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166）、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接插元件分会、
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广东省连接器协会

关于举办连接技术与标准化研讨会
（CTSC）的通知
全体委员单位、协会会员单位及行业各有关单位：
2019 年是建国 70 周年，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连接器产业紧跟时代步伐，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为稳步走向世界舞台，我们
应坚定目标，认清差距，要瞄准世界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夯实关键技术，扎实开展前
瞻性基础研究，及时开展先进技术和优秀产品的标准研究工作，提升我国在国际连接器
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为贴近行业实际诉求，营造积极的学术氛围，
促进行业间深层的技术交流，使行业同仁从研讨中获得更多的思路和启发。
全国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166）、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接
插元件分会、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及广东省连接器协会（以下简称四方），计划于 2019
年 9 月于贵阳市联合召开“连接技术与标准化研讨会（CTSC，Connectivity Technology
and Standardization Conference）”。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9 年 9 月 22 日全天

报到

2019 年 9 月 23 日-24 日

2 天会议

二、会议地点
贵州·贵阳

万宜丽景酒店

三、会议内容

23 日上午议程：
 特邀领导讲话
 专题报告 1：连接器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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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告 2：军工防务领域连接技术发展与需求
 专题报告 3：通信行业/消费电子领域连接技术发展需求
 专题报告 4：轨道交通领域连接技术发展需求
 专题报告 5：汽车电子领域连接技术发展需求
 专题报告 6：连接器智能制造案例分享

23 日下午议程：
 分论坛 1：可靠性技术研究与应用

23 日晚间议程：
 专题研讨：毛纽扣接触件及标准研究专题研讨

24 日上午议程（两个分论坛同时进行）：
 分论坛 2：通信领域高频高速连接技术
 分论坛 3：汽车电子、轨道交通领域高可靠技术

24 日下午议程（两个分论坛同时进行）：
 分论坛 4：消费电子领域连接技术
 分论坛 5：先进制造工艺和制造技术
四、参会单位
四方特邀的嘉宾、上级主管部门、委员、成员单位、同行业企业、高等院校、连接
器行业相关用户单位及优秀供应商代表。
五、会议相关费用及交费方式
1、 会议费标准：
① 四方的委员/会员单位：1200 元/人；非四方的委员/会员单位：1800 元/人；
② 同一单位参加人数每满 5 人，可免 1 人的会议费。
2、 会议费中包含资料费、餐费。
3、 关于会议费缴纳，“现场缴纳现金”与“汇款方式”可任选其一，请现场提供纸质的
开票二维码或报名回执时一并提供，会议费发票将在会后统一开具并邮寄。
如需汇款，请在 9 月 15 日前汇至以下账户：
汇款单位名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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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北新桥支行
银行账户：0200 0043 0908 8116 710（请备注：会议费）
4、 会议代表食宿自理，会议住宿酒店标准为标间/单间：328 元/天（均含双早），
住宿发票由酒店统一在退房时开具。
六、参会报名
请在 9 月 15 日前填写“连接技术与标准化研讨会参会报名表”（见附
件）回复至 sflhyth@163.com，或扫描右方二维码，在线填写。
七、交通路线
1、机场（推荐以下四种达到方式）
a. 乘坐机场巴士 5 号线至花溪公园站下，步行约 800 米道万宜丽景酒店（运行时
间 9:00-19:00，票价 20 元）；
b. 步行约 800 米到龙洞堡机场站，乘坐 254 路公交车到清溪南路口站下，步行约
300 米到万宜丽景酒店（运行时间 6:00-19:00，票价 2 元）。
c. 步行约 800 米到龙洞堡机场站，乘坐 B258 路公交车到吉源驾校站下，乘坐花溪
9 路到明秀宾馆站下，步行约 50 米到万宜丽景酒店（运行时间 6:00-19:00，票价 7 元）；
d. 机场打车到万宜丽景酒店约 70 元。
2、贵阳北高铁站（推荐以下三种达到方式）
a. 乘坐 B267 路公交车到溪北路站下，步行约 800 米到万宜丽景酒店（运行时间
6:00-19:00，票价 4 元）
；
b. 乘地铁 1 号线至北京路站（A 口下），步行约 130 米乘坐 248 路公交车到清溪南
路口站下，步行约 300 米到万宜丽景酒店（运行时间 6:30-19:00，票价 7 元）；
c. 贵阳北高铁站打车至万宜丽景酒店约 65 元。
3、火车站（推荐以下二种达到方式）
a. 乘坐 203 路公交车到清溪南路口站下，步行约 300 米到万宜丽景酒店（运行时
间 6: 0-19:00，票价 2 元）；
b. 火车站打车至万宜丽景酒店约 45 元约。
温馨提醒：贵阳东高铁站较偏，只能打车至酒店，预计 100 元，建议不要前往该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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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务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由全国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166）、中国电子元
件行业协会电接插元件分会、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广东省连接器协会联合主办；贵
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2、 会期如有其他问题，可联系对应单位的联系人：
全国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人 朱

茗（秘书长）18310970316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接插元件分会联系人

郑燕华（秘书长）18637900229

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联系人

唐

广东省连接器协会联系人

梁宇彤（秘书长）18925432187

中（秘书长）13724388571

全国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接插元件分会

（盖章处）

（盖章处）

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

广东省连接器协会

（盖章处）

（盖章处）

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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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连接技术与标准化研讨会（CTSC）参会报名表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23-24 日（22 日报到）
扫一扫在线报名

会议地点：贵州·贵阳 万宜丽景酒店
参会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参会人员≥2 人的，
请指定一名联系人)

序
号

姓名

性

职务/

别

职称

联系电话

不住

单间

标间

标间

单住

合住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1
2
3
4
5
…
会议费总计：

元（参会人数每满 5 人免 1 人会议费）
单位名称：

单位开票信息
注：可填写信息
或提供发票二
维码

税

号：

单位地址：
电话号码：
开户银行及账号：

说明：
1、请在 9 月 15 日前填写“连接技术与标准化研讨会报名表”
（见附件）回复至 sflhyth@163.com；
2、请务必按表中选项填写住宿需求，不要留空白；
3、请务必填写“入住”和“退房”时间，以便提前预订房间；
4、会务组成功收到报名表后，将会以短信/邮件等方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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