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立防腐独技木IJb会
(2019)中腐泌字第 043号

美子召升 “協会成立三十五周年患錆表彰大会"的通知

一一隆重庚祝中国在国際腐懐控制飯域跨入了世界張国之前列

各有美単位 8

1984年 ,力更好地解決腐触対化工造成的各稗危害,以及制豹化工工芝実

現及友展的瓶頚,径原国家径委批准等建成立了中国化工防腐彼技木跡会 3

2004年 ,力解決腐彼対工立造成的各紳危害,径国各院飯早批隻同意更名力中

国工並防腐彼技木跡会32008年,根据腐彼造成的各稗危害的実践中的迫切需

要,扱笙国家林准化管理委員会批准成立了全国防腐彼林准化技木委員会,逮

在国内外是唯一一今以 “防腐彼"力河共的国家象林准化技木委員会狙須3在

林准的制定道程中,径国内外多方面的凋研、Lヒ照,和対我イ「]来 自処理的三千

多件因腐触引友的各紳不安全、反量不保事故及国内外大量的美似事故的患

錯、稔江、分析,CIJ造性地提出了腐彼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理稔研究、庇用和

林准化的理念32016年 ,以林准力切入点,朕合美国,径国際林准化狙須 (ISO)

TMB75/2016号決波批准成立了国際腐触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林准化技木委員

会,核委員会是全世界唯一一今首次以 “腐独控制"力河共的頂戻、通用、銃

一、家合性的国隊林准化技木委員会,表明了全世界対腐彼控制的理念及其里

程碑性的重大房史意文升始汰沢和決可,表明了全人美対解決腐触同題汗始炊

単一、局部的一物降一物的寺立技木及其相庇林准被劫逃行的以防力主辺向了

主劫逃行事前、事中、事后整体性、全局性、系統性、実施全面控制的新吋代 ,

也表明了長期分散在各行各並的、附属的防腐彼並形成了頂晨、通用、統一、

家合性的 “腐触控制"行立,在全世界国民径済中的位置升始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新高度,統一カ “腐触控制"同共可以占上一席之地3同吋,中 国担任了

秘弔国井由中国主早和引頷成功地召汗了軒国、法国、日本三次国際会波.塁

而易兄,中 国在国際腐彼控制飯域己径升始実実在在地跨入了世界張国之前

列,己径完全赴在了引頷和主早地位 !力此,径研究定干 2019年 8月 29日 ―

9月 1日在北京召牙 “協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恵結和表彰大会",不便要欧欣鼓

舞地隆重地庚祝,更重要的是対 35年的砥砺、功励和輝建避行汰真的回販、

息結、表彰,力研究如何更好地履行和担当起国際腐彼控制頷域的引飯和主早



作用、如何更好的能够更高水平地完成“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

应用和标准化”，使其在确保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的经济社会运行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生命长周期及绿色环保的最佳效益

和全球美丽家园建设中发挥其保驾护航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踏上国际、迈向

新时代，再创新业绩而拼搏奋斗！ 

会议主题为“满载三十五年的砥砺、功勋、辉煌，踏上国际、迈向新时代，

再创新业绩”。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8 月 29 日  

会议时间：8 月 29 日晚～9 月 1 日（理事扩大会在8月29日晚上6:30召开） 

会议地点：北京天通苑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中街  (会议中心交通线路详见附件 2) 

电  话： 010-52713388（前台）                

二、会议主要内容 

 1. 国家领导致辞 

 2. 大会主题报告 

 3. 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报告 

 4. 贯彻国家《腐蚀控制工程生命周期通用要求》（GB/T 33314-2016）标准

和国际《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通用要求》（ISO/CD23123）标准草案，在

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三大攻坚战”及“三大保卫战”中的保驾护航的重大作

用和重大意义的报告 

 5.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理念和标准在烟道气脱硫装置、设施中的应用

报告及其专题研讨、论述和交流【详见（2019）中腐协字第 050 号】 

 6．协会成立三十五周年总结表彰：1）终身成就奖；2）突出贡献奖；3）

行业工匠精神奖；4）十大优秀企业家；5）行业创新发展奖（企业）；6）行业

创新发展奖（个人）；7）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科学技术奖；8）中国腐蚀

控制行业专利奖；9）全国防腐蚀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10）2018 年中国腐

蚀控制行业百强榜 

 7. 协会第七届第五次理事扩大会议【详见（2019）中腐协字第 044 号】 

 8. 培训考核 

（1）关于举办《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宣贯学习暨质量保证

工程师培训考核和再教育的通知【详见（2019）中腐协字第 045 号】 

（2）2019 晋升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培训考核【详见（2019）中腐协字第046号】 



(3)国家取立資格一防腐彼工 (腐彼控制工)培沸1和考核 【洋兄 (2019)中

腐跡字第 048号 】

9.大会集体合影

10.申清 (1)国際林准,(2)国家林准,(3)行立林准,(4)社囲林准的

立項,其 “林准立項申清意向表"洋兄附件 3。

三、参会要求

1。 会波住宿統一安‖卜,費用自理。代表住宿吋同力 8月 29日…9月 2日 中

午。 住宿費3林同 (双人):180元/(人、床、晩)3包房3360元/(人、晩 )3

三人同3160元/(人、床、晩 )。

2.会努費 (含資料費)8参加大会及理事拡大会和寺題研甘、稔述和交流

的代表交 2CX10 ＼ヽ 3未交会費的 (祝同ヨ陰 員単位)単位代表交3tXXl ＼ヽ :

3.培洲考核費 (含沸文費和会各費)8兄止述相鹿的通知。

4.参加各項会波的代表和培〕1考核人員清填写 “回執表"(兄附件 1)。 多

必在 2019年 8月 15日前借真或屯子由「件或曲F寄到跡会秘弔処。

5。 参加培サ1考核人員和申清林准立項的単位清填写相庄文件的培沸1考核

項目及林准立項 “申清表 "。 所有的 “申清表"努必在 2019年 8月 15日前特

真或屯子由「件或由「寄到跡会秘囀処3“ 申清表"原件及附件要求資料和照片可

在報到吋提交給秘弔処水丹洋或王雅清。

6。 会波期同希望在会上友放資料和交流的単位,清預先与跡会秘弔姓咲系。

7.本通知和附件以及本文所渉及的相美文件兄協会同靖 8

ww.ciataoorg.cn和跡会微信公余号。

四、瑛系方式

咲系人3水丹洋、王雅清、活小清,李済克。

屯う舌/準辱讐尋8 010…64896645,  18910062608, 18810503158

協会地址8北京市朝陶区小菅路 9号 C座 509, 郎政編偶3100101

屯子信箱:18910062608@126.com wangyajier@163.com

牧款単位: 中国工立防腐彼技木跡会

劇K    l子 8  0200004209089111752

升声銀行: 中国工商銀行北京和平里北街支行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参会回執表

会波地点交通銭路 (略 ,兄跡会図靖和微信公余号 )

林准立項申清意向表 (略,兄協会同靖和微信公余ギ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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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 会 回 执 表    

   请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前返回到传真 010-64896645 或电子邮件至水丹萍、王雅洁收                                                                                              

参会单位 

（加盖公章） 

 

参 

会 

人 

员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号 是否住宿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网址 
 

邮箱： 
 

发票信息                                                                     

发票类别 
□ 增值税专票  (请将开票信息和一般纳税人认定通知书一起发过来) 

   □ 增值税普票  (请将开票信息发过来) 

参会须知 

会议费（会员） 2000 元/人【仅参加协会成立 35 周年总结表彰、七届五次全国理事扩大

会和脱硫研讨会】 

培训考核费 

（会员）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宣贯学习暨质量保证工程师培

训考核和再教育【详见（2019）中腐协字第 045 号】 

□ 晋升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培训考核【详见（2019）中腐协字第 046 号】 

□ 国家职业资格--防腐蚀工（腐蚀控制工）培训考核【详见（2019）中

腐协字第 048 号】 

说明：【参加培训考核的人员（含协会成立 35 周年总结表彰大会）】 

会议地点 北京天通苑黄河京都会议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中街   

联系人 水丹萍 18910062608、  王雅洁 18810503158 

会议费支付 收款单位： 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       

帐    号： 0200004209089111752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北街支行 

请在 2019年 8月 15日前一次性将会议费或培训考核费转至指定账户 

参会统计 

人员统计  

  
总费用统计  

备注 



附件 2 

  北京天通苑黄河京都会议中心—交通线路 

 
地址：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庄中街（紧临地铁天通苑南站）； 

 

市内自驾车：走立汤路往北，过龙德广场(立水桥往北)后，第一个红绿灯左转 800 米路北即

圣海产业园内到。 

小汤山路线:走立汤路往南，过天通苑地铁站（对面是广发银行），第一个红绿灯右转 800 米

路北即到（提前走辅路）。 

 

地铁：天通苑南出口往北，十字路口往西(兰各庄方向)800 米，路北即到； 

 

机场巴士：首都机场到上地，天通西苑北门 下车后往西 800 米路北，圣海产业园内即到； 

 

公交车：天通苑下车后坐 520/522 中滩北下车后即到。 

 

 

 

 

 

 

 

 

 

 

 

 

 

 

 

 

 

 

 

 

 

 

 

 

 

 

 

 

 

 

 



附件 3 

标准立项申请意向表 

拟申请标准项目名称  

标准类型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社团标准 

申请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申请理由 

 

主要内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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