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复材字〔2018〕51 号  

关于举办 2018（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
科技会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实施，搭建交

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产、学、研、用”合作交流平台，促进先

进复合材料成果转化，加强交通领域从原材料企业到整机企业产

业链合作，助力产业升级，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主办了每年一届的

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科技大会，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2018 年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科技会议将于 

2018 年 11 月 24-25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会议同期还将评选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2017 年度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技术创新

奖”，望复合材料各单位及复合材料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积

极参与，现通知如下： 

一、会议名称 

2018（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科技会议（2018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s in Transportation，简称：

NCCT-5） 

    二、举办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1 月 24-25 日（23 日全天注册报到） 

地点：福建省 福州市 福州富力威斯汀酒店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中大道 366 号） 

中 国 复 合 材 料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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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承办单位：福建农林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协办、支持单位：（面向行业征集） 

四、会议议程框架 

日期 时间 内容 

11 月 23 日 10:00-20:00 注册报到 

11 月 24 日 

8:30-9:30 开幕式 

9:30-12:00 大会报告 

14:00-18:00 分会场一：车辆工程分会场 

14:00-18:00 分会场二：轨道交通分会场 

14:00-18:00 
分会场三：海洋与船舶工程分

会场 

14:00-18:00 
分会场四：桥梁、土木工程分

会场 

18:30-20:30 颁奖晚宴 

11 月 25 日 
8:30-12:30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14:00-17:30 当地企业参观考察 

五、会议形式 

1、文章征集：会前征集论文、技术报告、工程应用案例等

文章摘要汇编摘要集。投稿摘要格式请参照附件：摘要投稿模板

相关要求，优秀文章经专家及编辑评审合格，择优推荐至《复合

材料学报》（EI 检索）。摘要投递邮箱：jtys@csfcm.org，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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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投递分会场名称。摘要接收截至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0 日。 

2、特邀报告：针对复合材料及交通运输领域企业应用的重

点问题，从原材料、设计、工艺、装备、应用等复合材料全产业

链及交通运输领域各个方面邀请报告提出应用单位具体需求。 

3、展览展示：会场设置复合材料行业科研或工程成果宣讲

展示专区，形式包含海报（科研论文、工程案例、产品宣传等）、

实物产品、模型、多媒体展示专区等，促进成果转化与应用；展

台大小约为 4 平方米，请提供 2*2.4m 宣传画面。所有需要张贴

海报、展示产品/模型/样机的参会代表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提供

相关需求等，展示内容自行准备。展示接收截至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5 日。 

4、圆桌企业对接、专家技术咨询交流：自通知发布之日起

至会议期间，学会即面向行业广泛征集企业技术需求、专家对接

需求、企业联络需求、成果转化需求等，参会代表可在会前反馈

或会上签到台填写意向表单，会期设置特定的对接场地，根据企

业技术瓶颈、成果技术转化、产业链合作等问题召开分组讨论会

议，签订企业-学会、企业-专家、产业链合作协议等，以供开展

企业、专家开展对接。 

5、技术创新奖：评选“2017 年度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技

术创新奖”并颁发证书，具体评选办法将另行通知。 

6、参观考察：会议期间组织参观马尾造船厂、中建海峡闽

清装配式工业园区和东南汽车厂。 

六、会议报名及注册  

类别 非会员 团体会员 个人会员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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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2000 1800 1600 1000 

   会议注册说明： 

  （1）个人参会费用含：会议注册费、资料费、餐费、论文评

选等； 

  （2）大会采用问卷形式进行参会回执统计，报名参加的嘉宾

通过扫描二维码或登录链接填写报名信息。 

（3）缴费账户信息：信息提交后请参会嘉宾通过银行汇款的

方式完成缴费并确认报名成功。或选择现场缴费。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大运村支行  

户  名：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帐  号：110923782410901 

（4）选择现场缴费的嘉宾请提前扫描上方二维码填写报名参

会信息。 

（5）会议住宿预订方式：酒店联系人：吴婷，联系电话：

13559167916，联系邮箱：Louie.Huang@westinhotels.com，酒

店协议价格：标准间 550 元/晚。会议期间住宿费用由参会代表

自理。 

重要：由于会期正值福州当地会议高峰期且酒店房间数量有

限，且只保留至会前一周，先到先得。请务必提前联系酒店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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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6）参与评选“2017 年度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技术创新奖”

不再额外收取费用。 

（7）会议当天现场缴费的参会代表，发票将在会后邮寄。 

（8）汇款请注明：“交通运输+姓名”。如需发票，请在报名

信息内准确填写发票抬头及税号。  

七、赞助支持 

钻石级（联合主办单位） 席位 

赞助金额 10 万 独家 

会前服务 
自汇款之日起，贵公司标识及网站链接出现在大会

官网显著位置   

会期宣传 

1.作为大会的协办单位，会议手册 1p 插页及主会

场背景板、资料入袋.   

2.5 位免费参会名额，大会开幕式前排就坐，座位

预留   

3.贵公司标识被印制在胸卡背面，由参会代表和展

览参观者佩戴。   

4.一个标准（空地）展位(2*2*2.4m)   

黄金级（承办单位） 独家 

赞助金额 5 万   

会前服务 
贵公司产品信息在大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中连

续推广三天。   

会期宣传 

1.作为大会的支持单位，会议手册 1P 插页，

资料入袋。   

2.3 位免费参会名额，大会开幕式前排就坐，

座位预留。   

3.一个标展（空地）展位(2*2*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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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公司 LOGO 将被制作在参会代表及展览

参观者佩戴的挂绳上。   

招待晚宴 

4 万 

贵公司标识将被印制在招待晚宴的桌牌、菜

单和晚宴背景板上。3人免费参会。 
独家 

手提袋 

0.8 万 

贵公司 LOGO 将被制作在赠送给大会参会代

表及展览参观者的手提袋上。1 人免费参加。 
独家 

展位 

0.6 万 

标准展位一个(2*2m)，背景板（2.4*2m）。1

人免费参加 
30 家 

纪念品 

0.6 万 

由赞助单位提供。印制赞助企业名称，发放

给所有注册参会代表，由会议主办单位设计

提供。1人免费参加。 

独家 

资料入袋 

0.8 万 

贵公司资料宣传彩页 20P（A4 或者 A5），放

入参会者手提袋中。1人免费参会 
4 家 

宣传视频 

3 万 
贵公司宣传短片在茶歇前播放（15 分钟左

右），标准展位一个，2人免费 
3 家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议报名及会务咨询： 

联系人：闫帅 

联系电话：010-82026370 、18600162093 

邮箱：yanshuai@csfcm.org 

展览展示及赞助合作： 

联系人：周静 

联系电话：010-82026110、13911690694 

邮箱：zhoujing@csfcm.org 

 

附件：摘要投稿模板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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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摘要投稿模板 

 
DOI： 

中文题名 
（简洁准确，不宜使用缩略词，避免出现“研究、分析”等词） 

张某
*1
，王某某 2，欧阳某某 2 

（通讯作者即课题负责人，一般为导师，在其后加
*
号注明）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2.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学院，西安 710072） 

(到二级单位，单位应著录全称） 

（文章作者及单位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增减或调整。文章经录用后，在修改稿时将作者及其单位补全，

且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及所在城市和邮编均需中英文对照。） 

摘  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应包含重要结果数据（注意数据一致性）约 300~400 字。（摘要应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

结果和结论，不应包含研究背景信息或评论性文字；不得引用文中参考文献、图号和公式号；尽量用具体

数字说明该项工作取得的进展或成效；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道了……现状”等，不必使用“本

文、作者”等作为主语；缩写词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全称，同行熟知的常用设备名词可直接用通用缩写词；

如可能补重要结果数据） 

关键词：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4；关键词5 （选取5~8个关键词；中英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中图分类号：(请自行查找;TB331,TB332,TB3333,TB330.1等)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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