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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文件
中电协〔2018〕199 号

关于组团参观“2019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及
考察欧洲电器制造企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世界工业发展的风向标，是工业 4.0
革命的最好阐释。这里汇聚了世界顶尖的工业技术革新，从

新技术中不仅可以受到启发，也可以轻松掌握未来发展的趋

势。为此，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与电控配电设备分会拟组织有

关会员单位专家和技术人员于 2019年 3月底前往欧洲考察，

我们此行将重点参观 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并

对欧洲著名电器制造企业 ABB、菲尼克斯等进行实地考察。

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恰逢大年，将于 4月 1-5
日在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举行，展会以“产业集成——工业

智能”，是生产系统和能源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平台。除

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数字工厂、能源、工业零部件、空

压及真空技术以及研究与技术六大主题展览外，展会上还搭

建了初创企业和职业发展特别区域。90多场会议和论坛的设

置丰富了展会活动。瑞典将是 2019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合

作伙伴国。

2018 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共吸引了来自全球 70 个

国家和地区的的 5000 家参展企业，20多万名专业观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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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达 15.8万平方米，其中 60%以上的展商来自德国境外。

本届展会的主题为“产业集成——互联与合作”，重点展示

了 500多项工业 4.0的应用，指挥交通和未来能源系统也是

本届展会的亮点。

参与全球领先的工业技术展会，领先一步，掌握新技术、

关注新市场，发现新商机，2019年汉诺威工业自动化展将是

电工行业不可错过的年度盛事。

为便于安排，希望各有关单位积极响应，尽早报名。

一、初步行程安排：

1. 公务考察团在外 10天；

2. 访问国家为德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

3. 出访日期：拟订 2019年 3月 26日左右；

4. 境外公务安排：

2019汉诺威工业博览会、ABB、菲尼克斯

二、行程特点：

1. 汉诺威展会停留两天，给团员时间充分观展；

2. 报名后一对一指导团员准备签证材料，专人陪同送签。

3. 团费 28000元/人，单间费 5000元。

费用包括：往返国际机票、境外食宿费（住宿标准：展

览城市 3星级酒店双人间，其他城市四星酒店双人间，餐饮

以中餐为主）、城市间交通费（飞机或豪华大巴）、境外保险、

展览会门票、签证材料准备、指导服务等费用。

三、报名办法：

请各单位参团人员认真填写报名表（见附件），经单位

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报名。没有

护照或者护照有效期在 2019年 7月 30日之前的请尽快办理

因私护照及延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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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办法：

（一）报名方式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控配电设备分会

地 址：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信通路 6号
联系人：崔静、孟蝶

电 话：022-84376223/13902067823
022-84376228/15122838252

传 真：022-24962954
E-mail: cuijing918@126.com; hangye616@126.com

（二）签证办理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 12区 30号楼

联系人：刘景丽

电 话：010-68173862，15810865800
传 真：010-68212346
E-mail: sophia5625@qq.com

附件：

1. 2019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控配电设备分会赴德国考

察人员报名表

2. 办理德国签证所需要的材料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2018年 10月 30日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2018年 10月 30日印发

mailto:cuijing918@126.com
mailto:hangye616@126.com
mailto:sophia56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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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控配电设备分会赴德考察人员报名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邮编  

姓名 
中文  性别  出生地    省  市 

拼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是否单位法人  

职务  月薪  来单位工作时间     年 

单位电话  单位传真  

家庭住址  邮编  

电子邮件  手机号码  

护照号码  护照签发城市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最近三年是否去过申根国家？ 
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以往申根签证是否有指纹记录；如

 

 □是  □否            年     月    日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异     □丧偶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是否住单间        □是                □否 

开票信息 

收件人姓名：        电话： 
地址： 
公司开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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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办理德国签证所需要的材料 

1. 护照原件及 1 份护照身份信息页复印件：有效期须在 2019 年 7 月

30 以后，至少有两页空白签证页； 

2. 两张 6 个月内白底证件照片，尺寸为 3.5 厘米 x4.5 厘米； 

3. 签证申请表 1 份（协会填写）； 

4. 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对账单原件：申请人工资账户或其他能证明其

近三个月收入情况的活期存款账户的交易对账单，不接受信用卡

和定期存款账户证明； 

5. 旅行计划原件+翻译件（协会提供）； 

6. 往返机票订单（协会提供）； 

7. 住宿证明（协会提供）； 

8. 过往申根签证的复印件； 

9. 户口本所有非空白页复印件 1 份； 

10. 旅行医疗保险原件+复印件（协会提供）； 

11. 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在职证明：由我协会提供模板；加盖公

司公章；并由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名，注明其姓名和职务； 

12. 工作单位/自有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1 份，加盖公司公章； 

13. 工作单位/自营企业最近三个月银行对账单 1 份； 

14. 委托代理人递交签证申请/领取护照委托书（协会提供）； 

15. 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烦请参团人员将以上签证材料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顺丰快递

至：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2 区 30 号楼，刘景丽收，

158108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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