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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召开 2017 年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分会）、省级电机/电力工程学

会、各会员中心、论文作者单位：  

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将

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由中国

电机工程学会主办，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联合主办，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电机

工程学会承办。会议主题为“创新引领与清洁绿色、智能高

效”。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和安排 

2017 年 11 月 22-26 日，21-23 报到，23 日安排了技术

会议和论文交流，24 日上午开幕式，24 日-26 日技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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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及报到地点 

主会场及报到安排在广西南宁市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会

议住宿酒店。 

二、参会代表 

（一）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理事、秘书长、各工作委员会成员、专委会和省级学会成员。 

（二）特邀嘉宾、境外代表、报告人、论文作者以及电

力相关单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高校代表。 

（三）参加授奖授牌仪式的代表。 

请有关单位大力支持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三、会议内容 

年会共有 25 项学术活动，超过百位院士专家做学术报

告，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一） 大会开幕式活动 

领导致辞、主旨报告、颁奖授牌仪式。 

（二）颁奖授牌仪式（6项） 

1. 2017 年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颁奖仪式 

2. 2017 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3. 2017 中国电力年度科技人物奖颁奖仪式 

4. 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5. 2017 年度电力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6. 2015-2016 年度优秀电力科普作品颁奖仪式 

（三）主题活动（5项） 

1.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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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度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建设发布会 

3. 大型火电机组灵活高效发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4. 2017 能源与电力科技期刊发展论坛 

5. 中国电力 135 周年历史回顾展暨“电力之光”科技

成就展 

（四）专题活动（12 项） 

专题活动 1：太阳能热发电专委会成立大会暨太阳能热

发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2：电力防灾减灾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电力防灾

减灾技术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3：能源互联网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4：电力电子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5：高电压电缆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6：终端能源消费的清洁高效化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7：电力行业大气环保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8：风能太阳能并网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9：电力市场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10：农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11：《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统学

报（英文刊）》工作会议 

专题活动 12：2017 电力行业信息化年会 

（五）论文宣讲、论文张贴交流 

会议日程安排请见附件 1。 

四、会议注册及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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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方式和时间 

1. 参会代表请登录年会网站，在线办理注册手续。请

于 11 月 15 日前完成网上注册及缴费。会议注册系统将于 10

月 24 日开放。 

2．论文作者在线注册时务必确认论文发表方式（宣讲

或张贴）。请宣讲论文作者准备好 8分钟发言的 PPT 电子文

档；请张贴论文作者按照年会网站张贴模板准备内容。 

会议将出版论文集光盘，如已录取论文作者在 11 月 3

日后注册，其论文将不被收录到论文集光盘中。会议评选的

优秀论文将推荐到核心刊物发表。 

（二）注册费标准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及团体会员 1600 元/人，非会员

2500 元/人；高校会员 1200 元/人，高校非会员 1800 元/人，

学生 800 元/人。 

（三）注册费缴纳方式 

1. 支付宝线上支付：登陆年会网站，选择“年会注册

费在线支付”，通过支付宝支付。 

    2. 银行汇款：汇款附言请务必填写：“2017 年会”和

网上注册后的 “注册编号”，并上传汇款回单扫描件。  

户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樱桃园支行 

    账号：０２０００００６２９００３４０５０５９ 

   （四）住宿和交通安排 

1．年会推荐住宿酒店，因会议预定酒店的优惠价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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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量有限，请注册时在线预定房间。相关信息请登陆年会

网站查询。 

2．会议不安排接送，请代表自行前往会议地点。如有

特殊要求，请联系年会秘书处。 

五、年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1.参会会务咨询：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宾冬梅 0771-5697238、15296586307 

覃秀君 0771-5697418、13878835420 

2. 会议住宿咨询：广西会务公司 

代言鹤  18712339265  

3. 会议注册系统技术支持电话：18612868840 

4.论文作者参会咨询 

王杰（张贴电子文档收集）、025-81093075、15850730377 

张贴收集邮箱：2017nh@csee.org.cn 

杨松迎（宣讲 PPT 收集）、025-81093046、13451905180 

宣讲收集邮箱：285443902@qq.com 

5.展览组织咨询： 

招商招展：国网卓越科技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孟 锟 010-88383622、13911691819、2017hz@csee.org.cn 

6.会议日程咨询：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部 

电话：010-63414441、63415657 

传真：010-63414319 

年会信箱：2017nh@csee.org.cn 

年会专用网址：http://www.csee.org.cn/cse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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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简明日程 

 2.广西南宁市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交通路线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7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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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简明日程 
 

时间：11 月 22-26 日            地点：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4:00-

21:00 
代表注册 

11 月 22 日 

（星期三） 14:00-
18:00 

主题活动 4：2017 能源与电力科技期刊发展论坛

10:00-

22:00 
代表注册 

专题活动 1：太阳能热发电专委会成立大会暨太阳能

热发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2：电力防灾减灾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电力防

灾减灾技术专题研讨会 

09:00-

17:30 

专题活动 3：能源互联网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11：《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与能源系

统学报（英文刊）》工作会议 

11 月 23 日 

（星期四） 

14:00-

17:30 
论文宣讲交流：PE1-PE6 

08:20-

09:20 
开幕式、领导致辞讲话 

09:20-

10:00 

颁奖授牌仪式： 

2017 年顾毓琇电机工程奖颁奖仪式 

2017 年度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2017 中国电力年度科技人物奖颁奖仪式 

2017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2017 年度电力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2015-2016 年度优秀电力科普作品颁奖仪式 

10:00-

11:30 
主旨报告  

11 月 24 日

（星期五） 

11:30-

12:00 

参观中国电力135周年历史回顾展暨“电力之光”

科技成就展 

11 月 24 日
14:00-

18:00 
主题活动 1：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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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内  容 

（星期五） 

09:00-

12:00 

主题活动 2：2017 年度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建

设发布会 

主题活动 3：大型火电机组灵活高效发电技术专

题会议 14:00-

17:30 
专题活动 4：电力电子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5：高电压电缆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6：终端能源消费的清洁高效化专题研

讨会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09:00- 

17:30 

专题活动 12：2017 电力行业信息化年会 

专题活动 7：电力行业大气环保专题研讨会 
09:00- 

12:00 论文宣讲交流：PE7-PE8  

论文张贴交流：PS1-PS4 

专题活动 8：风能太阳能并网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9：电力市场专题研讨会 

专题活动 10：农电技术专题研讨会 

11月 26日

（星期日） 
09:00- 

17:30 

专题活动 12：2017 电力行业信息化年会 

11 月 24 

-26 日 

08:30-

17:00 

主题活动 5：中国电力 135 周年历史回顾展暨“电

力之光”科技成就展 

注：会议议程以现场发放的会议指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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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交通路线 
 

 

 

会展中心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东段 106 号 

交通路线：   

A: 南宁吴圩机场到达会展中心：全程 38.2 公里，预计 39 分钟；

车费约 113 元 

B: 南宁火车东站到达会展中心：全程 11.2 公里，预计 18 分钟；

车费约 32 元 

C: 南宁火车站到达会展中心：全程 9.1 公里，预计 31 分钟；车

费约 26 元 

主送：各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分会）,省级电机/电力工程学会,

各会员中心、论文作者等单位。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17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