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非矿标委〔2020〕40号 

 

关于召开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七届六次
理事会扩大会议、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
标委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年会的通知 

 

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各位理事：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各有关单位和专家： 

根据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和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章程，为了总结

协会和分技术委员会 2020 年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计划。同时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由有

关单位负责制定的 2 项国家标准及 3 项行业标准（见附件 1）

编制工作已完成。经初步审查，已具备会议审议条件。 

经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16日在广东省珠海

市召开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七届六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全

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年会、

同时举行高层技术创新发展论坛暨标准审议会，本次会议的

主题为“创新发展 共赢未来”。请各位理事、委员按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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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如本人不能参加的请委派代表参加。同时热忱欢迎

关心我国摩擦材料产品及制品标准化工作的各界企事业单

位代表参加。现将本次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1. 报到时间：2021年 1 月 13日 

2. 会议时间：2021年 1月 14日～16日（日程安排见附件 2） 

3. 会议地点:珠海德翰大酒店 

4. 会议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中路 2号 

二、会议内容 

（一）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七届六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1.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 2020年工作报告 

2.审议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3.审议启动“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议案 

（二）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年会暨标准审议会 

1.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

会 2020年度工作报告 

2.颁发第三届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委会摩擦材料

分技术委员会委员证书 

3.审议增补委员的议案 

4.审议《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摩擦材料 缩比台架试验方

法》等 2 项国家标准和《摩擦材料 pH 值试验方法》等 3 项

行业标准 

（三） 高层技术创新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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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摩擦材料产品开发流程（报告人：李康，珠海格莱利

摩擦材料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2.制动器对刹车片的要求（报告人：张德林，行业知名

专家） 

3.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开发流程及控制要求（报告人：施

耀，行业知名专家） 

4.摩擦材料废弃物及粉尘综合利用研究（报告人：司万

宝，行业知名专家） 

5.摩擦材料用原材料与配方的匹配性研究（报告人：徐

仁泉，行业知名专家） 

6.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国汽车刹车片售后市场现状及发展

方向（报告人：特马齐，力派尔（珠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7.汽车刹车片质量控制及在线监测（报告人：本桥邦彦，

佛山捷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8.国内外汽车刹车片路试评价要求（报告人：余建洋，

菲特尔莫古(重庆)摩擦材料有限公司测试专家） 

9.不同摩擦材料对制动器制动效能及噪声的研究(报告

人：张喆，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底盘研究部项目经理) 

10.专家面对面交流，请与会人员准备好在生产过程、检

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会上由专家进行一一解答。 

（四）参观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有限公司，力派尔（珠

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卡德莱化工（珠海）有限公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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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技术交流。 

三、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承办单位：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力派尔（珠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卡德莱化工（珠海）有限公司 

………………（持续增加中） 

欢迎相关单位友情赞助及展示企业风采！

四、会议要求 

1.各参会人员请于 2021年 1 月 10 日前将报名回执（见

附件 3）发邮件至 SACTC406@163.com，以便会务组做好会议

接待。 

费等。1 月 10日前汇款可享受优惠价 2200元/人；参会人员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房价为 420元/天（标间/大床）。 

注：由于现场不能开具发票，会议费用请提前汇款至咸阳非

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秘书处挂靠单位），以便现场能够

拿到发票。汇款明细如下： 

收款单位：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咸阳市工行渭阳西路支行 

 2.费用 2800 元/人，包括会议费、资料费、参观费、餐



-5- 
 

帐    号：2604022409024950228 

3.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宾馆，会议不安排接站（酒店位

置及交通路线见附件 4）。 

4.疫情期间请各位代表做好防护工作；参会及办理酒店

入住时需用支付宝/微信现场扫“广东健康码”。 

五、联系方式 

1.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擦材料

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29-33335617  33313593   

邮箱：SACTC406@163.com 

联系人：张红林（13892993560） 侯彩红（13399184130） 

2.珠海德翰大酒店 

联系人：龙经理（18025082966/13823003845）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26日 

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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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拟审议的标准明细 

序号 标准名称 计划号 类别 

1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摩擦材

料  缩比台架试验方法》 
20192037-T-609 国家标准审议 

2 
《湿式自动变速箱摩擦元件惯

性吸收耐久性试验方法》 
20193112-T-609 国家标准审议 

3 《摩擦材料 pH值试验方法》 2019-1677T-JC 行业标准审议 

4 
《制动衬片压缩及热膨胀特性

试验机校准规范》 
JJFZ（建材）006-2019 行业标准审议 

5 
《摩擦材料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 
2019-1548T-JC 行业标准审议 

附件 2： 

会议日程安排表 

时间 

单  位 

职务职称 

内容 

邮箱 

备注 

2021年 1月 13日 全天报到 

2021年 1月 14日 
上午 

 

8:30-12:00 

 

中国摩擦密封材料协会七届六次理事

会扩大会议 

全国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摩擦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年会 

下午 13:30-17:30 高层技术创新发展论坛 

2021年 1月 15日 

上午 8:30-12:00 审议相关标准 

下午 13:00-17:30 

参观参观珠海格莱利摩擦材料有限公

司，力派尔（珠海）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和卡德莱（珠海）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6日 返程，中午 12 点前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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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回执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手机 邮箱 备注 

    
 □单住 

□合住 

    
 □单住 

□合住 

    
 □单住 

□合住 

备注：为合理安排住宿，请注明单住还是合住。 

 

 

各单位需提供的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本次会议费发票均为机打税票，若现场交费则需会议结束后开发票，集中开

票工作量大、周期长，建议能确定参会的代表提前汇款，报到时即可领取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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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酒店位置及交通路线图 

 

 

酒店交通路线： 

1.珠海机场至珠海德翰大酒店：1）大巴：乘车到拱北中珠

大厦下车（车费约￥25 元，时间约 1 小时），再乘计程车到

酒店（车费约￥20 元，时间 20 分钟）； 

2）计程车：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150 元，时间约 45

分钟）； 

2.广州机场至珠海德翰大酒店：1）大巴：乘车到香洲站下

车（车费约￥90元，时间约 3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车

费约￥20元，时间 20 分钟）； 

2）计程车：乘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700 元，时间约 2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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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火车站至珠海德翰大酒店：1）大巴：乘车到香洲站

下车（车费约￥70 元，时间约 2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车

费约￥20元，时间 20 分钟）； 

 2）计程车：乘车到酒店（车费约￥600 元，时间约 1.5 小

时）； 

4.广州南站至珠海德翰大酒店：1）城迹轻轨：广州南站到

城轨珠海拱北站下车（车费约￥70 元，时间约 1小时）再乘

计程车到酒店（车费约￥20元，时间 15分钟）； 

2）公交线路：乘坐 2 路至九洲城下车步行约 15分钟至酒店； 

5.深圳机场至珠海德翰大酒店：1）大巴：乘车到香洲车站

下车（车费约￥90 元，时间约 2小时）再乘计程车到酒店（车

费约￥20元，时间 20 分钟）； 

2）计程车：乘车到酒店（车费约￥600 元，时间约 1.5 小时）； 

6.公交线路：拱北车站（华润万家站）—德翰大酒店 

1）9路至君怡花园站下车即到； 

2）99路至海滨泳场下车即到； 

3）2路至九洲城下车步行约 15分钟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