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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文件

中机安协【2018】21 号

关于召开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

第七届第三次理事暨常务理事大会的通知

各常务理事、理事及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章程》规定及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在青岛市召开中机安协第七届第三次常务理事暨理事

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及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5 月 16 日 全天 会议代表报到

5 月 16 日 19:30 常务理事会议(讨论理事大会议程等有关内容)

5 月 17 日 上午 1、协会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就专家委员会开展为企业提供技术

服务的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3、通过申请加入协会的团体会员议案等事项；

4、特邀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安全文化

建设经验”分享。

5、国家应急管理部有关领导讲话

5 月 17 日 下午 特邀《AT9004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主要起草人毛海峰教

授做“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专题讲座。

5 月 18 日 上午 现场参观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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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会议人员

中机安协第七届常务理事、理事。如本人不能到会，务请指派 1名相关人员

参加。参会单位名单见附件 1

三、会议地点：青岛致远楼宾馆

酒店地址：青岛市市南区珠海路 1号

联系人 销售部 徐骁 13687660890

乘车路线：

一、青岛火车站至青岛致远楼宾馆

1、乘坐出租车，约 25 分钟，费用约 30 元。乘坐地铁 3号线到五四广场站

换乘地铁 2号线到燕儿岛路下车（C出口），沿着汕头路前行左转到珠海路，抬

头即可看到矗立在宾馆门口的大型指示牌，即到达宾馆

2、乘坐 321、304、316、311、501 路公交车到辛家庄车站下车，然后朝公

交车行驶的反方向，直走前行至丁字路口，沿着汕头路前行左转到珠海路，抬头

即可看到矗立在宾馆门口的大型指示牌，即到达宾馆。

二、机场至青岛致远楼宾馆

1、乘坐出租车，约 45 分钟，费用约 100 元(不含高速公路通行费)。

2、乘坐机场大巴（费用 20 元）到国敦大酒店后，乘坐公交车路线

同第 2条，或乘出租车到宾馆约 8分钟，费用约 10 元。

三、火车北站至致远楼宾馆

1、乘坐地铁 3号线到五四广场站换乘地铁 2号线到燕儿岛路下车（C出口），

沿着汕头路前行左转到珠海路，抬头即可看到矗立在宾馆门口的大型指示牌，即

到达宾馆。乘坐出租车，约 30 分钟，费用约 60 元。

四、其他事项

（一）请通知本单位人员参加会议，并务必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前将参会回

执（见附件 2）传真或电子邮件至中机安协办公室。

联 系 人：林则富

联系电话：010-63011802， 传 真：010-63011802

5 月 18 日 下午 13:30 之前疏散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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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zjax@263.net 邮 编：100050

（二）每位参会代表缴纳会议费 600 元。由于此次会议在青岛召开，请参会

单位务必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前将会议费汇至中机安协财务部，以便在报到时能

及时领取协会开具的会议费发票。

户 名：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马连道支行

账 号：0200216009200000132

如需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汇款时注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格证明和开票信息（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单位地址、电话、开户

银行及账号）发送或传真至中机安协邮箱或传真机。未注明的，一律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

有关收费发票事宜请直接与中机安协财务处联系。

联系电话：010-63019172

（三）会议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由代表自行与酒店结算。

住宿费标准：双人同住标间：180 元/每人日（含双早），单人包房（商务

间）360 元/每人日（含单早）。

（四）会议疏散：会议定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 13:30 前疏散完毕，请参会

代表按此时间安排订购返程票。

附件：1、参会单位名单

2、参加会议回执

2018 年 4 月 15 日

主题词：会议 常务理事 理事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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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理事(含常务理事)单位名单

序

号
单位

序

号
单位

1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51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2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2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集团

3 安徽省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 53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 54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

5 北京北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5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 北京北重汽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56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7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57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8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8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9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特域科技有限公司 61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2 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 62 上海电气安全生产监测中心

1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63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

1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4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站辅机厂

1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奥铃工厂 65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1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多功能汽车

厂
66 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17 北汽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67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8 长沙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68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19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69 上海纪杰注册安全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21 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7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72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3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7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24 东风汽车公司 74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2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制造规划总部 75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26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76 上海依维柯有限公司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2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28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8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9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79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80 四川大川压缩机有限责任公司

31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81 四川锅炉厂

32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哈尔滨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
82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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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3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34 杭州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84 天津百利机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 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85 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

36 河北久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6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 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安全质量标准化委员会 87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38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88 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

39 湖北省机械工业安全技术协会 89 湖北奋威安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0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90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41 江苏省机械工业协会安全环保专委会 91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42 昆明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西安西电高压电瓷有限责任公司

43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9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44 鑫安利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4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4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95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46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96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47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9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48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8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49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99 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

50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6

附件 2

中机安协七届三次理事会参会报名回执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职务

电子信箱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单位名称 邮编

通讯地址

住宿要求

□是 □否

住宿要求 □单人包房 □双人同住 □不住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