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

Ⅰ△ 有Ⅱ公 司

"饫

KUNMING IRON&sTEEL HOLDING Co。 ,Ⅱ D。
Le⒒ er ofInⅤ ⒒甜ion
We盯 e

pleased to inⅤ ite1叫 L。 NeⅤ Ⅱ1e Gabie and Mr。 Stu引吨Michael

Hewetson1叽而rd to

Ⅴisit our headqu引 吨ers located in Anning city9Yunnnan province,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盯 ch30to AprⅡ 10,2016。 Their personal infoHmation is as foⅡ
Name

Gender D乱 e

NevⅡ le Gabie

Male 19伍 Apri11%9

B}ritish

2o94o7252

Male

British

519167908

stua吨

Michael Hewetson洳 d

ofBkm

ows。

07-04■ 1981

N乱 ionality PⅠ

:】1【

:;sport No。

They 盯e self-employed 引吨ists/fll1m moker and have been coⅡ 11nissioned by
Fonds■ BelⅤ al to Π
noke a fll1n about the histor。 厂of Blast Fumace C,which we bought

from Belval,Luxembourg in1996。
Fumape∷

C alf】

It’

s1neaninghl to sh盯 e a coⅡ Ⅱnon link— — Blast

〖
d have this opportunh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us。 The∶Blast

Fumace has been operated weⅡ aRer reⅤ amped in our iron-making plant ⒛ d is
p1aying an important role among our production lines。 We’ Ⅱmε Ι
ke

IⅡ Tangement

for

them to Ⅴisit the Blast Fumace E)1I1Ld1neetthe people who work E11Ⅱ 1Ld live here,as weⅡ
as provide necessaq厂 assist⒛ ce,so thatto ensure a success in fll1ning。

As、ve understand that aⅡ expenses incured during山 e trip,inc1uding intemational
travel expendture∶ aocommod犹

ion and medcalinsurE彐

1I1Lce ElIⅡ

EId so on during their说 sh

in China Ⅵ注Ⅱ be covered by Fonds¨ Belval。

Best regards,

Zhao Yongp1ng

Bo盯d Ch缸瀚
KuηⅡⅡng

Iron d℃

o。

,Ltd'

地址 :中 国云 南省安 宁市 郎 家庄
Add:LmI::jiazhwmg,AnⅡ ng City,Yuman Pro说 nce,China

Post Code∶

攻L话 /Te丨 : +86871 68602392

传真/FⅨ :十“ gT1bBbs1010

由阝正廴编 石
马: 650302

650302

昆”

注△ 有Ⅱ公 司

"饫

KUNMING IRON&sTEEL HOLDING Co。

,LTD。

邀请 函
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 NeⅤ ille G孔 ie先 生和

stua⒒

Michael Hewetson斌斌 先

生 于 ⒛ 16年 3月 30日 叫 月 10日 期间到访位于 中国云南省安宁市 的我公司总部
他们 的个人信息如下 :

。

姓名

性别

NevⅡ le Gabie

男

⒐u狨 M油 ael

男

Hewetson W删

,

出生 日期

19” 年 4月

19日

07■ 04¨ 1981

国籍

护照号

英国

209407252

英国

519167908

他们是受卢森堡 贝尔瓦尔政府基金组织 (Fonds-Be1vd)委 托 的艺术 家和
电影制作人 ,前 来拍摄 一 部关于卢森堡贝尔瓦尔 工 厂

C高 炉历史的纪录 片 ,该

高炉 由我公司 19gG年 从卢森堡 贝尔瓦尔 工 厂购买后经 我公司炼铁厂重新 设计后
建成 ,至 今仍运行 良好 ,对 我公司 生产发挥着 重要 作用 。我们双方分享关于这
座高炉 的历史 以及进行这 样 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有意义 的 。我们将安排他们参观
高炉 、会见在此 工 作和 生 活 的人们 ,并 提供所需的必要 协助 ,以 确保纪录片拍
摄成功 。
他们此行 的所有 费用 ,包 括 国际旅费 、食宿及 医疗 保 险等 费用均 由贝尔瓦
尔政府基金组织 (Fonds-Be1Ⅴ a1)承 担 。

昆明钢铁控

地址 :中 国云 南省安宁市郎家庄
Add∶ Lm崮 iazhumg,Anning α△ Yumm Province,China

Post Code∶

攻L击乡/Tel: +86871 68602392

传真/FⅨ :+“ BT1bBbs1010

由阝正攵编 石马: 650302

65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