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 1 号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电话：010-51167598  51167602  

邮编：100024       网址：www.cngrc.org        E-mail: cngrc@qq.com      传真：010-51167598 

 

关于召开 2021 年 GRC 年会会议的通知 

各会员及行业相关单位: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GRC 分会、中国硅酸盐学会房建材料分会研究决定 6

月 11-13 日在陕西延安召开 2021 年 GRC 年会暨第八届理事会换届大会。现将会议通知

发送全体会员及行业相关单位，望提前做好准备，届时参会。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11 日-13 日，6 月 11 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地点：陕西省延安市金泽国际酒店，宝塔区东关街 14 号，电话：

0911-8896006，8896009。 

三、会议内容： 

1、年会主题—标准创新与高质量发展、GRC2019~2020 回顾； 

2、GRC/UHPC 新标准、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成果展示与发展方向研讨； 

3、GRC/UHPC 典型示范工程展示； 

4、GRC 协会理事会换届，颁发新一届理事会聘书； 

5、标准化先进单位表彰； 

6、GRC 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分会场）； 

7、《UHPC 外墙板》和《UHPC 装饰制品》标准制定工作研讨会（分会场）； 

8、硫铝酸盐水泥标准技术研讨会（分会场）； 

9、典型 GRC 工程参观：延安大剧院、延安博物馆、延安宝塔山游客服务中心、延

安大学、学习书院； 

10、党史教育活动—杨家岭、枣园。 

四、会议日程（届时详见会议指南） 

6 月 11 日（周五）全天代表报到、注册； 

19:30~20:30 召开协会理事会议，全体理事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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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周六）全天会议交流。 

6 月 13 日（周日）GRC 典型示范工程参观；党史教育活动（杨家岭、枣园）。 

五、会议资料 

会议提供资料：GRC/UHPC 系列标准；相关会员单位宣传资料及样品等； 

代表交流材料：大会交流 PPT（15 分钟）需在回执中说明，以便于会议安排； 

文字材料：会员单位需要发放的文字材料请于 5 月 31 日前提交给会务组。 

六、会议事项 

1、会务费：包含会议及资料费、会议用餐等费用。 

会员单位 24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3400 元/人；随行人员 900 元/人（不参加会议，

不领取会议资料）。会前汇款费用优惠：会员单位 22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3200 元/人；

随行人员 800 元/人。 

2、会议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380 元/间/天（含早餐），房型：标准间或大床

间。 

3、本次年会第一协办单位：北京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 

有意协办和赞助单位，请与会务组联系。 

七、会务联系 

GRC 协会联系人：吴玉姣  李清海 

电话：010-51167598  010-51167602  13810878873  13701233715  

传真：010-51167598   E-mail: cngrc@qq.com 

 

会务公司：陕西圣泽传统文化研究院 

联系人：王慧  15594325111 

 

附件 1:  会议回执 

mailto:cngrc@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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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酒店位置和交通 

附件 3:  GRC 典型示范工程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分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 

房屋建筑材料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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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GRC 年会回执单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手机电话 联系邮箱 

    

    

    

订房 

信息 

 会务订房 □  

标间：   间/大床   间，380元/间（含早餐）； 

入住时间：6月   日；离店时间：   日；住宿：   天。 

 自行订房 □ 

备注 
 6 日 13 日 GRC 典型示范工程参观；党史教育活动（杨家岭、

枣园）。是    ，否    。 

大会交流题目 （有大会交流要求的代表，请填写交流发言题目，根据会议主题择优安排） 

因正值延安建党 100 周年活动高峰期，酒店只提供 100 间住房，按回执单返回先后顺序

订房。请将回执于 5 月 25 日前返回至：邮箱：cngrc@qq.com 或传真：010-5116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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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酒店位置和交通 
 

延安金泽国际酒店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东关街 14 号 

电话：0911—8896006，8896009 

 

延安南泥湾机场—金泽国际酒店 

1. 机场大巴：机场大巴 1 号线、机场大巴 3 号线统一至东大街下车，旁边即到酒店； 

2. 机场打车至酒店大概费用 50 元。 

延安火车站—金泽国际酒店 

可乘 K11、K30、K206、东大街下车即到酒店，打车 13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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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宝贵石艺·GRC 典型示范工程 

 
延安大剧院 

 
延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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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博物馆（在建） 

 
延安宝塔山游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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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学习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