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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职 业 安 全 健 康 协 会 
文件 

苏 州 市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协 会 
中安健协„2020‟79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

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研讨会 
暨展览会”的通知 

（第三轮） 
 

各有关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

动职业安全健康工作更好地开展，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苏

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联合主办的以“关爱生命与健康，人人应

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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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研讨会”将于 2020年 11 月 11-12日

在苏州市举行。为配合论坛召开，由苏州广电影视娱乐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职安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届职业

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展览会”将于 2020年 11 月 11-13日在苏州

太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论坛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职业健康和应急管理一系列重要论述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

生产、职业健康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开展深入讨论与交

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探索职业安全健康工作新形势、

新任务、新举措、新方法、新观点。 

本届展览会强化“科技兴安”“科技强安”理念，积极推进

应急产业和安全产业快速发展，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展览会将集中展示应用于矿

山、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安全装备

和应急装备，以及应用于城市安全、工业园区安全、消防、灾害

救援、安全生产信息化等领域的科技装备。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第三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 

1.论坛内容 

（1）我国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法治建设及发展趋势。 

（2）我国职业病防治的形势与任务。 

（3）城市安全风险管控现状及对策。 

（4）重点行业企业（石化、电力、煤炭、冶金、建筑、铁路

等）安全生产及应急现状与对策。 

（5）高校安全及应急管理教育现状及前景。 



- 3 - 

2.主办单位：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苏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3.协办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莱恩精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矿业公司 

昆明理工大学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4.演讲嘉宾 

王德学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党委书记、理事长 

范维澄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  院长、院士 

武  强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院士 

王浩水  应急管理部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余卓民  全国铁路总工会原主席 

王志坚  原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常务副主任 

周永平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职业健康司  巡视员 

张和明  清华大学国家 CIMS 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协办单位有关领导和专家参与演讲，就本企业或行业安全生

产、职业健康和应急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展开交流。 

5.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会期 1天半，2020 年 11 月 11日 9:00-17:00

举行论坛，第二天上午参观展览。11 月 10 日全天报到，苏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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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参会人员 11日早晨 8：30前直接到论坛会场报到。 

（2）会议地点：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太湖旅游度假区

环太湖大道 128号，位置见下图）。 

 

 

 

 

 

 

 

 

 

 

 

 

特别说明： 

自驾车展商和观众可按照上图指示路线到达展馆； 

公交：太湖会议中心站 58 路、583 路； 

苏州火车站至太湖会议中心约 35分钟车程，的士费用预计：

100 元，滴滴快车预计：95元； 

苏州高铁北站至太湖会议中心约 45 分钟车程，的士费用预

计：130元，滴滴快车预计：125 元； 

苏州太湖湖滨湿地公园至太湖会议中心步行 10 分钟，入园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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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4A 级太湖西山风景区至太湖会议中心约 10 分钟车程，

的士费用预计：30 元，滴滴快车预计：25元。 

6.参会人员 

国务院相关部门代表，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

论坛主办、协办单位代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各分支机构及

会员单位代表，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相关企业代表，相关学术

报刊杂志代表及新闻媒体等。 

7.费用及食宿安排 

论坛注册费用标准 1500 元人民币／人／会期（含参会费、

会议资料费、会期午餐、晚餐费）。 

住宿费用自理，房间可由会务组提前代为预定（报名回执中

注明房型、间数）。 

8.报名联络 

请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名。《第三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

论坛报名回执表》见附件 1。 

张丽琴  010-64461710 13621165220 

高思奇  010-64461710 13501127103 

传  真：010-64461710 

邮  箱：gflt@zzajc.com 

二、 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研讨会 

1.会议内容 

（1）粉尘防爆安全评估导则。 

（2）典型工艺系统粉尘防爆解决方案。 

（3）《涉爆粉尘验收规范》团体标准的解读和宣贯。 

mailto:gflt@zza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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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粉尘防爆配件测试可行性分析。 

（5）火花探测在预防粉尘爆炸中的新探索和运用。 

（6）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安全隐患排查要点。 

2.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20 年 11月 12日会期 1 天，9:00-17:00。

12 日早晨 8：30前直接到研讨会会场报到。 

（2）会议地点：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太湖旅游度假区

环太湖大道 128号）。 

3.参会人员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铝镁粉尘企业、木材加工与家具行业、

纺织品行业、粮食加工与储运行业、化工行业、树脂与塑料行业、

造纸行业、生物医药行业、农药行业、火力发电、钢铁、水泥等

行业和环保行业等。 

4.费用及食宿安排 

研讨会注册费用标准 1500元人民币／人／会期（含参会费、

会议资料费、会期午餐、晚餐费）备注：主办单位、会员单位参

会费用 1200 元。 

注册截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9 日（注册前先预登记并支付

注册费）。 

5.报名联络 

请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名。《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

术研讨会报名回执表》见附件 2。 

徐敏  0512-83837297  15995446696 

传真：0512-83837295 

邮箱：xuming@csz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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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展览会 

1.展览内容 

（1）职业安全展区：职业安全健康保护技术与装备、安全

生产管理技术及装备、特殊职业防护服饰、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相关行业协会、培训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媒体等。 

（2）粉尘防爆产品展区：防爆型除尘技术与设备、爆炸防

护技术与装备（爆炸泄压设备、爆炸抑制设备、抗爆设备、爆炸

隔离设备、惰化设备、灭火设备等）、火花探测与消除设备、防

爆电气设备、静电防护设备，粉尘浓度检测设备等。 

（3）有限空间产品展区：呼吸防护装备、警示告知公示警

戒设备、通风检测救援设备、安全防护装备等。 

（4）应急救援装备展区：检测监控技术与装备、安全逃生、

避险系统、应急指挥、通信联络、应急供电等设备、应急救援技

术与装备、安全生产管理技术、应急医学救援平台、大型救生钻

机、排水设备、救援无人机、机器人、个人防护装备、防护服装

等。 

（5）工业安全与防护用品展区：通风除尘设备、水处理技

术与设备、粉尘爆炸性实验室测试设备、危险物质的安全处置、

防火设备、放射物质的安全防护设备、触电保护设备、高风险环

境下的工业安全产品、安全组织和服务等。 

（6）环保固废处理展区：资源循环与再生技术与设备、节

能技术与设备、废液、废气处理设备等。 

（7）智能工业机器人展区：机器人开发平台及软件、工业

机器人功能部件及零部件、机械手、工业 4.0智慧工厂及机器人

应用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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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览会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0 年 11 月 11-12日，9:00-17:00  

2020 年 11 月 13日，9:00-15:30 

（2）地点：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太湖旅游度假区环太

湖大道 128号）。 

3.报名联络 

参展报名及联络方式见附件 3《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

技术展览会参展报名回执表》。 

 

 

附件： 

1.《第三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报名回执表》 

2.《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研讨会报名回执表》 

3.《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展览会参展报名回执表》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苏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2020 年 10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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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报名回执表》 

一、酒店住宿安排(酒店住宿为自费项目，您可选择本次大会的会务酒店，如下)： 

酒店名称 会务价（标间） 会务价（大床） 门市价 备注 

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香

山酒店 
400元 400元 700元  

特别提示：展览期间，酒店用房较为紧张，组委会不保证可以安排房间；如需预定，

请将此表于 11月 5日前传真至主办单位或发邮件至报名邮箱。 

二、论坛报名及酒店预订回执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姓名 性别 职务 部门 联系电话 

     

     

     

     

     

预订房间数 

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

心&香山酒店 

标间      间 

单间      间 

入住时间 2020年 11月   日 

离店时间 2020年 11月   日 

备注：  

填表日期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三、付款方式： 

请将报名费用汇款至以下账户： 

公司名称：中职安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账号：0200245509020168756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坛支行 

* 烦请您在汇款备注一栏中注明参会人员姓名或其移动电话号码，并将汇款凭证通过

邮件发送至报名邮箱，以便确认。谢谢！ 

备注：各级安监人员、会议组织人员、演讲嘉宾等特邀人员免费；展位工作人员免费(每

个展台仅限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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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研讨会报名回执表》 

一、参会人员基本信息： 

姓名(中文)  英文名或拼音  

职务(职称)  部门  

单位 

全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省市 邮编  

联系

方式 

单位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Email  

二、注册类型(请在对应的类型前打√)： 

参加本次研讨会费用如下： 参会费用 

( )  参加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研讨会 ￥           .00 

(  )  各级安监人员、会议组织人员、演讲嘉宾等 免费 

(  ) 展位工作人员   (每个展台仅限 1人） 免费 

备注：1、报名费含参会费、会议资料费、会期午餐、茶歇及会

议专项服务费（如需住宿，请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费用另行

自付）； 

      2、报名费用发票统一在研讨会现场领取； 

3、注册截止日期：11月4日，请于截止日期前回传此报

名表并支付参会费用； 

共计：      元整 

 

￥           .00 

 

三、付款方式： 

请将注册费用汇款至以下账户： 

公司名称：苏州广电影视娱乐投资有限公司 

帐号： 89010154800001017             开户行:   浦发苏州分行营业部    

* 烦请您在汇款备注一栏中注明参会人员姓名或其移动电话号码，并将汇款凭证通过

邮件或传真发送至组委会，以便确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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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展览会参展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中/英） 
 

单位地址 

（中/英）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电话： 邮箱： 

展位预定 标准展位：      个（9平米） 光地：     平米（36平米起租） 

开票信息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名    称： 

税    号： 

单位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单位签章 

组委会： 

经我司慎重考虑，决定参加此次第五届职业安全及粉尘防爆技术展

览会，并同意缴纳费用人民币                元。 

 

 

 

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参展报名及联络：联系人：张志兴   010-64463918   18519350901 

传真：010-64463210   电子邮箱：coshaj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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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苏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2020 年 10 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