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届中国控制会议
会议通知
第 37 届中国控制会议将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7 月 27 日在武汉召开。中国控制会议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控
制理论专业委员会发起，现已成为控制理论与技术领域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旨在为系统、控制及其自动化
领域的国内外学者与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展示最新的理论与技术成果。会议采用大会报告、专题
研讨会、会前专题讲座、分组报告和张贴论文等形式交流。会议工作语言为中文和英文。自 2006 年起会议论
文集进入 IEEE Xplore，并由 EI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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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5 日－7 月 27 日
2、会议地点：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3、报到时间：2018 年 7 月 24 日－7 月 25 日
4、报到地点：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5、会前专题讲座（免费）：7 月 24 日（8:30-11:30，13:30-16:30）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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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2018 在线注册
在线注册缴费标准如下：
注册费
注册费
预注册：4 月 30 日之前 正常注册：4 月 30 日之后
提交 1 篇论文的作者或参会者

3200 元

3400 元

(学生、CAA 和 IEEE 会员、
TCCT 委员）

3000 元

3200 元

提交 2 篇论文的作者或参会者

4000 元

4200 元

(学生、CAA 和 IEEE 会员、
TCCT 委员）

3800 元

4000 元

无论文的参会人员

2400 元

2600 元

(学生、CAA 和 IEEE 会员、
TCCT 委员）

2200 元

2400 元

旁听学生

—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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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元/人（包含：会议资料、胸牌等）
学生、CAA 会员、IEEE 会员、TCCT 委员：会务费 2400 元/人
学生旁听费：300 元/人（仅提供旁听证和会议程序册）
 会议现场缴费。
 已进行过网上注册并缴纳相关费用的参会者不需要进行现场缴费。
3、发票的开具及领取
 本次会议只开具会议费或会务费发票，如需特别的说明信息，请前往会议网站自行下载 PDF 说明文
件。
 网上注册的参会者如需开具发票，请在网上注册时在线填写好发票信息和邮寄信息，会务组将通过
邮寄方式送达发票，参会者将会提前收到发票。
 现场注册的参会者如需开具发票，会务组将在现场注册后 1-2 日内开具发票，由参会者在注册处领
取。
 网上注册缴费的参会者由武汉博创思达公关策划有限公司开具发票。
 现场注册缴费的参会者由会议举办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所在单位武汉东湖宾馆开具发票。

三、住宿预订与安排
1、 预订住宿
酒店预订系统开放时间安排：2018 年 5 月 10 日-25 日，优先对已注册参会者开放预订；2018 年 5 月
26 日及以后，对所有参会者开放预订。具体信息请关注酒店预订说明 http://ccc2018.cug.edu.cn/
本次会议提供东湖宾馆（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所在地）和携程协议酒店两种预订途径：
 预订东湖宾馆，进入东湖宾馆酒店预定系统，根据预订须知提示进行预订。
 预订携程协议酒店，进入会议订房系统中携程定制的 CCC2018 专属预订系统入口。携程预订酒店
不仅在价格上享有优惠，同时在酒店品质上，也有一定的保障。会议期间组委会提供从这些酒店到
会场的免费接送巴士，早晚定点定时接送。
2、 酒店安排
请访问 http://ccc2018.cug.edu.cn/hc_jdyjt.htm 并点击“酒店预订入口”查看会议指定酒店列表和预订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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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m，高 1.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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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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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及发票联系人：
电话：15926250581（09:00 - 22:00）

联系人：王芳

电话：027-87175128（办）18062520723

联系人：张静

住宿预定联系人：
电话：13545350430（09:00 - 22:00）

联系人：杨经理（携程）

电话：18040597696（09:00 - 22:00）

联系人：龚文芳

会务组联系人：
电话：18986108569

联系人：李儒胜

E-mail：ccc2018@cug.edu.cn

主办单位： 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2018 年 5 月 10 日

附件：交通线路
1. 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站，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光谷广场方向）上车，在洪山广场站下车，转乘轨道交通
4 号线（武汉火车站方向），在东亭站（A 口出）下车，步行或乘坐接送巴士，抵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2 小时（8 元左右）
路线 2：机场大巴一线+公交
从天河机场国际航站楼上车（机场大巴一线），在武珞路傅家坡客运站下车，步行 110 米，在武珞路十五
中乘坐 701 路上车，至环湖路东湖站下车，步行 280 米，抵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2 小时（10 元左右）
路线 3：出租车
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上车，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里程约 50 分钟（120 元左右）
2. 从武昌火车站东广场-东出站口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从武昌火车站轨道交通 4 号线（武汉火车站方向）上车，在东亭站（A 口出）下车，步行或乘坐接送巴士，
抵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48 分钟（4 元左右）
路线 2：公交车
从武昌火车站东广场东出站口步行 520 米，在武昌火车站综合体站乘坐 518 路(或 66 路、538 路)上车，在
武珞路大东门站下车，乘坐 701 路上车，在环湖路东湖站下车，步行 280 米，抵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1.5 小时（4 元左右）
路线 3：出租车
从武昌火车站东广场东出站口上车，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里程约 20 分钟（25 元左右）
3. 从汉口火车站南广场-南 2 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汉口火车站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在洪山广场站下车，转乘轨道交通 4 号线，在东亭站下车，步行或乘
坐接送巴士，抵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1.5 小时（4 元左右）
路线 2：公交车
从汉口火车站步行 350 米，乘坐 411 路上车，在东湖路省博物馆站下车，步行 930 米，抵达武汉东湖国
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1.5 小时（3 元左右）

路线 3：出租车
从汉口火车站南广场-南 2 出站口上车，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里程约 25 分钟（50 元左右）
4. 从武汉火车站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从武汉火车站轨道交通 4 号线（黄金口方向）上车，在东亭站（A 口出）下车，步行或乘坐接送巴士，抵
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1 小时（5 元左右）
路线 2：公交车
从武汉火车站步行 170 米，武汉火车站综合体站乘坐 392 路上车，在欢乐大道欢乐谷站下车，乘坐 810 路
上车，在东湖路省博物馆站下车，步行 960 米，抵达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里程约 1.5 小时（4 元左右）
路线 3：出租车
从武汉火车站上车，到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里程约 25 分钟（30 元左右）

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地铁交通路线图
路线 1：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2：武汉火车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3：汉口火车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4：武昌火车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