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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绿色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引

资推介会

下一代电池技术与市场应用企业家峰会

邀请函

尊敬的 嘉宾 先生/女士：

您好！

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

破 350 万辆，同比均增长 1.6 倍，连续 7 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

推广量已超过 900 万辆。

进入 2022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景气仍在延续，政策层面接

连给予明确支持信号。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支持

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超预期增长带动下，动力电池需求快速扩

容，2021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总体出货量 562.4GWh，同比大幅增长

91.0%。其中，中国锂离子电池总体出货量在全球占比达到 59.4%。

另据电池网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今年 2 月底，中国动力电池竞争

力 TOP10 企业规划产能已超 3TWh。

与此同时，电动两轮车、通信基站储能、家庭储能、电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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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电动重卡、电动叉车、电动船舶、换电、3C 等多个细分市场

需求也呈现上行趋势。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我国新能源电池全产业

链迎来新一轮高速且高质量的增长期，电池新能源产业也成为各

级政府培育壮大的重点产业。

最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云南省新能源电池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中要求，云南省力争到

2022 年实现产值 200 亿元，新能源电池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到

2023 年实现产值 500 亿元，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集中建成放量、

产业链持续完善；到 2024 年，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产业规模明显

壮大，形成 100 万吨正极材料、50 万吨负极材料、15 亿平方米电

池隔膜、20 万吨电解液、9 万吨铜箔、50GWh 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

20 万吨电池绿色循环利用的产能规模，新能源电池全产业链产值

突破 1000 亿元。

近年来，连续多年位居云南省县域经济榜首的安宁市，围绕

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加快新材料、绿色装备制造、

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以云南裕能、云南氟磷电池、云天化

等新能源电池前驱体及配套材料等项目为龙头，推动安宁市新能

源产业发展，加快高端产业要素集聚，打造安宁市新能源产业基

地，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云南省工信厅、昆明市人民政府、

滇中新区管委会、安宁市人民政府拟联合中国电池网举办《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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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绿色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引资推介会》。会议将聚

焦电池新能源产业前沿技术、深度解读产业政策，服务产业投融

资对接，推进优质项目投资活动，力争打造有价值、高规格、有

影响力的交流平台。

【会议时间】

2022 年 5 月 16 日-18 日（16 日嘉宾报到，17 日活动日，18

日上午参观考察安宁新能源产业园区相关企业，并参加云南裕能

项目一期投产仪式）

【会议地点】

云南·昆明·安宁 玉龙湾湖景酒店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昆明市人民政府、云南

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共安宁市委、安宁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中国电池网、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独家直播】

【合作媒体】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

国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人民网、

新华网、中国网、中新网、中国汽车报、中国能源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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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科技网、央广网、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视台、春城晚

报、云南信息报、云南经济日报、昆明日报、昆明广播电视台、

昆明信息港、都市时报、掌上春城等......

【会议流程】

（一）2022 年 5 月 16 日

嘉宾、媒体全天报到；

（二）202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1. 大会开幕领导致辞（09:00-9:30）

工信部（待定）、云南省（待定）、昆明市（待定）、滇中

新区（待定）、安宁市（安宁市委书记毕绍刚）领导分别致辞；

2. 大会开幕行业致辞（09:30-10:00）

行业协会代表（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电池百

人会理事长/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助理、新闻发言人 于清

教）、知名院士专家（待定）、相关企业代表（待定）、金融服

务企业代表（待定）致辞；

3.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安宁市分别作招商推介

（10:00-10:50）

（安宁部分包含：播放安宁市新能源电池产业宣传片、发布

安宁市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规划、发布安宁市绿色新能源电池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茶歇（10:5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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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行云南省近期重点新能源电池产业招商项目、院校合

作、银企合作等集中签约仪式及签约代表发言（11:00-11:30）

（安宁项目有：上海杉杉锂年产 30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

化基地项目、浙江华友年产 50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多氟多年产

3000 吨氟化铝项目、云南祥丰新能源电池材料前驱体配套项目）；

5. 由（待定）发布建立云南省绿色新能源电池产业联盟的倡

议书（安宁企业有：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氟磷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云南云聚

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友天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祥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2022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 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持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4:30-14:40）

2. 行业专家做新能源电池产业主旨演讲（14:40-15:40）；

茶歇（15:40-16:00）

3. 企业家代表做新能源电池行业发展主题交流

（16:00-17:00）；

4. 安宁之夜欢迎晚宴，餐叙互动交流（18:00-20:00）。

（四）2022 年 5 月 18 日

1. 参观安宁市规划展览馆；

2. 实地考察安宁工业园区绿色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产业园；

3. 实地参观园区新能源电池产业落地项目并参加云南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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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期投产仪式；

（最终会议完整版日程4月底上线发布）

【会务事项】

1、请各参会企业/机构务必于 2022 年 5月 12 日前将《参会嘉

宾回执表》反馈到秘书处，以便提前安排有关会务工作。

2、本次会议参会嘉宾要求董事长、总经理及副总以上企业高管

出席。

3、参会嘉宾务必提供并确保健康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无*

号，提供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

求。

4、本次会议组委会提供接送机、站服务，请您务必提前3天将

行程发送至组委会工作人员，以方便安排，感谢您的配合!

5、组委会联系人：

耿茜茜 电话：18910778962 邮箱：geng@itdcw.com

丁 洁 电话：18612440538 邮箱：ding@itdcw.com

宋蜀伟 电话：17685898640 邮箱：song@itdcw.com

栾汝水 电话：13552626317 邮箱：luan@itdcw.com

王旭东 电话：17863967037 邮箱：wang@itdcw.com

mailto:geng@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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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回执表

单位名称

参会嘉宾 职务 手机 E-mail 备注

是否需要预定住宿 是 否

是否参加18日云南

裕能一期投产仪式
是 否

对云南、昆明、安宁

投资意向
是 否

安宁市投资

主要政策（可叠加多

重享受云南省、昆明

市、滇中新区及安宁

市政策）

土地保障：安宁工业园区规划有 21.38 平方公里绿色新能源电池产业园区，包

含 6.24 平方公里化工园区。对亩均税收 60 万元或亩均产值 5000 万元的项目

享受“零” 地价。

要素保障：1.水：安宁工业园区规划设置工业水厂共五座，可保障大工业用水，

同时配套三座工业污水处理厂；2.电：安宁工业园区目前拥有包括云南省最大

的 500KV 变电站在内的六座变电站，正在规划新建多座 220KV 变电站，可保障

绿电率不低于 80%的大工业用电，通过参与市场化直接交易、争取专场交易等

方式降低项目电价成本，到户电价实现不高于 0.42 元/度；3.气：安宁工业园

区天然气由中缅油气管道供应，气源充足，可保障大工业用气；

落地支持：对投资 50 亿元以上、年亩均产值不低于 600 万元、年亩均税收不

低于60万元的单个新能源电池产业的投资企业且全部建设周期不超过36个月

的项目，由政府配套进行场地平整，并享受产业资金扶持、代建厂房及配套产

业基金等政策。

产业基础：云南省磷矿、锂矿资源丰富，安宁市石油化工、磷化工产能居云南

全省首位，湖南裕能、多氟多、云天化、杉杉、华友等龙头已落地或即将落地，

安宁工业园区致力于打造千亿级绿色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备注

1、参会回执表请于 5 月 10 号前发送给组委会秘书处，以便安排会务工作！

2、本次会议仅限一名高管参加，组委会提供接送机、站服务，请您务必提前 3

天将行程发送至组委会工作人员，以方便安排车辆，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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