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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单位：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对锻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有色

金属锻件开始展现出它的巨大优势，以其优越的性能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

船舶、交通运输、兵器、电讯等行业。那么怎样生产出合格的有色金属锻件成为

整个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特别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谁能够把握市场动向，

快速抢占市场先机，谁就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2015 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将于 2015 年 10 月 26-28 日在长

春召开。会议本着行业交流，合作共赢的原则，旨在解决大家关心的有色金属锻

造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 

中国锻压协会诚邀锻造行业的专家、学者、企业同仁等莅临本次会议。 

一、基本情况 

会议名称：2015 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 

会议时间：2015 年 10月 26日—28日 

会议地点：吉林 长春 

主办单位：中国锻压协会 

参观企业：大众一汽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参会费用：会员 2000元/人，非会员 23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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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征集 

会议现面向全行业征集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论文。中

国锻压协会将组织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优秀论文将被收录到本次会议的《会议文集》中，

并向行业的权威期刊《锻造与冲压》杂志推荐，经审稿通过后优先发表。 

论文范围：  

有色金属锻件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典型有色金属模锻件的生产解决方案 

有色金属锻造的成型特点及设备的选用    锻造新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温度对有色金属锻造的重要影响          延长有色金属锻造模具寿命的方法 

锻造常见缺陷及产生原因                有色金属锻造中润滑剂的使用与选择 

工业的发展对锻件的新要求              有色锻件生产的批量控制方法 

有色金属锻件缺陷的检测及解决方案      大型有色金属锻件的生产解决方案 

  

注：有色金属指铝、铜、镁、钛等合金。 

论文要求： 

1) 论文内容必须以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相关问题为主题。 

2) 论文没有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文责自负。 

3) 论文请提交 word版。题目和摘要要求中英文对照，300字左右，正文字数在 5000字以内。 

4) 论文统一采用 A4纸规格，格式：上下左右页边距各 2cm，单倍行距。标题采用“3黑”字体，作

者姓名、单位名称、邮编、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均采用“5宋”字体并放在括号内，摘要及正文

均采用“5宋”字体。 

5)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务及联系方式（地址、邮编、电话、E-mail 等）。 

6) 只接收电子版论文。来稿请注明“2015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 

论文集广告： 

位置 规格 价格（人民币） 

封面 210×297 10000 元 

封二 210×297 9000 元 

封三 210×297 7000 元 

封底 210×297 10000 元 

彩插整版 210×297 3000 元 

三、讲座征集 

会议期间，中国锻压协会安排了 10 余场讲座，会议将有众多代表参加。这是企业宣传自己、展

示自己的绝佳舞台。凡愿意在会议上进行宣传的企业都可申请，经中国锻压协会批准后方可参加。 

现将讲座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讲座内容需围绕本届大会主题。 

2、讲座时间安排在 2015年 10月 27日上午或下午，费用为人民币 5000元/40 分钟/场。 

3、讲座企业至少有 1人申请参会。 

4、中国锻压协会将根据报名和交费先后确定参加单位讲座顺序(赞助商拥有优先权)。 

5、现场提供电脑、投影仪、激光笔和音响系统，如若需要其它设备，请于报名时书面告知组委会，

组委会将视情况进行协调安排。如发生费用，则由讲座单位自行支付。讲座不接受使用个人携带的电

脑及设备。 



6、大会官方语言为中文，发言者如需使用外语进行发言者，请自行解决翻译问题。根据发言者要求，

中国锻压协会可协助聘请翻译人员，但费用由发言者自付。 

7、组委会保证您提供的电子版讲稿仅作为本次会议讲座使用，未经讲座企业许可，组委会决不擅自

将 PPT 电子版讲稿转交第三方。 

四、赞助商征集 

中国锻压协会举办会议的目的是促进行业发展，加强企业交流，实现行业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为实现

共赢的目的，会上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宣传企业，提升企业知名度。 

铂金赞助商——赞助金额：人民币 5万元 

1) 大会协办单位。 

2) 开幕式重点致谢，大会开幕式致辞。 

3) 大会报告 1 场 （40分钟） 

4) 免费提供 4 个参会注册名额（可送给其客户）。 

5) 公司信息利用大会各种宣传资料、网站、平面媒体及会议现场等方式宣传。 

6) 《会议文集》封面或封底广告一个（按照先到先挑选的原则）。 

7) 资料入袋。 

8) 行业会议中心网站 www.sinoforging.com 全年按钮广告。 

9) 小型展示位 2个 

10) 会场宣传背板一块（2米×2米）。 

黄金赞助商——赞助金额：人民币 2万元 

1) 开幕式重点致谢。 

2) 大会报告 1 场 （40分钟）或资料入袋。 

3) 公司信息利用大会各种宣传资料、网站、平面媒体及会议现场等方式宣传。 

4) 免费提供 2 个参会注册名额（可送给其客户）。 

5) 《会议文集》 封二、封三或彩插广告一个（按照先到先挑选的原则）。 

6) 小型展示展位 1个 

7) 行业会议中心网站全年按钮广告。 

注：以上赞助方案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同级别的赞助单位排名先后以报名的先后顺序为准；欢迎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做针对性的宣传。最终

解释权归中国锻压协会所有。 

五、小型展示征集 

本次会议同期举办先进技术、产品小型展示会，给企业间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欢迎相关企业参加，

有意向者请填写小型展示申请表。 

 展位价格：8000元 /个   包含： 2名代表参会名额 ； 《会议文集》彩色插页广告 

六、负责人联系方式： 

 雷蕾（13552816769）  电话：010-68465045    传真：010-68465044    

邮箱：leilei@chinaforge.org.cn 

mailto:leilei@chinaforge.org.cn


2015 年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报名表 
 

请填写清楚此表传真或电邮至大会组委会 雷蕾收（13552816769） 

电话：010-68465045    传真：010-68465044     电子邮箱: leilei@chinaforge.org.cn 

1. 代表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邮    箱：                  网  址：                       手  机：              

 

参会人员：  

姓名   ___       职务      __    联系电话     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     职务     __     联系电话        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       

2. 会议费用 （包括会议资料费、餐费、企业参观费用；论文第一作者享受会议费八五折优惠。） 

□会员会议费  2,000元/人             □非会员会议费  2,300元/人 

3. 论文申请 

论文题目：                                  _____                                                

第一作者姓名：              □先生 □女士 电话：_________________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赞助商申请 

□ 我公司欲作为2015年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铂金级赞助商，金额：50,000元 

□ 我公司欲作为2015年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黄金级赞助商，金额：20,000元 

5. 《会议文集》广告报价 

位置 规格 价格 请选择 位置 规格 价格 请选择 

封面 210×297 10000 元 □ 封底 210×297 10000 元 □ 

封二 210×297 9000 元 □ 彩插 210×297 3000 元 □ 

封三 210×297 7000 元 □     

6.  展位申请       展位尺寸：6m
2
(3m×2m)      展位费用：￥8,000 元 

我公司欲在2015年有色金属（特种合金）锻造会议上申请小型展示，请选择您申请几个展位： 

□1个展位     □2个展位     □3个展位   

汇款信息：开户名称：中国锻压协会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帐号：0200000709014447466     汇款单注明：2015 有色金属锻造会议 

 

填表人签章：            填表日期：2015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