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届中国控制会议 
会 议 通 知 

2013. 7.26－28  陕西 西安 

 
 

第 32 届中国控制会议将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7 月 28 日在西安召开，我们真诚地感谢国内外广大同

行的热情支持和精诚合作。为组织好本届会议，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2013 年 7 月 26 日－7 月 28 日 

2、会议地点：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http://www.gpcec.com） 

3、报到时间：2013 年 7 月 25 日－7 月 26 日 

4、报到地点：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 

5、日程安排：7 月 26 日— 7 月 28 日学术报告。 

二、会议注册 
1、网上注册 

注册网址：http://cms.amss.ac.cn 

注册方法：通过您的 PIN 和密码登录系统CCC2013“会议注册” 

2、现场注册（非论文作者或非论文注册作者） 

普通代表：会务费 2000 元/人（包含：会议资料、胸牌、餐票、纪念品等） 

学生：会务费 300 元/人（旁听，提供旁听证和会议程序册，不提供餐饮） 

♦ 会议现场交费，当场提供发票。 

♦ 已进行过网上注册并缴纳相关费用的代表不需要进行现场缴费。 

3、发票领取（重要！） 

由于现场领取发票工作压力极大，为了节省您的宝贵时间，请提前在网站填写发票信息，具体填

写方法如下：通过您的PIN和密码登录论文系统CCC2013“会议注册”“我需要注册费发票”-填写

发票信息如您无需邮寄请不要勾选邮寄选项。 

三、住宿预订与安排 

由于西安是旅游城市，会议时间恰逢旅游旺季，届时住宿会相当紧张。为切实保证全体代表在会

期的住宿和顺利返程，敬请各位代表在回执上认真填写预订信息，做好住宿预订登记。 

1、酒店安排 

大会指定酒店 星级 房型 房价 距离会场 
西安中兴和泰酒店 

（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会议/关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420 元/间/天（含双早） 1 公里 



 
 
 

注：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推荐住宿西安中兴和泰酒店，其他代表可在以上 5 家酒店任选。 

2、预订住宿 

♦ 预定方式：采用回执预订方式，回执单及发送方式请见附件 1。 

♦ 预缴住宿费服务：本次会议住宿酒店较为分散，为了方便代表办理报到及入住手续，会议提

供代表预缴住宿费服务。代表预定住宿时可选择提前缴纳住宿费，可在报到现场领取房卡并

乘摆渡车直接到酒店入住。现场缴纳住宿费的代表需要在相关酒店办理，占用时间较长。 

♦ 完成住宿预订者方能得到入住保障。 

♦ 不同标准的房间先订者先得，如某一标准的房间被预订完，请预订其他标准的房间，预订确

认后不接受更改。 

♦ 未预订者，现场注册时由会议协调安排，但无法保证入住。 

四、报告论文/张贴论文要求 

1、报告论文 

♦ 每篇论文报告时间为 20 分钟（含讨论），会议提供笔记本电脑和投影设备。 

♦ 请报告人在分组报告开始前 10 分钟到分组主席处报到并将报告文件拷入计算机。 

2、张贴论文  

♦ 会议为每篇张贴论文提供一块标准展版（宽 0.9 m，高 2.0 m）。张贴论文要求内容简洁，字迹

清晰，版面可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字体至少可在 1 米以外清晰可见。用双面胶或透明胶粘贴。 

♦ 会议设立“中国控制会议张贴论文奖”，具体条例见会议网站（http://tcct.amss.ac.cn）。 

♦ 论文张贴期间，要求论文作者向前来观看张贴论文的代表及评奖委员会成员进行现场介绍、交

流。未在指定时间、地点张贴论文，或未在自己所贴论文现场交流者视为缺席会议（No Show）。 

五、其它信息 

住宿预定联系人： 

电话：029-68910222-611/621          传真：029-68918335 

联系人：黄文超                     E-mail：amy.huang@gpcec.com 

会务组联系人： 
电话：029-88431389                 传真：029-88431388 

联系人：彭蓉、刘勇                 E-mail：ccc2013@nwpu.edu.cn 

 

                                                   第 32 届中国控制会议组织委员会 

                                                        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 

                                                            2013 年 5 月 26 日

奖、张贴评奖会议会场） 
水晶岛酒店 准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388 元/间/天（含双早） 2 公里 

西安海升酒店 准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340 元/间/天（含双早） 2 公里 

西安高新百事特威酒店 准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320 元/间/天（含双早） 2 公里 

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准 3 星 标准双/单人间 278 元/间/天（含双早） 1.7 公里 



 
 
 
附件 1：住宿预订回执 

注：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推荐住宿西安中兴和泰酒店，其他代表可在以上 5 家酒店任选。 

 
酒店预定回执表 

预定单位名称/开票信息  
预订酒店名称  预定房型  间数  
住宿人姓名  联系方式  
是否与他人合住  
抵离日期 2013 年   月   日 2013 年   月   日 共计       晚 
备注： 
a) 为了确保预定参会代表的利益，请您按照酒店回执表上的抵离日期准时入住。如有房间取消

或变更，请及时通知我们。 
b) 预定截止日期 2013 年 7 月 20 日。 
c) 本回执填写完整发送至 amy.huang@gpcec.com。 

 

大会指定住宿代理：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请您填好表格回传至我公司确认预定，我公司将会对每一份订单予以认真回复，以便您在会议期间的

酒店预订有所保证，因会议期间酒店房间较为紧张，请您及早预定。7 月 25 日在会展中心注册报到时统一

办理入住手续，由入住酒店安排车辆将您送达酒店。 

电话：029-68910222-611/621          传真：029-68918335 

联系人：黄文超 女士                E-mail：amy.huang@gpcec.com 

 

预缴住宿费服务： 

本次会议住宿酒店较为分散，为了方便代表办理报到及入住手续，会议提供代表预缴住宿费服务。代

表预定住宿时可选择提前缴纳住宿费，可在报到现场领取房卡并乘摆渡车直接到酒店入住。现场缴纳住宿

费的代表需要在相关酒店办理，占用时间较长。 

 

预缴住宿费指定账户： 

户  名：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1024 2519 0868 

开户行：中国银行西安华陆大厦支行 

说明：预定确认后请尽快将房费汇至指定账户，以确保为您留房。汇款时请注明“CCC 房费及姓名”。 

大会指定酒店 星级 房型 房价 距离会场 
西安中兴和泰酒店 

（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会议/关
奖、张贴评奖会议会场）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420 元/间/天（含双早） 1 公里 

水晶岛酒店 准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388 元/间/天（含双早） 2 公里 

西安海升酒店 准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340 元/间/天（含双早） 2 公里 

西安高新百事特威酒店 准 4 星 标准双/单人间 320 元/间/天（含双早） 2 公里 

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准 3 星 标准双/单人间 278 元/间/天（含双早） 1.7 公里 

mailto:amy.huang@gpcec.com


 
 
 

附件 2：交通线路 
1. 西安咸阳机场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会议报到地点） 

路线 1：乘机场大巴 1 号线至钟楼 换乘 6 路公交车至锦业路站 下车向南步行 150 米到达 

路线 2：乘机场大巴 2 号线至西稍门 换成 322 路公交车至北沈家桥 下车向西步行 560 米到达 

路线 3：乘出租车，路程约 40 公里（正常 60 分钟） 

 

2. 西安火车站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会议报到地点） 

路线 1：乘 6 路公交车至锦业路站 下车向南步行 150 米到达 

路线 2：乘出租车，路程约 24 公里（正常 40 分钟） 

 

3. 西安北站（高铁站）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会议报到地点） 

路线 1：地铁 2 号线至永宁门站 换乘 6 路公交车至锦业路站 下车向南步行 150 米到达 

路线 2：地铁 2 号线至省体育场站 换乘 709 路公交车至锦业路站 下车向南步行 300 米到达 

路线 3：乘出租车，路程约 35 公里（正常 50 分钟） 

 

4. 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会议报到地点）附近公交车站及途径公交车 

锦业路站（距离 150 米）：6 路, 261 路, 324 路, 411 路, 709 路, 710 路, 高新 1 号线, 高新草堂专线 

丈八一路站（距离 200 米）：710 路 

北沈家桥站（距离 500 米）：204 路, 220 路, 260 路, 260 路区间, 311 路, 313 路, 322 路, 709 路, 716 路, 902

路, 916 路, 921 路, 922 路, 五龙专线 

南三环站（距离 500 米）：6 路, 324 路, 411 路, 高新 1 号线, 高新草堂专线 

康家湾站（距离 500 米）：204 路, 220 路, 260 路, 260 路区间, 311 路, 313 路, 322 路, 716 路, 902 路, 916 路, 

921 路, 922 路, 五龙专线 

 

5. 相关信息 

西安咸阳机场大巴时刻：http://www.xxia.com/guide-149.aspx 

西安公交车时刻：http://www.xxia.com/guide-149.aspx 

 

http://www.xxia.com/guide-149.aspx
http://www.xxia.com/guide-149.aspx


 
 
 

附件 3：其它事宜 

1. 往返机票、火车 

1、机票：请参会者自己查询飞机信息，自己订飞机票，会议不负责预订，特殊情况请电话联系。 

2、火车票、汽车票：由于 7 月西安是旅游季节，票务紧张，请做好提前订票的准备。本届控制会议

设专门旅行社在现场为您提供订购服务。 

 
2. 家属及随行事宜 

1、 请按要求做好住房预订，预订回执的“住宿要求”是指是否要求入住同一房间。 

2、 餐饮：自行到报到处购买餐券。 

 
3. 会议期间旅游线路 

旅游信息仅供各位参会者参考，CCC2013 会务组不负责会后旅游事宜。会务组联系多家旅行社在会

议报到地点提供旅游预定服务，对于实际旅游不负责，需要参会代表在会议期间现场与旅行社自行签约，

请务必签署旅游合同。关于旅游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会议网站（http://ccc.amss.ac.cn/2013/travel）。 

特别提示！！！ 

由于本届会议规模大、参会代表多，为确保会议及会期食宿、返程等事宜正常、有序进行，敬请全体

代表及随行配合会议组委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订。 

http://ccc.amss.ac.cn/2013/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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