半导体行业发展及加工需求 叶宏煜 
武汉万邦激光金刚石工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tYo6hhsQpRFTK_xKNTlkO8vnMueIofFlb8BU9kFMr66dU8VC7xTjlMUa662v4QD&wd=&eqid=87f5acbe00008d4500000003634cb9b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2tYo6hhsQpRFTK_xKNTlkO8vnMueIofFlb8BU9kFMr66dU8VC7xTjlMUa662v4QD&wd=&eqid=87f5acbe00008d4500000003634cb9b2


血管钙化组织差异切削砂轮研制和

性能测试 
刘  瑶 中北大学 副教授 

金刚石制品在半导体产业磨抛领域

的新进展 
丁  磊 

河南联合精密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总经理 

声学共振混合技术及其在超硬材料

行业的应用 
赵  炯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有限公司 

高级工

程师 

9 日  下午 功能金刚石 Functional Diamond 论坛 

基于表面终端的金刚石场效应

管 

Hiroshi 

Kawarada 
Waseda University（日本） 教  授 

金刚石及其电化学领域的应用 杨年俊 Universität Siegen（德国） 教  授 

粒子注射及其在金刚石领域的

应用 

Roger 

Webb 
University of Surrey（英国） 教  授 

纳米金刚石的生物医药应用 

Michael 

Xianfeng 

Che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英国） 
讲  师 

10 日 全天 第二届中国珠宝创新大会暨首届中国培育钻石产业峰会 

上午场 

项目 内容 备注 

签到入场 主题游展＆人物专访 

大会开幕式 

开幕演讲 未来珠宝十年—张杰 
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传媒大

学客座教授 

主题演讲 

产业经济与发展新格局

主题演讲 

——陈文玲 

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发改

委、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特聘专家 

揭牌签约 



主题演讲 
中国品牌创新之路 

——李光斗 

中国品牌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

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 

主题演讲 
珠宝设计与创新思维 

——柳冠中 

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清华大学首批文科

资深教授 

主题演讲 
培育钻石的技术创新 

——王秦生 

国家超硬材料首席专家、中国金刚石行

业 50年贡献人物、中宝协培育钻石分会

名誉会长 

主题论坛 培育钻石与传统珠宝产业对话 

产业路演 培育钻石产业区路演 

下午场 

签到入场 主题游展＆宣传片轮播＆人物专访 

大会视频祝贺词 

主题演讲 
“专精特新”精益管理 

——祖林 

中国制造管理专家、华南理工大学 EDP

特聘教授 

项目启动 

中国培育钻石推广日启动 

全球征集培育钻石品类广告语及品类标识 

推广日纪念钻全球限量预发 

创新发布 2022中国培育钻石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白皮书） 

全球首发 中国超级培育钻石全球首发 

创新演讲 
品类创新、营销创新、产

品创新等 

创新品牌创始人、资深投资人、技术专

家等三人 

创新论坛 中国珠宝行业创新零售 
世界铂金协会、深圳珠宝设计师协会、

品牌企业、零售代表等 



主题演讲 
逆算营销：营销就是经营 

——木元哲 

日本松下（中国）前总裁、全球组织管

理专家 

会议结束 合影留念＆部分人物专访 

闭门会 

晚宴 

更多精彩报告敬请期待…… 

11 日   全天 参观三磨展 

七、会议服务 

1. 会议报名系统已经开启，敬请关注分会微信公众号（点击活

动-会议注册），报名参会。也可填报 word 版回执（附件 1），发邮

件至会务组。 

 

2. 本次大会不再提供纸质通讯录，参会代表信息可由报名系统

查询。（注：只有在报名系统中登记的手机号码方可签到并查看通讯录） 

3. 会务费为 3500 元/人，学生代表为 2700 元/人。会务费包括注

册费、资料费、餐费。食宿统一安排，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本次会

议费用由承办单位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收取。报名成功

后请根据系统短信提示及时缴费。 

会务费汇款路线： 



开户行：郑州市工行陇海路支行  

账  号：1702021509004000429 

户  名：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汇款请注明国际金刚石大会。 

4. 会议酒店费用为 520 元/间/晚（含早），代表报到入住时自行

前台缴费。需要会务组代留住宿的代表请在报名时填写正确的房型和

退房日期，若日程出现变化请及时联系会务组更改或取消预定，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会期房间紧张，请尽早预定。 

5. 请参会代表在往返途中做好个人防护。会议召开前如受国家

发布最新疫情防控要求或其他突发事件影响，会议可能延期或取消举

办，具体情况会另行通知。 

6. 双大会联合征集协办、支持单位，方案详询协会秘书处。 

七、联系方式 

张 贝 贝 18538105013  zbb@cmtba-ida.org.cn  

李 利 娟 15670608488  llj@cmtba-ida.org.cn  

赵 兴 昊 13783484566  zxh@cmtba-ida.org.cn 

李 炫 极 18530838399  lxj@cmtba-ida.org.cn 

孙 兆 达 18503808188  szd@cmtba-ida.org.cn  

通讯地址：郑州市高新区梧桐街 121 号 450001  

传    真：0371-67657827 

附件 1：会议回执 

抄  送：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 

2022 年 10 月 13 日        

 

 

 



附件 1 

会议回执 

会议名称 
第四届国际金刚石大会和第二届中国珠宝创新大会

暨培育钻石峰会 

单位名称  

主要产品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入住-退房时间 房型 

       

       

       

发票信息 

发票抬头（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如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填写以下信息（普通发票不用填写）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和收件人信息 

收件人  

联系电话  

邮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