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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省科学技木庁美干粗鉄参加2019中国

海外人オ交流大会璧第21届中国留学人員

)⊥州科技交流会的預通知

各地銀以上市科技局(委) ,各有夫単位:

由教育部、科学技木部、中国科学院、欧芙同学会(中国留

学人員朕遍会)和子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加的2019中国海外人

オ交流大会堂第21届中国留学人員「州科技交流会(筒称

“2019海交会,, )定子2019年12月18-19自在だ州白云国防

会玖中心挙行。カ倣好我省参展参会工作,現就有夫事項預通知

如下:

葛、倣好参展組数工作

2019海交会設置「束省展区,住子白云国陳会玖中心二度展

斤,主要包括省科技庁特装展位和各地市展位。各地市町按照自

爆原則,集合兵隊情況補足参展。如有意應参展,清相失地市直

接与大会組委会咲系桶玖展位費用及展施工作柄英幸宜,同吋向



省科技庁扱各。展示内容建攻囲袋区域仇勢、人オ政策、刷新成

果等方面投打安排,充分展現各地市的笈展仇勢和特色。

二、倣好参会粗鉄工作

一是穂枚参加省科技庁在「秦省展区草加的推介活功。今年

将首次在省庁展位上段置活助手区遊行政策宣萌、項目路演,遡

前部分地市及用人単位現場推介。清有意應推介的地市科技部口

及有夫単位提前准各PPT、祝叛等宣佑材料,安排人員現場宣佑

推介各地市的最新人オ政策、笈展杯境,或者仇秀項目路演等。

二是各地市、各単位倣好宣佑笈功工作。充分利用各芙栄達逆行

宣佑笈功;根据具陳需要,組鋲相夫単位和人員参加井幕活功、

南端冶去、展示推介、項目和人オ交流、冥地考察、海外分会場

等板決済功。

三、前期第各工作

一是披送参会参展負貴人。清各市、各有夫単位明桶l名負

貴人負貢参会参展咲各組鋲工作,弟子11月15目前将参会参展

負貴人信息披送省科技庁(stechb@vip.163.com ) 。二是扱逆手

東園推介活功需求。清有意應参加省庁推介活功的地市科技部口

及用人単位干11月15目前将需求扱送省科技庁。

四、朕系方式

(一)大会夕虫垂会会展咲系人。

梁　魔、則翠共, 020-81269856、 81652539。

由子郎箱: OCSgZ@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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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科技庁引避智力管理処。

夏共林、赤永泉, 020-83163913、 83163862。

(三)省科技合作研究促連中心。

黄捗渉、丘雅, 020-83163254、 83563417。

由子郎箱: SteChb@vip.163.com。

附件:中国留学人員「州科技交流会カ、公室夫子2019中国海

外人オ交流大会堂第21届中国留学人員「州科技交

流会有夫事項的通知

三㌢等‡や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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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員だ‾州科技交流会カ、公室美子

2019申I二郎毎幼、八才交流大会壁第21居

中国留学人員戸州科技交流会

有夫串頓的通知

本有夫単位:

由教育部、科学技木部、中田科学院、欧芙同学会(中国

留学人員咲誼会)和)上州、旧人民政府共同主力、的201タ中国涛外

人オ交流大会堂第21屈中国留学人員戸川科技交流会(箇称

・・2019混交会,,)定子2019年12月18日至19自在「州白云画

帳会淡中心挙行。

本属轟交会以可逆平新吋代車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刃指

や,以“智淀、刷新、共成,坊主趨,以“面向海内外,智沖天湾

区,,為宗旨,以“服各国家城略,,カ国椋,以更釈放、升放、有数

的方式粟オ引オ,努力実現新的刷新突破,打迫刷新、人オ、

接木、堤本、文化等要素資源集親和仇化整合的国陳平台。親

裁2019海交会有夫専攻函告如下:

-、主要内容

2019海交会主要包括牙暮活功、南端冶宏、展示推介、頭



目和人オ交流、実地考察、湾外分会場等収賄互助。

(一)高諦船長。

l. 2019大津区高崎花宏(前半ノ巾寸奉升井葬式) ;

2.国陽子袖施与再生医学前沼琉一宏;

3. 201珂1同村技金融高峰冶宏;

4. “花城之夜,,交流会;

5.其亀吉弛会う文。

(二)展苑招介。

L　実生巷浪人湾区国防神技側新中くり上肢)畠

2.国家高屋次人オ科技成果展;

3.淘外人オ項目展,包括第14屈“春嘩杯,,中国留学人員

刷新創世大葬頭目、涛外人オ刷新創世大安枕旭頭目、中国-

-独朕体国家科技合作項目和解界淘リヨ科披頭目等;

4.滅市側新鹿;

5.大湾区青年側並嬬化基地展;

6.推介会。

(三)項目和人オ交流。

1.第14屈“泰時杯,,刷新剣壮大葵活功,包括項目与場対

接会、境目側並摘草会、項目頒突会和``春嘩杯,朝新制地引緑

営活功;

2.汚外人オ刷新剣壮大葵交流活功,包括“智剣未来,尊外

留学人オ刷新側並太葵,冬美海外人オ刷新側北大葵仇煙項目

-　2　葛



交流等;

3.全球朝地突2019患、決暴活動;

生∴抑圧用件潰;

5.人オ摘掲,旬拒南新抜本企世加科研院)勅勘惇会、洛外

英オ抑停会、 “宮城同会,,汚外英オ璃嶋会、石神哲学英オ招鴨

公告。

(叩)実地オ宗。

地熱汚外人オ大地側)町厨、碇圭一を来迎企並等神栄活動。

(五)湾タト分会場。

在海外人オ較集中的坑外地区攻立分会場,学力、人オ招鴨和項

目交流活功。

二、参加人員蒲団

(一)海タ上人オ(均2000人) 。

l.洛外高屡次人オ;

2.国家高屋次人オ;

3.粗放台地区高校、宮研汎神、村披企地利投洗公司的高

屋次人オ;

4.在湾外高校荻煩士以上学位戎在全球排名前200名的清

外商校本科及以上学位的中国留学人臣

5.荻頑士以上学位的在華外国留学生。

(二)国内克寅(巧5000人) 。

1.清文会土木中位皮相美都委嘉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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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各省市嘉責;

3.高校利和細則升住友;

4.大型金地、南新抜本企並、手並囲区代表;

5.特進嘉長、国内知名企山家弾手家学者;

6. )刈女、初段机伯与牧突入;

7.国内主流媒体,人牙、科収、財姿媒体。

三、服名方式

登桑中国留学人員戸川科技交流会同輩(岡地:

http‥//www.ocs-gZ.gOV.Cn ) ,清規登京后点述“初陣交会’’提交

扱者未。

(一)海夕上人オ報名答柏

瑛糸車竜: (020) 83304985

侍真号硝: (020) 83563549

直子郎箱: OCS@gz.gov.cn

(二)国内服名答萄

政府部門:

朕系人:梁　簾、刺翠共

扶桑屯市: (020) 81269856、 81652539

直子輔箱: OCSgZ@sina.com

両校、企並:

朕名人:鄭允根

朕糸車串: 155210389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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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子畔粧　ocs2019@163.co宣教1

次週各単位種板参加2019中国海外人オ交流大会堂第21

届中国留学人員)つ帖斗技交流会。

附件: L　2019中国汚外人オ交流大会堂第21届中国留学人

員戸川科抜交流会円内中位参展須木

2. 20砂申出海外人力女流大会堂第21届出埴出′入

射上州科技交流会国内中位多度服名東

3. 2019中国)母上大方交流大会堂算2ユノー出J国留学人

員「州科技交流会省市推介会申請表

4. 2019中国淘外人オ交流大会萱第21届中国留学人

員戸川科技交流会日程頭告

中国留学畑単月、)、)

2019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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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宣葛少中一田海外人オ交流大会堅第21居

中圃留学人員)リi叶科技交流会
国内単位参席数知

調、展位炎型棚板艶福准

( -・-つ柄准ノ組立

1.展位規格: 3米x2米,展優勢: 6800元/展位。

2.大会提供配置:

(1)帰任間隔板(岡隔背板画面制作参考尺寸:長311lX

南2.5車重1,蘭画井口展位共有2画賛板,一面井口展位共有3面

静枝);

(2)棚板名称:参展単位提供文字,大会統一制作;

(3)一束蹄椅(盗拘束正面画板制作参考尺寸‥　長

950mm,高610mm) ;

(4)二女長侍射灯;

(5)大会期間提供飲用水4支。

(二)特装展イ立

l.場地費用: 680元/平方米,男外,展傍聴取特装布展施

工管理費: 28元/平方米。具体金額精査関大会同轟公布的〈参

展子規第。

2.展位規格:車扱展位按50平方米起,井以50平方米的

倍数増加,最柊以大会通知安排的展位面積為准。布展由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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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位自行段叶、搭建和布放尿,頻用白壁。

3.大会朝岡提供炊用水20女/50賞置1之。

特別説明:

(1)梼准帰任需要因循等額外馳鞋,清春扱者東上清明,

華)「拐汁。具体企紺青毎朝大会画地公布的〈参)乱子規〉 ;

(2)以特装形式参展的多度単位須逃用具各2019海交会

廿莱布原炎虜的中位(名草己有人会岡地公布)沈行基イ立布原

骨片及搭/れ,井灼共“果克会大任輸’’ ;

(3)布様相夫要求及注意事唄具体清華関大会同轟公布的

〈参原子財力。

二、参展力、法;

(一)登束同輩: (https://www.ocs回gZ.gOV.Cn/)已注規単

位(含往屈参原単位)究川戸名和忠′喝登泉可修改単位基本染

料;新参展単位登泉涛交会同砧注耕,填写単位基本炎料,坐

大会中核后成功注肘用戸。

(ニ)申請展位:用戸登泉源交合岡地,究川戸名和常備

登東海交会同輩( https‥//www.ocs-gZ.gOV.Cn/) ,点古“参加淘

交会,, ,填写参会資料,申清廉位,同吋打印墳写好的〈国内

中位参展批老衰か,力)塵中位本草后劉苗友送刊掘名画新井尽

快敷交展位費。

(三)展位棚玖:大会在杖到参展扱名東后,幻在12月上

旬向多度単位友出展位/鮎沢†主　参展卑住持厩位謝状胡如寸入

場布展。

三、笈布需求信忠
臆臆　7　一書-



淘交会同輩長期為国内だ‾入用戸単位免費笈希薄求イ言息。

需要友布項目宮水、招聴溜学人員信忠的川戸中位,究川戸名

和密喝登泉源交会同埴壊扱“人オ招鴫,,和“項目/接木雅趣攻

夫,,等伸夫信息言方交会将在10今工作田内中核,径中核通辻

的イ言忠坤吋/缶清文会幽兄上対外友布。

四、大会服舞

上つ淘交会仝牛免班女理非在OCS岡鉦上皮布参)良中位

項に‖i詰三両コ人オ招砂嵐位信忠;

(二)海交会同輩共吋更新淘外人オ項目和人オ洛机;

(三)涛交会同輩和会刊免英男参展単位刊登箇介;

(四)大会期間,鍋叩　く国内中位需来信息氾鮪か免費波

及袷七会留学人員;

(五)大会現場段立取分失,免費提供会分信忠、上岡査

凋、打的、夏的、有坂同格、掘装水等撮み;

(六)大会提供宣借手告、推介笈布会等服各;

(七)原曲虚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財物,展借提供免教壇胸

倣,展商可在現場服存点交押合后領取。

五、服名載止日期

特菜展位: 2019年10月25日

椋准展位: 2019年11月22日

六、付款方式

多度単位冶在2019年11月30目前一次性格展位費、手管

費氾至大会如下曜号井遡行血清胸扶,同吋,提供笈票井具信

息。大会期間,参展単位究銀行氾款油単麦印件到展伯叔到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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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収集案。

牧歌卑位: 「東南方人力炎源服各有限公司

井戸　行:中国東亜敢行般傍有限公司手州淘全文行

略　　号: 440311010生0015命29

歌系　人:瞥文葦

聯糸車詣: 020鴫6635釣75

岬∴∴箱:侶2619062のq卑しm1

七、日程安棚

板　到　布原　吋岡: 2019年12月16日輸17日

展　覧　交　流　吋岡: 2019年12月18目調19日

撤　展　時　間: 2019年12月19日16:30后

国内考察活功吋同: 2019年l?月19日下午

八、参展朕系方式

(一)政府参展朕系;

堰系人:梁　府、利率其

瑛糸車宙(020) 81269856、 81652539

直子郎箱: OCSgZ@sina,COm

官方岡地: http://w¥な′W.OCS-gZ.gOV.Cn

(二)高校、企批参展聴系:

朕　系　人:鄭允根

班系也帝: 15521038981

輔∴∴箱: OCS2019@163.co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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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中国海外人オ交流大会堂第21屈中国留学人員

)当欄斗技交流会国内単位参屈服名表

明人目期“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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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少中国潅外人オ交流大会堕第21届

中国留学人員「州科技交流会

田内参府単位椎介会山浦表

申樟単位

単位弛出

版系人

血語

頭目名秘

非介入姓名

推介形式
及仇格

葉蘭日勤

推介(釜幻)

内容槻括

(卑イ立義幸)

口　省市弛介会6800元/’小暗

口　与場推介会68000元/4小串

(含会場布置及人オ、項目対接)
口12月18日(早上/下午)

□12月19日(早上/下午)一日(早上/下午) 意向用叶
丁‾‾ ‾‾

有注:

l.各単位清光接客自意向填弓弛介(答幼)吋陣中用吋,撒布眉
呪姿大会純愛余力、公豊中被虐,将銃等安雄各単位推介(答幻)日朔及
用吋,井及吋反嶺各単位。

2.清子2019年11月20目前杵柄芙イ言蔦、侮葦至以下工作人員。

原糸人:葉茄、何時
朕素性市: (020) 81269856、 (020) 81652486

直子嘩箱: 。。SgZ@sl胴.。。m

営力同輩: http://wu′≠′.OCS-g乙,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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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 9中国淘外人オ交流大会壁第21届

中国留学人員だ▲州科技交流会日程預告
(准I伸一廿j一以入会出具合有用l口

村　　岡 乖�:苹>���vR�地　　点 

12月16日 ��X檍覃ﾕ��)9��Iリi廿l計l・i防余波中心 

(星期一) ��ﾈ�2�)、川白玉旧年了当町11心 

12月17日 (埴期二) ��Xﾈｨ48+YUﾈﾚ韈���b�I∵州千十云刷布告音川中、」、 
I、州白云回帰:言又中心 

“付「出口∵項口lil信実 

布原 ��8�)I(娩ﾙ�f委h靖(i�2�

12月18口 (星朔三) ��l　川幅云図時芸収中心 

人今井柱式町人樟区高時冷すム 

用品I説示、現」卵川原交沈 緬9i*ﾆﾈ娩ﾙ�f��ﾈ6ﾘ益[i(i�2�

“春町村’’項目対接冷淡奈 ��8�(��娩ﾘI�H*ﾙ9b�ｸ���8�"�

竜転活/力、項目用人万世介会 緬�ﾈ����ｨ娩��sｨ��ｨ�(i�2�

12月19日 (星期四) 儉ﾈ�5x麌�依ｸ�ｨｪ��ｨﾏ�zﾂ�上川口云国防今坂中心 

“布陣杯’’刷新創世大衆硝薬大会 漠9hﾈ飆)���韭iuﾙFy(i�2�

竜王高市勅、項=和人牙伸介今 緬9iw�?�忸ｸ�:�陞�ｹ(i�2�

“春膵杯’’洲魚雷 貯9i*ﾈ*I?�o��X6ｹ?��

新岡安布会 ��8�)I(6ﾙ/���H檠?�(i�2�

12月20日 (星規正) ��飩y�ﾙw�ﾖﾈ矩,2�|ﾒ�付足 

代表退出 ��).��

公井方式:主功公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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