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会组团参加中国铸造协会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

邀请函

A 团-06 月 10-13 日 B 团-06 月 10-14 日

此活动被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列为『会员终身学习计划』认可课程活动

中国铸造协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铸造协会年会”将于 2017 年 6 月 10-12 日在上海唐朝酒店召

开，本次年会论坛主题：《顺势而为，创新发展》，将邀请行业内专家、企业家做专题报告，就行业

热点进行讨论并开展多场技术专场。

同期，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和“第十二届中国压铸工业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这次

展会由中国铸造协会主办，香港铸造业总会和苏州压铸技术协会协办。此次展会得到海内外权威压铸

组织和名家、名企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此次盛会将为中国乃至世界压铸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这将是全球压铸精英的大聚会，是压铸行业新产品、新技术全球发布会，更是跨领域合作的大型、实

用商贸会、交流会。

“中国国际压铸工业展览会”是具有 18年历史的“国际有色及特种铸造展览会”的升级品牌，2015

年更名后隆重推出即获得轰动效应，238家展商，61349人次专业观众，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演

绎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压铸盛会。2017年香港铸业总会正式加盟“中国国际压铸工业展览会”，在上海

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强强联手，必将令展会更加绚丽精彩。展览会期间将揭晓中国压铸件企业 50强”、

“中国压铸模具企业 20强”。

行程分有 A团、B团两种，B团主要是铸青成员与浙江铸造协会青年联谊活动。

这是一次难得的参观学习机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05 月 31 日。如有任何查询，

欢迎致电香港铸造业总会秘书处。

香港铸造业总会秘书处：

 总会国内秘书处：

联系人：何小姐（Lulu)/胡小姐(Helen)电话：0755-8469 1366/8469 1266 传真：0755-8469 1366

邮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总会香港秘书处：

联系人：邓小姐（Beryl)/ 骆小姐（Karen) 电话：（852）2463 5388 传真：（852）2464 2298

邮箱：info@diecasting.org.hk

香港铸造业总会

2017 年 4 月 27 日

mailto:hkdfachinaoffice@163.com
mailto:info@diecasting.org.hk


「行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6月 10 日

07:30 深圳机场 T3 候机楼 F 岛 集合

07:30-08:3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09:30-11:50 乘坐东航 MU5334 航班 深圳—上海虹桥

12:00-13:00 乘坐大巴前往 XXX 企业参观

13:00-14:00 午餐

14:00-16:00 参观企业（待定）

16:00-18:00

乘坐大巴前往上海唐朝酒店

乘车前往会议中心报到及办理入住手续

地址：上海嘉定区安亭宝安公路 4339 号 ，近 F1 赛车场

19:00 晚餐 （用餐地点代定）

6月 11 日

主题报

告

07:00 Morning call

07:30-08:30 早餐

09:00-10:00 开幕式 行业表彰与授牌仪式( 长乐宫剧院厅)

10:20-11:00 《装备制造企业的动能转换之道》--演讲人 朱森第

11:00-11:35 《轻合金在铸造领域的发展》--演讲人 丁文江

11:35-12:10 《铸造业的转型升级 & 2016 数据发布》

12:10-14:00 午餐（用餐地点代定）

14:00-14:30 《标准化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强毅

14:30-15:00 《北美铸造业最新发展》

15:00-15:40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铸造业国际化发展》

16:00-17:30 互动交流：铸件品质的提升助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历届展会金奖铸件评述

18:00 晚餐 （用餐地点代定）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6月 12 日

分会场 论坛

07:00 Morning call

07:30-08:00 早餐

08:00-17:00
中国铸造行业“四新”技术发布会&中国铸造行业特色产业集群

宣讲会

08:20-17:00 压铸工艺与装备专场 牡丹厅

08:20-17:00 先进铸造技术和工艺装备专场 —— 惠兰厅

08:20-12:00 铸铁熔炼设备的选择及其工艺专场 —— 芙蓉厅

08:20-12:00 “一带一路”及国际化发展专场 —— 耐冬厅

08:20-12:00 铸造产业集群的建设专场 —— 玫瑰厅

08:20-12:00 汽车用高端铸件专场 丹桂厅

12:30-13:30 午餐（用餐地点代定）

13:50-17:00 铸造业团体标准专场 耐冬厅

13:50-17:00 高端装备制造业关键铸件专场 丹桂厅

13:50-17:00
人才培训与职业教育专场（中国铸造协会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 2017 会

议）玫瑰厅

13:00-15:00 安全生产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

15:00-18:00 优质压铸件金奖、优质铸件金奖评选活动首次会议

18:00 晚餐 （用餐地点代定）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6月 13 日

A 团

07:00 Morning call

07:30-08:30 早餐及前台办理退房手续

08:30-10:30 携带行李乘车前往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0:30-17:30

第十二届中国

压铸工业展览

会

参观“第十二届中国压铸工业展览会”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馆W4-W5 （两大压铸展馆）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号
备注：

1. 11:30 所有团员在总会展位合影留念(展位号：)

2. 展会同期活动日程安排

1) 9:00-7:00 W2-M9《2017 中国轨道交通配件采购洽谈会》

2) 13:00-17:00 W4-M6 《模具分会会议》

3) 时间、地点代定 《中外压铸交流会》

17:30-18:10 乘坐大巴前往机场

18:3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20:30-23:00 乘坐东航 MU5359 航班 上海虹桥--深圳

6月 14 日

B 团

07:00 Morning call

07:30-08:30 早餐及前台办理退房手续

08:30-10:30
携带行李乘车前往参观中国重汽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红泰六路 699 号

10:30-12:30 参观中国重汽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12:30-16:30 交流午餐（香港铸青成员与浙江铸青成员交流活动）

16:30-17:00 乘坐大巴前往机场

17:0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19:05-22:05 乘坐南航 CZ3570 航班 杭州-深圳



总会组团参加中国铸造协会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
「报名表」

单位名称* 是否会员* 是□ 否□

单位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邮箱* 电话*

网址* 传真*

参会代表*

共 人参会 (代表信息将收录在大会通讯录中，请您认真填写）

姓名 先生/女士 职务 手机 回乡证号/身份证号

姓名 先生/女士 职务 手机 回乡证号/身份证号

姓名 先生/女士 职务 手机 回乡证号/身份证号

是否有申报行业

表彰奖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请选择“√” A 团：□ B 团： □

A 团费：

会员：RMB5700 元/人或 HK$6400 元/人, 非会员：RMB6200 元/人或 HK$6990 元/人

B 团费：

会员：RMB6300 元/人或 HK$7100 元/人, 非会员：RMB6800 元/人或 HK$7700 元/人
费用包括：往返机票、住宿费、餐费、交通大巴费、资料费、论坛会议费（会员 RMB2100 元，非会员 2500 元）

备注：

1、报名成功航班已订购后，如有会员需取消活动，除航空公司收取手续费外，总会同等收取服务费 200 元/位。

2、如有会员不跟团，需通过总会帮忙预定机票，酒店住宿，将收取服务费 150 元/位。

付款方式 □人民币 □港币 □现场付款 □银行转账

住 宿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汇款信息

香港铸业总会公司帐号

银行名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葵芳分行

银行账号:094-545654-001

收 款 人:香港铸造业总会有限公司

支票抬头：香港铸造业总会有限公司

HONG KONG FOUNDRY ASSOCIATION LIMITED

邮寄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临乐街 19号南

丰商业中心 11楼 1103 室

阁下如有查询，请致电本会秘书处:

852-3572 0752 (Karen Lok 骆小姐)

香港铸业总会国内帐号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深圳平湖支行

银行账号:1101 3538 9429 02

收款人:深圳市港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传真:0755-8469 1366

邮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备注：请将转账单副本以传真或电邮至本会秘

书处

阁下如有查询，请致电本会国内秘书处:

0755-8469 1366( Neil 高杰先生)

联系方式

 总会国内秘书处：联系人：何小姐 15018720169 胡小姐 13322931691
电话：0755-8469 1366/8469 1266 传真：0755-8469 1366
邮箱：hkdfachinaoffice@163.com

 总会香港秘书处：联系人：邓小姐（Beryl） 骆小姐（Karen)
电话：（852）2463 5388 传真：（852）2464 2298
邮箱：info@found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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