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 届海峡两岸暨香港铸造业合作论坛
>> 通 知 <<

主题：《探讨未来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

此活动已向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申请『会员终身学习计划』
~~~~~~~~~~~~~~~~~~~~~~~~~~~~~~~~~~~~~~~~~~~~~~~~~~~~~~~~~~~~~~~~~~~~~~~~~~~~~~~~

“两岸三地铸造业合作论坛”自 2001 年起，每年由两岸三地铸造协会轮流主办，

今年已经是第十七届了。本次论坛由香港铸造业总会主办，中国铸造协会、台湾铸造

品工业同业公会协办。

论坛将于 11月 27 日(星期一)在香港召开，论坛主题为「探讨未来经济发展对制

造业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及在“中国制造 2025”的驱动下，中

国制造业面临着全新的内外部形势。本次论坛将由香港铸造业总会会长刘相尚先生，

中国铸造协会执行副会长张立波先生、台湾铸造品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廖坤成先生三

方主要领导与大家一起探讨对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前景，将为制造业带来哪些影响，

如何引领和带动制造业新一轮发展设定方向及路径，如何加快行业发展等相关议题及

建议展开探讨。

届时将参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参加 DMP 暨 IMCS 2017 国际（东莞）铸业展开幕式。

现敬函诚邀参与，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11月 10 日。

香港铸造业总会

2017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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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程】

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全天

香港

龙堡国际酒店

参会嘉宾报到，入住龙堡国际酒店

地址：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 8号 龙堡国际宾馆

11 月 26 日

(星期日）
全天 香港 组织论坛代表游览香港风景

11 月 27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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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08:30

香港

龙堡国际酒店

早餐

08:30-08:35
论坛开幕式

香港铸造业总会会长刘相尚先生致辞

08:35-08:40 中国铸造协会执行副会长张立波先生致辞

08:40-08:45 台湾铸造品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许廖坤成先生致辞

08:45-09:10 报告人：香港铸造业总会会长刘相尚先生(30 分钟）

09:10-09:20 互动交流与讨论环节 (10 分钟）

09:20-09:50 报告人：中国铸造协会执行副会长张立波先生 (30 分钟)

09:50-10:00 互动交流与讨论环节 (10 分钟）

10:00-10:30 论坛全体人员合影、茶歇交流（30 分钟）

10:30-11:00
报告人：台湾铸造品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廖坤成先生

(30 分钟）

11:00-11:10 互动交流与讨论环节 (10 分钟）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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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30 香港 乘坐大巴前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参观交流

16:30-20:00 国内东莞 乘坐大巴前往国内东莞 招待晚宴

20:00-21:00 国内东莞 乘坐大巴前往东莞嘉华大酒店入住

11 月 28 日

(星期二）

参观 DMP 暨 IMCS 2017 国际（东莞）铸业展

07:30-08:30 大堂集合 早餐

09:00-10:00

广东现代国

际展览中心

嘉宾前往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10:00-10:30 参观 DMP 暨 IMCS 2017 国际（东莞）铸业展开幕式

10:30-11:30 参观展览会

12:00-13:30 招待午宴

14:00 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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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

公司名称 填表日期

代表性质 □公司 □个人 □专家、学者 参加人数

公司电话 公司传真 邮箱

公司地址

参会姓名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参加两岸三地

论坛
参加香港一日游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会议费：

会员单位￥1000 元/人（HK$元 1300/人），非会员单位￥1500 元/人（HK$元 2000/人）；

费用包括：会议费、资料费、餐费、纪念品。

注：以上会员单位指香港铸造业总会、中国铸造协会、台湾区铸造品工业同业公会中

任一协会会员。

住宿费 住宿费用自理，可由总会代订香港、国内酒店（具体酒店及住宿价格附后）

付款方式 □人民币 □港币 □现场付款 □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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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致电香港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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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

阁下如有查询，请致电国内秘书处:

0755-8469 1366( 财务高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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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kdfachinaoffice@163.com
mailto:info@found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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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预定酒店及住宿价格】

# 酒店名称 星级 房型及价格 房型及价格 早餐价格 备注

1
龙堡国际酒店

（香港)
五星级 高级大床房 1200元/间・天

高级双

床房
1200 元/间・天 含早餐 港币

2
嘉华大酒店

（东莞厚街）
五星级 高级大床房 840 元/间・天

高级双

床房
400 元/间・天 含早餐 人民币

备 注 以上价格均为参考价，香港酒店费用将以港币结算，东莞酒店费用将以人民币结算。

【代订酒店回执表】

公司名称 预定人数

姓 名 手 机 邮 箱

预定日期（请打√或×说明）

预定国内酒店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预定房间数

（ ）间

双床房 □

单床房 □

（ ）间

双床房 □

单床房 □

（ ）间

双床房 □

单床房 □

（ ）间

双床房 □

单床房 □

预定酒店（请在□内打√说明）

龙堡国际酒店（香港) □

联系电话/0085-2378 7664

嘉华大酒店 □

（东莞厚街）0769-8592333

备 注
如您需要总会代定酒店，请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填写此表与报名表一起

传真、邮件或邮寄至香港总会国内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