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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 

出席嘉宾邀请函 

 尊敬的嘉宾： 

您好！ 

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组织工作委员会诚邀您出席将于 2019 年 7 月

11日至 12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华侨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举办的2019年中国国际

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 

近年来，随着行业发展以及新趋势、新规则的出现，船舶技术和安全管理越

来越多地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2020 年 1 月 1 日国际海事组织 IMO 制定的全球

0.5%船舶燃油硫含量限制规定即将生效，中国排放控制区在 2019 年进一步扩容，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未来航运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互联网时代下

船舶智能化信息化高速发展……对于船舶行业而言，如何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挑

战，做好应对措施，提升技术，保障安全，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2019 年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作为中国航海日论坛最重要的专题论

坛之一，将围绕船舶技术、安全管理及其上下游产业，更加深入地讨论新规定、

新技术来袭时，船舶行业如何寻找新突破，把握新机遇。该论坛由中国航海日论

坛（宁波）组委会主办，由华洋海事中心、中国船检杂志社、华运航意文化（北

京）有限公司意向承办，由华洋新航（北京）船舶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由洲

际船务集团联合承办，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协会、中国船级社指导，将邀请

来自国内外海事主管部门、海事监管及检测机构、船级社及国内外知名航运企业、

船舶管理公司、设备生产及服务厂商的嘉宾出席，就主题“绿色 安全 发展——

迎接挑战 携手共赢”发表演讲并根据议题进行对话（论坛日程详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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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采用注册参会制，注册费为人民币 1500 元/人，

论坛期间的膳食费用由组委会承担,住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如您有意向出席，请于 5 月 24 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三）反馈至邮箱

shipmgt_tec@chinamf.org.cn。 

我们真诚欢迎您出席航海界群贤毕至的年度盛会——“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

安全论坛”，期待与您相聚在宁波！ 

 

联系人信息： 

李雨婷（女士） 

电  话：010-6482 3678-350 

手  机：173 0118 3803 

电子邮箱：shipmgt_tec@chinamf.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1 号紫光发展大厦 B2 座 6层 

邮编：100029 

 

 

 

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组织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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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年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拟定议程 

一、 论坛概况 

主题：绿色 安全 发展——迎接挑战 携手共赢 

时间：2019年 7 月 11 日下午至 2019年 7 月 12 日上午 

地点：浙江 宁波华侨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中国厅 

规模：约 300 人 

二、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航海日论坛（宁波）组委会 

意向承办单位：华洋海事中心、中国船检杂志社、华运航意文化（北京）

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华洋新航（北京）船舶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洲际船务集团 

指导单位：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协会、中国船级社 

支持单位：宁波市交通运输局、招商轮船、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DNV 

GL、香港船东会、宁波大学 

官方媒体：海事服务网 CNSS、中国船检杂志社 

三、 论坛日程安排 

7 月 10 日 13:00 - 7 月 11 日 12:00 注册报到 领取会议材料 

7 月 11 日下午 14:00-17:30 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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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晚上 

17:30-19:00 晚餐 

19:30-21:20 中国郑和航海风云榜揭榜典礼 

7 月 12 日上午 09:00-12:30 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 

四、 拟邀请演讲嘉宾和策划演讲内容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7 月 11 日 下午 

主持人：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  

14:00-14:10 致欢迎辞 中国航海日论坛（宁波）组委会 

14:10-14:20 主旨演讲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14:20-14:30 致辞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公司 

14:30-14:45 船舶安全方面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安全处 

14:45-15:00 2020 限硫新规生效临界点，

应对与展望 

香港海事处 

15:00-15:15 业界最新动态及应对 石 油 公 司 国 际 海 事 论 坛

(OCIMF)(外宾) 

15:15-15:30 新形势下船舶管理公司面对

的挑战与机遇 

Eestern Pacific Shipping (外

宾) 

15:30-15:45 新限硫规定下，燃料油公司

的技术革新 

中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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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5:55 压载水最新技术成果 青岛海德威科技有限公司 

15:55-16:30 茶歇  

16:30-17:30 嘉宾对话——2020 限硫新规

的应对方法及生效后展望 

主持人：香港船东会 

7 月 12 日上午 

主持人：中国船级社 

09:00-09:15 船舶管理行业新出路，提升

管理水平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09:15-09:30 LNG 船舶管理经验分享 埃克森美孚公司（外宾） 

09:30-09:45 船舶管理公司如何选择最优

解决方案 

贝仕船舶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贝仕总部（外宾） 

09:45-10:00 船舶网络安全 中国船级社 

10:00-10:15 智能化船舶技术特点及发展

趋势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10:15-10:25 互联网在航运生态圈中的角

色及发展前景 

亿海蓝（北京）数据技术股份公

司 

10:25-10:35 油轮安全-危害识别与风险

评估 

上海傲兴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

司 

10:35-10:45 大数据、云计算在船舶管理

上的应用 

上海迈利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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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1:20 茶歇  

11:20-12:20 嘉宾对话——聚焦智能航

运、安全航运 

主持人：DNV GL  

12:20-12:30 致闭幕辞 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

组委会 

初步拟定，具体嘉宾与议题以当日发生为准。



 

 

1 
 

附件二： 

2019 年中国郑和航海风云榜揭榜典礼 

一、 活动介绍 

中国郑和航海风云榜推选活动是中国航海日系列群众活动之一，旨在鼓

励航海界在“一带一路”和交通强国、海运强国的建设中开拓创新、勇当先

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活动以“鼓励创新、崇尚发展，

彰显价值、扶正扬善，客观公正、公益为本”为行为准则，力求充分体现业

界众望和社会理性；得到了郑和研究会、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

国港口协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中国交通企业管

理协会、中国船东协会、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上海航运交易所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 

2019年中国郑和航海风云榜揭榜典礼以“七十年国庆献礼——开拓新海

丝 谱写新辉煌”为主题将于 7 月 11 日在宁波举行，为上榜个人和机构颁发

郑和杯和榜牌，以表彰在我国航海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事业组织机构和

个人。 

二、 活动概况 

入场时间：7 月 11日 19:00-19:30（所有嘉宾凭门票入场） 

活动时间：7 月 11日 19:30-21:20 

活动地点：宁波 华侨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水晶宫 

活动主题：七十年国庆献礼——开拓新海丝 谱写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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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动议程 

19:30-19:40 主旨演讲 

19:40-19:45 节目 1 

19:45-20:00 第一次揭榜 

——2018 年最佳航运公司 

——2018 年最佳港埠企业 

——2018 年最佳造船企业 

20:00-20:05 节目 2 

20:05-20:15 第二次揭榜 

——2018 年最佳基层海事监管机构 

——2018 年最受欢迎的航海教育培训机构 

20:15-20:20 节目 3 

20:20-20:30 第三次揭榜 

——2018 年最佳航运服务机构 

20:30-20:35 节目 4 

20:35-20:50 第四次揭榜 

——2018 年航海风云事件 

——2019 年海员技能大比武结果公布 

20:50-20:55 节目 5（表演结束后，开启最佳表演现场投票通道） 

20:55-21:05 第五次揭榜 

——2018 年航海风云人物 

21:05-21:10 公布最佳表演投票结果 

21:10-21:20 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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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 年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参会回执 

参会嘉宾： 

姓名：                    □先生  □女士，职位：                  

手机：                  ，电子邮件：                              

座机：                  ，传真：                                  

联系人（如联系人为参会嘉宾本人，可不填）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女士，职位：________________ 

手机：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座机：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信息：  

单位/公司名称：                                                   

地址：                                                            

宾馆预订：  

□是  □否 需要由组委会协助预订宁波华侨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7 月    日入住，7月    日退房，天数：    晚 

房型（括号内为参考单价）： 

□ 标准间（450 元/晚）□ 单人间（450 元/晚）□ 商务套房（550元/晚） 

* 单人间数量有限，欲订从速 

* 房间分布在主楼及附楼，组委会按照订房顺序安排房间位置。 

是否出席 2019 年中国郑和航海风云榜    是□    否□ 

（如勾选“是”，请于签到时领取风云榜门票，7月 11日晚风云榜揭榜典礼凭票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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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方式： 

1、汇款（账户名称：华运航意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太平庄支行 

         银行账号：0200 0100 0920 0486 802） 

2、现场缴费（刷卡或现金或微信或支付宝支付） 

请提供发票信息： 

嘉宾姓名：                                                         

金额：¥             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单位名称：                                                         

税号：                                                             

单位地址：                                                         

电话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发票如需邮寄，请提供邮寄信息：  

地址：                                                             

收件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中国国际船舶技术与安全论坛注册费为人民币 1500 元/人（含 7 月 11日

午餐和晚餐及 12 日午餐）； 

2. 论坛地点：宁波华侨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地址：中国浙江省宁波市

柳汀街 230 号）； 

3. 签到时间：2019年 7 月 10 日下午。 

请填写回执并于 5 月 24 日前反馈至邮箱 shipmgt_tec@chinam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