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2018 山东省精细化工暨微反应技术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与 微反应过程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在青岛举办“2018 山东省精细化工暨微反应技术年会”。 

一、大会主题 

本次会议将以“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创新驱动”为主题，邀请相关行业内管

理、环保、安全、研发机构、优秀企业及高校代表，就精细化工、微反应技术市场发展动态、

热点项目前景、绿色环保技术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以推动精细化工与微化工技术产学研的交

流与合作，促进高校与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精细化工与微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微反应过程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青岛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 

山东豪迈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筹备： 

武玉民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主任 

冯柏成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微反应过程专业委员会     主任 

三、主要参会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彭孝军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保荣   国家海洋腐蚀与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骆广生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清华大学 教授 

纪红兵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院长、长江学者 

冯维春   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院长、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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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兴   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副院长 

岳  涛   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主任 

        刘宝胜   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 秘书长 

张福利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副院长 

郑庚修   济南大学 教授、山东金城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苏贤斌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张兆国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 

宁斌科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孟庆伟   辽宁省精细化工产业共性技术平台 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吕万翔   青岛科技大学 副校长 

武玉民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主任、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 

冯柏成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微反应过程专业委员会 主任、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 

李  明   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 

        姜雪峰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高建荣   浙江省精细化工研究所 所长、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叶  青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段洪东   齐鲁工业大学 教授 

赵  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四、会议时间地点 

时  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2 日（11 月 30 日全天报到） 

地  点：中国气象局青岛度假村 第一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87 号） 

五、会刊征集 

1、本次年会将面向全国征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论文、调研成果。 

2、本次会议会前将印刷会刊（论文集）作为会议资料，请提交论文的人员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将论文提交给组委会秘书处（zhanglan@himile.com）。 

3、要求论文字数不超过 5000 字，文件格式为 word 文档。具体内容要求见附件 1。 

4、通过会刊征集将评选出 10 项优秀化工奖，奖金为 1000 元/人，会议期间发放。 

六、参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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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 

热烈欢迎精细化工及微化工业内人士参加会议，欲参加者可将报名回执表（见附件 2）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发送至 zhanglan@himile.com。     

2、会议注册费用 

会议注册费用如下所示，主要包含会务费、餐饮费、资料费、场地费等，食宿统一安排，

住宿费用自理。 

表 1 会议注册费 

序号 参会人员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 
2018 年 11 月 1 日后 

或现场缴费 
备注 

1 高校代表、企业代表 1500 元/人 1800 元/人 提供会刊资料、餐饮券、笔

记本、水性笔 及会议纪念品 2 学生代表 1000 元/人 1200 元/人 

3、展览展示费用 

本次会议包含一定数量的简单展示位置，包括仪器、设备、产品等的成果展示，并提供晚

宴冠名、会场广告、会刊彩页等多形式的宣传展示，有意者请与负责人联系。 

4、缴费信息 

会议注册、展览展示、赞助等缴费需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进行。温馨提示：汇款时请务必

注明姓名、事项及单位，汇款后务必请将转账凭证发送至 zhangyingjie@himile.com，以便尽快

确认您的缴费状态。 

户  名 山东豪迈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账  号 3710 1006 6010 5250 1265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郑州路支行 

5、报销凭证 

会议发票统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请将开票信息发送至 zhangyingjie@himile.com，并注

明参会人员姓名、人数及联系电话。 

 七、住宿及交通 

由于住宿房间数量有限，建议各位代表尽早返还会议回执表，以便会务组做好房间预留。 

住宿地点：中国气象局青岛度假村（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87 号） 

住宿价格：280 ~ 360 元/标间▪天（会议协议价） 

交    通：①青岛流亭机场→中国气象局青岛度假村   

出租车约 80 元，或乘 703 路机场巴士 转 386 路至海口路站； 

②青岛火车北站→中国气象局青岛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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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约 50 元，或乘地铁 3 号线 转 2 号线至海安路站； 

③青岛火车站→中国气象局青岛度假村 

出租车约 45 元，或乘地铁 3 号线 转 2 号线至海安路站。 

八、联系方式 

1、报名咨询：办公室 0532 - 81638217  

杨智华 18561510760  

张  岚 18563933937 

2、展览展示负责人：杨智华 18561510760 

3、缴费汇款、发票报销负责人：张英杰 18561615350 

4、会议注册、论文投递、住宿负责人：张  岚 18563933937 

九、附  件 

1、会刊论文格式说明 

2、2018 山东精细化工暨微反应技术年会—回执表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山东化学化工学会 微反应过程专业委员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