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首届中国绿色智能铸造暨第四届国际 

绿色铸造高峰论坛 
>>  通 知  << 

主题：《绿色发展 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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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铸造行业绿色智能转型，由中国铸造协会和中国智能铸造产业

联盟共同研究决定的，“首届中国绿色智能铸造暨第四届国际绿色铸造高峰论坛”将

于 2018 年 7 月 8日-11 日在宁夏银川举行 。  

本次论坛以“绿色发展 智造未来”为主题，旨在帮助企业解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关键问题，提质降本增效，环境安全达标，推进企业上云，实现绿色智能转型。论

坛期间，邀请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智能制造技术、绿色铸造技术、绿色智能工厂

规划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解决方案等作主题报告，并安排与会代表前往世界首

个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成形智能示范工厂、小巨人机床、巨能机器人等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参观交流。 

香港铸造业总会将携手香港创新科技及制造业联合总会、香港三维打印协会组团

参加此次高峰论坛及参观企业及游览被誉为鱼的世界、鸟的天堂、游人乐园的全国三

十五个王牌景点之一的【沙湖】，是祖国西北地区颇负盛名的旅游热点，因其独特优美

的自然景观而被选为全国 35 个王牌景点之一，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秀丽景观，是一处融

江南秀色与塞外壮景于一体的“塞上明珠”。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6月 28日。 

香港铸造业总会 
2018年 6月 13日 



 

 

 
首届中国绿色智能铸造暨第四届国际 

绿色铸造高峰论坛 
 

【活动日程】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7月 8日 

07:20-8:00 自行凭回乡证、国内身份证办理登机牌 

8:00 自行前往 深圳机场 登机口 集合 

08:40-12:20 乘坐深航 ZH9231 航班   深圳—银川 

13:30-17:30 游览宁夏颇负盛名的旅游景点【沙湖】 

17:30-18:30 
乘坐大巴前往新华联瑞景酒店 

地址：银川市新火车站东广场 

18:30-19:30 办理入住手续 

 

 

 

7月 9日 

 

 

06:40 Morning call 

07:00-08:00 早餐 

08:00-08:30 
乘车前往银川市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会议 

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大街 222 号 

上午 

主论坛： 

1.领导致辞 

2.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3.筑梦新时代 智造新未来 

4.增材制造技术在铸造行业的应用 

5.机器人等创新技术在铸造行业应用  

6.铝镁合金压铸工艺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7 月 9日 

12:00-13:30 午餐 

下午 

主论坛： 

1. “铸造行业工业 APP 评选活动”启动仪式 

2. 校企合作、产学研项目签约仪式 

3. 铸造行业产学研合作模式  

4. 绿色铸造已成铸造发展的必然趋势 

5. 大型高端铸件的智能化制造 

6. “铸造用除尘器配置指南”团体标准解读 

7. 绿色铸造示范企业经验分享 

8. 智能铸造示范企业经验分享 

18:00-19:00 晚餐 

19:00-19:30 
乘坐大巴返回新华联瑞景酒店 

地址：银川市新火车站东广场 

7月 10日 

06:40 Morning call 

07:00-08:00 早餐 

08:00-08:30 
乘车前往银川市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会议 

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大街 222 号 

上午 

（分论坛） 

智能铸造会场： 

智能工厂规划设计及实践 

设备互联与远程运维 

工业级铸造 3D打印机 

机器人柔性加工系统在铸造行业的应用  

企业上云助推铸造行业绿色智能转型 

云 ERP 全业务流程在铸造行业的应用等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7 月 10 

上午 

（分论坛） 

绿色铸造会场： 

绿色数字化精密铸造技术探讨 

绿色铸造装备新亮点 

绿色铸造理念在企业中的实践 

欧洲绿色铸造工厂的设计理念 

“无机粘结剂”的研究与应用 

“铸造专家”ERP 系统对企业的供应链实现绿色智能管理 

12:00-13:30 午餐 

下午 

企业参观： 

世界首个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成形智能示范工厂 

宁夏巨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小巨人机床有限公司 

18:00-19:30 晚餐 

19:30-19:50 乘坐大巴返回新华联瑞景酒店休息 

7月 11日 

06:40 Morning call 

07:30-08:30 早餐及办理退房手续 

08:30-11:30 携带行李乘车前往西部影视城及水洞沟参观 

11:30-12:00 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13:40-17:15 乘坐深航 ZH9232 航班 银川-深圳 

 

 

 

 

 



 

 

 

参加首届中国绿色智能铸造暨第四届国际绿色铸造高峰论坛 

「报名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邮箱*  电话*  

参会代表* 

香港铸造业总会会员 是□   FITMI 会员 是□   三维打印会员 是□   

共         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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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团费用： 

会员：RMB6000元/人或 HK$7500元/人, 非会员：RMB6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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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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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姐（Coco）18594227038 胡小姐（Hel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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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