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喷涂分会
关于召开第二十四届国际热喷涂研讨会（ITSS′2021）暨
第二十五届全国热喷涂年会（CNTSC′2021）的通知
（第二轮）
继 2020 年 10 月 27-29 日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喷涂分会第二十三届国际热喷涂研讨会和第二十四届全
国热喷涂年会在江苏省宜兴市成功举行，并同时召开了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喷涂分会六届三次理事（扩大）
会议后，应广大会员单位及国内外知名的热喷涂企业和单位要求，根据 2021 年工作计划，为介绍国外先进
热喷涂技术，交流学术，促进国内外热喷涂企业的技术和经济合作，定于 2021 年 10 月 26-28 日在上海市
同时召开第二十四届国际热喷涂研讨会（International Thermal Spraying Seminar′2021）和第二十五
届全国热喷涂年会（China National Thermal Spraying Conference′2021），并同时召开中国表面工程协
会热喷涂分会六届四次理事（扩大）会。本届大会主题为“调整战略，积极创新，抓住机遇，锤炼平台”。
上海简称沪，别称申，有“东方巴黎”的美称，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
市，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上海，既可以触摸到最时尚的前沿，又可以寻访到最古
老的历史。一百多年前，上海开埠后，交通便利，万商云集，实业兴盛，文人修学，传承文化有序，素得
风气之先。有着不夜城之称的大都会之城，从始至终焕发着迷人的风采，它既怀旧又摩登，既富东方神韵
又有西方风味，令人痴迷。
上海的嘉定位于上海的西北部，建于南宋嘉定十年，距今已有 780 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历
史文化名城，这里民风纯朴，文风鼎盛，风光秀丽，人杰地灵，素有“教化嘉定”的美称。
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热喷涂公司和专家，介绍国内外热喷涂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最新产品，展望
新世纪的热喷涂发展和应用趋势，探讨国内外热喷涂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开拓应用领域，创造贸
易机会，促进热喷涂企业面向国内外市场。
有关会务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喷涂分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欧瑞康美科表面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业喷涂机械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703 所）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江门市威霖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岐海防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

天津铸金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金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尔(安徽)工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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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涂层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石花微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振兴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湖南兆益热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江钨博大硬面材料有限公司

宜兴市力生环保化工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科表面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自贡长城硬面材料有限公司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材料研究中心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耐密特阀门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武汉立通先进科技有限公司

鞍山正发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特种备件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凯林新技术实业公司

江苏武进液压启闭机有限公司

无锡科特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德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德国 IMPACT 公司总代理、瑞士 TPS 公司中国总代理）
浙江星塔科技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市长诚热喷涂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一同海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英国 Metallisation 公司总代理）
武汉理工大学

西安宇丰喷涂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朗力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高力热喷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淮海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百川科技开发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德国阿亨大学表面工程研究所

《材料保护》杂志社

瑞士 Oerlikon Metco 公司

美国 PRAXAIR/TAFA 公司

法国圣戈班公司

日本 TOCALO 公司

英国 METALLISATION 公司

瑞典 HOGANAS 公司

荷兰 FST 公司

德国热喷涂协会（GTS）

日本溶射工业协会

美国金属学会热喷涂学会（ASM-TSS）

日本溶射学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住宿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6～28 日

地

点：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嘉唐公路 66 号）

住

宿：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

房间预订事宜请参照本通知第六项第 3 条，10 月 15 日前完成报名交费、房间预订。
住宿标准（含早餐）
：
豪华大床房：450 元

豪华双床房：450 元

尊贵大床房：550 元

精致套房：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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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日程安排：
10 月 26 日（二）

全天报到，大会秘书处预备会

10 月 27 日（三）

第二十四届国际热喷涂研讨会/第二十五届全国热喷涂年会

10 月 28 日（四）

第二十四届国际热喷涂研讨会/第二十五届全国热喷涂年会/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
喷涂分会六届四次理事（扩大）会/参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特种无机涂
层重点实验室等离子组、欧瑞康美科表面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备注：参观名额有限，需提前报名。如遇参观企业临时有变化及不可抗力因素等不能安排参
观，以会务组安排为准。

10 月 29 日（五）

散会

四、会议主要内容：
1．特邀报告 国内外著名热喷涂专家和国内外知名热喷涂公司、大学、研究机构的专题报告。内容包
括热喷涂设备、材料、工艺、应用、涂层控制等国内外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综述及对某些专题的研究；
注：特邀报告及准备发言代表请将报告 PPT 于会前发至热喷涂分会秘书处或自备 U 盘。
2．宣读论文；
3. 召开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喷涂分会六届四次理事（扩大）会；
4. 国内外同行关于设备、材料、工艺、应用的技术交流；
5．国内外热喷涂设备、材料、技术转让及国外市场开拓的经贸洽谈；
6．参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特种无机涂层重点实验室等离子组、欧瑞康美科表面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
等等。

五、会议采取分项收费，会员单位收费标准如下：（非会员单位请加入协会后参会）
1．会议费：10 月 26-28 日三天（含资料费、参观企业，26 日午餐～28 日晚餐餐费等）
。

会议费

10 月 15 日前（含）

10 月 16-23 日（含）

10 月 24 日后及会议现场

报名/交费

报名/交费

报名/交费

2300 元/人

2500 元/人

2900 元/人

2．会议手册广告费：A4 彩色插页 2000 元/页，封底 5000 元/页。具体事宜请与秘书处联系。
3. 企业宣传展示（自备 1-3 块易拉宝），2000 元/单位（含：资料入袋发放）。
4．热喷涂企业和产品介绍资料，页数不限，收入资料袋统一发放，共收费 1000 元/单位。
5．每篇论文收取论文版面费 200 元。
6．会议费、企业展示和产品资料发放等费用请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以前汇入以下开户银行与帐号，
并请务必备注“热喷涂会议费”

户
名：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
帐

号：0200345509100002959

请注明“热喷涂会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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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到事宜
报到时间：10 月 26 日全天（9:00～23:00）
报到地点：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上海市嘉
定区菊园新区嘉唐公路 66 号）
电

话：13801233251、13681228249

注意事项：
1. 按大会通行惯例，大会不安排接送站。请
代表自行到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上海市嘉定区
菊园新区嘉唐公路 66 号）会务组报到。
交通路线：
（1）乘飞机到上海虹桥机场：出租车：全
程约 30 公里/约 40 分钟。
（2）乘飞机到上海浦东机场：出租车：全
程约 70 公里/约 90 分钟。
（3）乘高铁到上海虹桥站：出租车：全程约 30 公里/约 40 分钟。
（4）乘高铁到南翔北站：出租车：全程约 18 公里/约 45 分钟。
（5）乘高铁到安亭北站：出租车：全程约 18 公里/约 40 分钟。
（6）乘高铁/动车/普通火车到上海站：出租车：全程约 35 公里/约 60 分钟。
2. 代表凭会议回执、汇款凭证或现场交费报到、领取代表证、会议资料等。
3. 住宿根据报名交费预订情况，成功预订房间的会议代表由会务组在报到时统一安排，住宿费由代表
自付。
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住宿标准（含早餐）
：

豪华大床房：450 元

豪华双床房：450 元

尊贵大床房：550 元

精致套房：800 元

酒店预订

10 月 15 日前（含）

10 月 16-23 日（含）

10 月 24 日后及会议现场

报名并交会议费

报名并交会议费

报名/交费

收到会议费后，按报名
回执即可实名预订房间

按收到会议费先后顺序、 根据酒店当天房态、房型确认
提交酒店预订房间，是否

是否能预订房间，不能确定是

预订成功及时通知。

否可以享受会议优惠价格。

重要提示，务必详读！
！
！
1. 10 月份属于会议、展会、旅游旺季，同期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房间尤为紧张，酒店要求至少
会前 10 日预订且须协会提供信用卡担保。
2. 本次会议须收到会议费后方可预订房间。
3. 预订后，如需取消，须入住日 3 天前通知，3 天内通知将收取入住当日房费。
4. 请参会代表于 10 月 15 日前报名并交纳会议费后完成房间预订。逾期将不能保证预订房间及
会议优惠价格。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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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国际热喷涂研讨会（ITSS′2021）暨
第二十五届全国热喷涂年会（CNTSC＇2021）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热喷涂分会六届四次理事（扩大）会
会议回执
请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在线填写回执报名。
如需 Word 电子版回执，请联系秘书处或发邮件至 tscc1992@126.com 索取。
姓

名

职务、职
称

电话号码

手

机

E-mail

工作单位

参观企业

身份证号码

名额有限，以报
名先后顺序为准

参观者填写

会员证编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税

号

开票信息
(增值税普通发
票)

会议手册彩
插预定

企业资料
发放预定

企业宣传展示
易拉宝预定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报告人职务

论文题目

论文作者
会议费

会议
费用

企业易拉
宝展示费
会

房间预订
（住宿费自理、
请与上海嘉定喜
来登酒店结算）

费

是否
宣读论文

会议手册
广告费

专题报告费

企业资料
发放费

论文版面费

费用合计

豪华大床房：450 元/间

间

豪华双床房：450 元/间

间

尊贵大床房：550 元/间

间

精致套房：800 元/间

间

不住会 □

到店日期：

月

日

离店日期：

月

单床

日

重要提示：酒店房间数量有限，请参会代表于 10 月 15 日前报名并交纳会议费后完成房间预订（具体预订事宜请详读本
通知第六项第 3 条）
，逾期将不能保证预订房间及会议优惠价格。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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