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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焊协 [2018] 037 号 

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 

—— 焊接技术·标准·质量 

二号会议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由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主办的“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

焊接技术·标准·质量”会议定于 2018年 10月 24日 - 26日在湖南省株

洲市召开。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自 2016年创办以来，在行业领导、院士、

专家、会员单位、相关行业协会、设备材料制造企业及行业媒体的支持下，

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论坛已成为国内工程建设领域的企业家和焊接技术

专家、相关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焊接设备及材料企业从事研发及

应用的焊接工作者就工程建设焊接领域的焊接技术开展交流与合作的一个

重要平台，也逐步成长为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又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品

牌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焊接技术·标准·质量”。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市场及技术

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已进入到一个以

中高速发展为特征，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为目标的新时代。“一带一路”

作为国家战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并取得显著成

绩，包括建筑、水电、冶金、石油、石化、化工、核电、电力、铁路等行

业会员在内的众多工程建设单位都在积极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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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国际竞争。与此同时，焊接新材料、优质高效先进焊接新技术、以机

器人为标志的智能焊接技术和装备等在工程建设行业的应用也日益广泛。

市场的拓展、需求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变化等因素对工程建设

领域焊接的技术、标准、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提高焊接质量，增加企业效益，是将企业培养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根

本保证；优质高效智能先进焊接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是提升焊接质量、增

加效益的重要保证；焊接标准是焊接技术成果应用与发展的总结和产物，

是确保焊接质量的基础，是评价焊接质量的基准，也是不同行业、地区、

国家技术经济合作的基础依据。 

从工程建设焊接的现状和发展看，既存在着焊接质量状况堪忧，需要

采用先进焊接技术、加强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措施等的课题；也存在现有

焊接标准不完善，需要修改、补充的课题；更由于近些年和未来几年，焊

接结构形式体系、焊接新材料、焊接新技术、机器人焊接等的大量应用，

这些新变化带来的相关标准缺失，需要增加、新编焊接标准的课题；并且

在大量国内工程建设单位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的环境下，有关国际标准的采用和对接、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互认等

也存在着课题。 

我国新版《中华人民国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

行）》开始实施，国家正在从战略层面加强标准工作，逐步优化完善我国

标准体系。 

论坛将邀请国内标准化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有关焊接标准的国际

组织和发达国家的代表、国内外拥有先进焊接技术的企业专家、工程建设

焊接有关标准的编修专家、国内外有关焊接标准研究和应用的知名专家就

本次论坛主题所涉及到的上述课题以及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会员单位的专家

代表在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以特邀专题报告的形式与全体参会人员

进行交流。希望对国内工程建设焊接质量及标准的建立和完善起到引导、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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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名称 

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 —— 焊接技术·标准·质量 

二、日程安排 

10月 24日      全天报到 

10月 25日      特邀嘉宾报告、技术交流 

10月 26日      企业参观、交流 

三、会议地址 

株洲美的万豪酒店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隆兴路 160号 

电话：0731—23658888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水利焊接专业委员会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建筑焊接专业委员会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质量及检测委员会 

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焊接分会 

承办单位：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设备与材料分会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宾采尔（广州）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焊接技术》  《焊接》  《电焊机》  《金属加工》 

《焊接之家》  《焊接二十一世纪》    《工程焊接》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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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委员会 

荣誉主席：岳清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    席：王石磊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会长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副 主 席：刘景凤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常务副会长 

施志勇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关  洁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周  国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站长 

李  正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韩乃山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宋中南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沈  平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备部部长 

刘继斌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劳资部副部长 

辛荣国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陈远锦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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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向东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副院长 

李宪政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唐山开元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张秀珊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晓柏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鲍云杰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段  斌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秘书长 

林清森  深圳市麦格米特焊接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六、专家委员会 

主    席：都  东  清华大学焊接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刘家发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副 主 席：胡绳荪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天津市焊接学会理事长 

周  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周  林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邹家生  江苏科技大学教授/江苏省焊接学会理事长 

栗卓新  北京工业大学焊接研究所教授/所长 

罗  震  天津大学求是学部教授/副主任  

董红刚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副院

长 

委    员：郭继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教高/副总经理 

郭  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主任 

单彩杰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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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芳  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教授级高工/主任 

马德志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主任 

刘全利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万天明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教高/总工 

周武强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彭勇毅  机械工业标准定额站高级工程师 

蒋  勇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蒋晓明  广东省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罗  雨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何志军  深圳市麦格米特焊接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魏  武  宾采尔（广州）焊接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孔  萌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部长 

七、报告评审委员会 

主    席：李  桓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副 主 席：方臣富  江苏科技大学教授 

谢  琦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教高/主任 

陈建平  天津大桥焊材集团市场部高级工程师/处长 

隋永莉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邸新杰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八、执行委员会 

主    席：李宪政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设备与材料分会主任 

副 主 席：李建军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秘书长 

侯  敏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秘书长 

卢绮埼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演 讲 组：侯  敏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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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务 组：徐  娅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郑都群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黄旖旎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赖晓霞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黄利聪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宣 传 组：王  莹  《焊接技术》杂志社主编 

朱  琦  《焊接》杂志社主编 

彭亚萍  《电焊机》杂志社主编 

周晟宇  《金属加工》杂志社主编 

李  军  《焊接之家》总经理 

王  侠  《焊接二十一世纪》总经理 

九、参会人员 

欢迎广大协会会员单位和工程建设行业以及焊接行业的非会员相关单

位（包括焊接设备制造商、焊接材料制造商、焊接自动化系统集成商、研

究机构、大专院校及职业和技师学院等）的领导、技术、制造、研究、教

学等方面的人员参加本次会议。 

特别邀请以下人员参加会议： 

1、协会领导、特邀代表和演讲嘉宾； 

2、会员单位领导、技术负责人、制造负责人、焊接技术及标准化工

作负责人； 

3、焊接制造加工及安装施工企业的会员及非会员单位的相关人员； 

4、焊接设备、焊接材料等企业领导及技术、技改负责人； 

5、本科院校、技师学院、职业院校的研究、教学人员和学生。 

十、会议费用 

1、请参会人员尽快报名并注册缴费。为高效率组织会议，鼓励会前

注册缴费（注册费：含会议费、资料费等，交通、住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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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缴纳本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会议注册并

缴费：1000元；会议现场缴费：1200元； 

2）未缴纳本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和非会员单位，2018 年 10 月 20 日

前会议注册缴费：1200元；会议现场缴费：1500元； 

3）在校学生凭学生证，2018年 10月 20日前会议注册缴费：500元；

会议现场缴费：800元； 

2、现场缴费只能缴纳现金，发票会议结束后 20个工作日内邮寄。 

3、二种报名方式：电子邮件、传真（见附件 1）。 

请将参会回执表和注册缴费信息及时回传至会务组。 

4、注册汇款信息： 

户  名：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大钟寺支行 

帐  号：01090326500120105225616 

行  号：313100000600 

请缴费后及时将“发票开具信息单”（附件 2）传真或 E_mail 至“中

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组委会。 

十一、会议报名 

1、参会人员务必于 2018年 10月 20日前报名； 

2、只接受电子邮件报名或传真报名，将参会回执表回传至会务组。 

邮箱：cecwa@cecwa.org.cn 

电话：010-62278386（兼传真）    010-82227314 

十二、会务组 

联系单位：“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组委会 

联 系 人：侯敏  010-62278386    18610674936 

徐娅  010-82227314    13146862956 

  

mailto:cecwa@cecw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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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发票开具信息单 

2、“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参会回执表 

3、株洲美的万豪酒店乘车线路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组委会 

2018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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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发票开具信息单 

“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发票开具信息单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银行名称： 

账    号： 

地    址： 

联系电话： 

是否邮寄：□邮寄    □报到时领取 

邮寄地址： 

联 系 人：                     手机：             

发票类别：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内容：□技术服务费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内容：□技术服务费    □会议费 

说明： 

1、 请汇款代表认真填写信息单，以便准确开具发票并及时邮寄。 

2、 请汇款后及时将信息单发送至 cecwa@cecwa.org.cn 或传真至 010-62278386。 

3、 论坛缴费联系人：徐娅 13146862956    侯敏 18610674936 

 



11 

 

附件 2   参会回执 

“2018＇中国工程建设焊接论坛”参会回执表 

单位 

名称 
 

通讯 

地址 
 

姓名 
性

别 

民

族 
部门 职务 手机 邮箱 

预定房间 

情况 

单住 合住 

         

         

         

         

         

住宿 

时间 

计划入住时间：10月      日      计划退房时间：10月      日 

住宿费标准：□  标准间和大床房￥450 元/天         间，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是否可以接受调整合住  □是  □否 

说明： 

1、 请各位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回执以便会务组安排住宿。 

2、 请将回执于 10月 20日前发送至 cecwa@cecwa.org.cn 或传真至 010-

82227314。 

3、 会议不安排接送，请参会代表自行安排交通。 

4、 会务联系人：徐娅 13146862956    侯敏 18610674936 

5、 酒店联系方式： 

株洲美的万豪酒店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隆兴路 160号 

电话：0731—23658888 

  



12 

 

附件 3  株洲美的万豪酒店乘车线路 

 

一、飞机达到 

酒店离黄花机场约 50 公里，车程约 60 分钟，出租车约 160 元，或者

在长沙黄花机场乘机场大巴(60 分钟）到株洲市汽车中心站步行 106 米在

红旗广场西口乘坐 T2 路到市政府下车，再步行 300 米在长江广场换乘 T69

路到酒店下车。 

二、火车到达 

株洲西高铁站乘坐 T60 到泰鑫路口下车，步行约 120 米在泰鑫路口换

乘 T70 路到美的时代广场下车，步行即可到酒店。出租车 5.8 公里，约 15

元。 

株洲火车站步行 114 米在车站路口乘坐 T28 路到长江广场换乘 T69 路

到美的完好酒店下车，出租车 8.2公里，约 19元。 

三、公交到达 

株洲市汽车中心站步行约 106米在红旗广场西口乘坐 T2路到市政府下

车，再步行 300 米在长江广场换乘 T69 路到酒店；出租车 11 公里，约 25

元。株洲长途汽车站步行约 76 米在新华桥东乘坐 T2 到市政府下车，再步

行 300米在长江广场换乘 T69到酒店下车，出租车 7.2公里，约 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