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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会 
 

关于召开“非晶合金材料新技术新应用新市场

研讨会”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

用分会成立大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近年来，非晶合金材料产业快速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丰

富，材料产业竞争优势明显。5G、智能制造、物联网等产业链

扑面而来，并随着基础应用研究深入推进，非晶合金材料的新

技术、新应用及新市场快速形成，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呼应

着产学研联动与响应。为更好推进非晶合金材料产业发展，结

合新形势下实际需求，拟召开一次“非晶合金材料新技术新应用

新市场研讨会”。会议拟邀请相关研究领域教授专家、产业链上

下游高级工程师作报告，推介近年来国内外非晶合金材料发展

新技术新应用新市场，以及当前市场需求与未来发展方向。 

期间，还将召开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

会”成立大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会员单位涵盖了大多数非晶合

金材料上下游客户，分会筹建得到大多数关联会员单位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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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并得到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积极支持。分会由全国非晶合

金材料的主要生产、使用、科研等相关单位，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分会的成立，有利于非晶

合金材料产业化的需求牵引和市场开拓，推进非晶合金产业科

学有序发展。会议通知如下： 

一、时间 

12 月 9 日-10 日（12 月 8 日报到，9 日上午开成立大会，

下午开研讨会，10 日上午参观唐山新材料产业基地等，10 日下

午返程）。 

二、地点 

唐山世德花园酒店，地址：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北

路 161 号（单间、标间协议价 330 元，含早餐）。 

三、主要议程 

（一）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会成立大会； 

1、介绍会议筹备工作； 

2、选举理事、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 

3、表决通过工作条例； 

4、讨论通过明年主要工作计划。 

（二）非晶合金材料新技术新应用新市场研讨会 

1、高效节能非晶变压器技术方向和未来趋势 

2、无线充电发展势头对纳米晶材料生产设计的建议 

3、柔性纳米多孔金属/非晶合金的一体化设计及储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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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宽幅无限长块体非晶板材产业化应用前景及竞争优势分析 

5、纳米晶材料在新能源汽车电子元器件中的应用看点与评价 

6、非晶电机在植保无人机中应用分析和展望 

7、2020 年度非晶合金产业发展市场新需求新趋势 

（报告将根据时间适当增减） 

（三）现场观摩 

参观唐山新材料产业基地等 

四、其他事项： 

1、邀请参加会议免收会务费、餐费，非邀请参会收取注册

费 2000 元人民币，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2、参加会议的单位请将回执于 11 月 22 日前传回给筹备组

（附件 1）； 

3、会议筹备组联系人：蔡丽萍吴晓丹   联系方式：

19106233377  19106233388（同微信）； 

4、主办单位：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会筹

备组，承协办单位：河北东华冶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会筹备组 

        2019 年 11 月 8 日 



— 4 — 

附件1 

请您 11 月 22 日前返回报到回执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子邮件  微信号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住房 合住□            单间□            不住□ 

入住天数 12 月 8 日□            12 月 9 日           12 月 10 日 

用餐情况 12 月 9 日午餐□ 晚餐□       12 月 10 日午餐 

是否参观  

 

说明： 

（1）会务组联系方式：电话 19106233377，电子信箱： bmgchina@126.com，参

会者一人一表，此表可复印，也可登录非晶中国网站（http://www.bmgchina.com）

下载。 

（2）乘车指南：唐山世德花园酒店（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北路 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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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山三女河机场 

A、丰润 5 路短线 --114 路（2 小时 17 分钟，40.3 公里，7 元） 

唐山三女河机场步行 676 米至机场饭店(约 10分钟)，乘坐丰润 5 路短线（首：06:00  末：

21:00  ）到丰润汽车站下车，步行 312 米 至 丰润汽车站(约 5 分钟)，乘坐 114 路

（05:20-22:00）到广播电视报社下车，步行 242 米至目的地(约 4 分钟)。 

B、乘坐的士：约 27 分钟，20.2 公里，价格约 60 元左右，途径： 机场路、长宁西

道、龙华西道。 

 

2、唐山火车站 

A、59 路-114 路（1 小时 21 分钟，11.7 公里，2 元） 

步行 301 米 至 唐山站东广场(约 5 分钟)，乘坐 59 路至宾馆 下车，同站换乘 114 路，

到广播电视报社下车，步行 242 米至目的地(约 4 分钟)。 

B、乘坐的士：约 25 分钟，12.1 公里，价格约 30 元左右，途径：竹安南路、站前北

路、龙华西道。 

 

3、唐山火车北站 

A、D03 路-114 路/D01 路等（1 小时 3 分钟，18.3 公里），步行 348 米， 6 元） 

步行 105 米 至 唐山北站(约 2 分钟)，乘坐 D03 路至北郊枢纽站   下车，同站换乘 114

路，到广播电视报社下车，步行 242 米至目的地(约 4 分钟)。 

B、乘坐的士：约 26 分钟，17.2 公里，价格约为 47 元左右，途径： 唐丰路、112 国

道、建设北路。 

 

4、唐山汽车客运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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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7 路- 7 路- 114 路（1 小时 55 分钟，17.8 公里， 3 元） 

唐山东站 上车，银河路车场 下车，步行 216 米 至 银河路车场(约 4 分钟)，乘坐 7

路，远洋城   下车 

步行 189 米 至 远洋城(约 3 分钟)，乘坐 114 路，到广播电视报社下车，步行 242 米

至目的地(约 4 分钟)。 

B、乘坐的士：约 20 分钟，10.8 公里，价格约为 23 元左右，途径：364 乡道 、二环

路、112 国道。 

 

5、唐山汽车客运西站 

A、59 路 → 114 路 （1 小时，11 公里，3 元） 

步行 190 米到能源学院南门站上车，乘坐你 59 路至供电局站下车，同站换乘 114 路，

到广播电视报社下车，步行 242 米至目的地(约 4 分钟)。 

B、乘坐的士：约 19 分钟，12.2 公里，价格约为 30 元左右，途经：站前北路、大庆

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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