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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19年冷弯型钢（管材）先进成型技术国际会议”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9-11-05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钢结构协会和中国金属学会共同主办的“2019年冷弯型钢（管材）先进成型技术国际会议”将于2019年11月19-2

1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韩国金属学会和意大利冶金学会作为此次会议的协办单位。

本次会议旨在为国际冷弯型钢领域的同行提供一个科技交流平台，该领域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将汇聚中国，与参会者相互交

流最新技术成果和科研经验，研究和探讨国际冷弯型钢领域的热点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希望贵单位能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组织科技人员踊跃参加并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 先进高强钢冷弯型钢工艺研究

2. 局部热成型冷弯产品及工艺

3. 冷弯型钢成型工艺的数字化

4. 国际冷弯型钢产品的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

5. 钢波纹板结构设计及工程应用研究

6. 宽幅板冷弯成型技术及应用

二、报到日期和地点

会前注册报到时间：2019年11月19日08:00-22:00

会议期间报到时间：2019年11月20日08:30-12:30

会议报到地点：广州碧桂园空港凤凰酒店大厅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花安中路1号（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联系人及电话：郭兴 13401023858

三、会议日程

专题导航

计划

(http://www.csm.org.cn/xshd/hdjh)

通知

(http://www.csm.org.cn/xshd/tztg)

会议

(http://www.csm.org.cn/xshd/hyzx)

支付

(http://pay.csm.org.cn/csm-

pay/projectFee/indexPage.service)

政策

(http://www.csm.org.cn/kjxx/zcyj)

企业

(http://www.csm.org.cn/kjxx/qykj)

奖励

(http://www.csm.org.cn/ztdh/jl)

评价

(http://www.mmci-

china.com/technologyevaluation.do)

认证

(http://www.csm.org.cn/ztdh/rz)

科普

(http://www.csm.org.cn/kjxx/kpyd)

图书

(http://www.csm.org.cn/ztdh/book)

期刊

(http://www.csm.org.cn/ztdh/qk)

文集

(http://www.csm.org.cn/ztdh/wj)

党建

(http://www.csm.org.cn/ztdh/dj)

友情链接

(http://www.csm.org.cn/ztdh/yqlj/2017119/1510202194376_1.html)

http://www.csm.org.cn//index.html
http://www.csm.org.cn/xshd/tztg/2019115/1572937505123_1.html
http://www.csm.org.cn/xshd/hdjh
http://www.csm.org.cn/xshd/tztg
http://www.csm.org.cn/xshd/hyzx
http://pay.csm.org.cn/csm-pay/projectFee/indexPage.service
http://www.csm.org.cn/kjxx/zcyj
http://www.csm.org.cn/kjxx/qykj
http://www.csm.org.cn/ztdh/jl
http://www.mmci-china.com/technologyevaluation.do
http://www.csm.org.cn/ztdh/rz
http://www.csm.org.cn/kjxx/kpyd
http://www.csm.org.cn/ztdh/book
http://www.csm.org.cn/ztdh/qk
http://www.csm.org.cn/ztdh/wj
http://www.csm.org.cn/ztdh/dj
http://www.csm.org.cn/ztdh/yqlj/2017119/1510202194376_1.html


四、会议文集及会议语言

被会议接收的文章将收录在会议英文文集（非正式出版物）中。

本次会议工作语言为英文和中文。

五、会议注册、缴费和报名截止时间

（一）会议注册：

参加会议人员请填报“会议回执表”（见附件1），请于11月15日前将回执表发送至chinacri2011@126.com。为了方

便对账，汇款请备注“参会缴费”。

（二）注册费标准：

1、论文作者会议注册费：2000元/人

2、参会者会议注册费如下：

3、普通发言人及参会者会议注册费包含：

Ø   会议交流

Ø   会议论文集（非正式出版物）、会议日程、 代表名单等会议资料

Ø 11月20日招待会

Ø 11月19日晚餐、11月20日午餐及11月21日午餐及晚餐

Ø 11月20-21日茶歇

Ø 增值税税金

（三）缴费方式及发票信息填写：

1、银行汇款（仅限于11月17日前）：

账户名称：北京钢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中关村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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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0413050103020002551

完成汇款后，烦请将汇款凭证发送至chinacri2011@126.com，以便确认缴费情况。

2、现场缴费（支持支付宝、微信、现金，不支持银行卡<特殊情况请于11月15日前告知>）：参会代表也可在会议期间

（即2019年11月19-21日）现场注册并缴纳会议注册费。为提高现场报到的效率及方便参会代表，鼓励代表提前报名、提前

交费，并可在会场直接领取发票。

3、发票信息填写：

缴费成功后，需要开具发票的代表，请在附件1中注明发票费用类别并将发票信息连同汇款凭证一起发送至chinacri20

11@126.com。

（四）现场报到及资料领取：

会议报到时，请您向工作人员提供注册人员姓名，以领取名卡和餐票及会议资料。

提前缴费的代表，注册费发票在现场报到时统一领取，以避免邮寄过程中丢失。如代表需要提前邮寄发票，请通过邮件告

知秘书处，我们将通过快递邮寄给您，邮费自理（到付）。

现场缴费的代表，发票将在会后通过快递邮寄。请务必清晰填写邮寄地址，以免延误财务报销。

六、住宿酒店预订

2019年冷弯型钢（管材）先进成型技术国际会议将在广州碧桂园空港凤凰酒店举办。广州碧桂园空港凤凰酒店位于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附近，房间价格：400元/间（天），如有需要的参会代表请在回执表（附件1）中注明。

七、会议秘书处

中国钢结构协会冷弯型钢分会：

郭兴 13401023858  徐佳 13476157390

中国金属学会国际联络部：

宋青 赵欣 电话：010-6521120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会议中

心1323室

E-mail: chinacri2011@126.com

Website: www.rollforming2019.com  

 

附件1：关于召开“2019年冷弯型钢（管材）先进成型技术国际会议”的通知 (http://www.csm.org.cn/attachment/20

19115/1572937505130.pdf)(PDF) (http://www.csm.org.cn/attachment/2019115/1572937505134.pdf)

附件2：参会回执表 (http://www.csm.org.cn/attachment/2019115/1572937505137.docx)

附件3：“2019年冷弯型钢（管材）先进成型技术国际会议”初步技术日程 (http://www.csm.org.cn/attachment/2019

115/157293750513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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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06036139号-1

会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号    邮编：100081

网站联系电话： 010-65126576 (tel:010-65124122) 电子邮件： csmoffice@csm.org.cn (mailto:csmoffice@csm.org.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000223334)

中国金属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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