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届中国控制会议
会议通知
第 38 届中国控制会议（CCC2019）将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7 月 30 日在广东广州举办。中国控制会议由中
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TC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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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论坛、会前专题讲座、分组报告和张贴论文等形式进行交流。会议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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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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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27 日-7 月 30 日
会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报到时间：2019 年 7 月 27 日-7 月 28 日
报到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会前专题讲座（免费）：2019 年 7 月 27 日（09:00-12:00,13:30-16:30）广东工业大学

二、会议注册：
会议收取注册费，提供网上注册和现场注册两种方式。缴费标准详情请见附件 1 说明。

二、 住宿预订与交通：




会议提供住宿预订服务，住宿预订事宜详情请见附件 1 说明。
会场交通路线详情请见附件 2 说明。
会议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我们诚挚邀请您共赴学术交流盛会、共享学术创新成果。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真
诚期待您的到来！

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020) 39322470、18022395300

E-mail: ccc2019@gdut.edu.cn

主办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
中国自动化学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
2019 年 4 月 17 日

附件 1：会议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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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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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CAA 和 IEEE 会员、
TCCT 委员）

3400 元
（3200 元）

3600 元
（3400 元）

提交 2 篇论文的作者或参会者
(学生、CAA 和 IEEE 会员、
TCCT 委员）

4400 元
（4200 元）

4600 元
（4400 元）

无论文的参会人员
(学生、CAA 和 IEEE 会员、
TCCT 委员）

2400 元
（2200 元）

2600 元
（2400 元）

旁听学生

—

300 元

2. 现场注册
普通代表：会务费 2600 元/人（包含：会议资料、胸牌、餐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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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旁听证和会议程序册，不提供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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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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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发票由广州轻思纬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开具。

二、 住宿预订与安排
酒店预订服务已于四月底上线，可通过投稿系统进入酒店预订链接，酒店信息详见预订系统及大会网
站 http://www.ccc2019.cn/Venue_Hotel_and_Transportation.html。会议期间交通接送信息将稍后发布，请留
意大会网站及公众号信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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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信息
住宿预定咨询：
电话：15017550174

联系人：何锦盛

电话：(020) 39322470（办）
注册费及发票联系人：
电话：17101850019

联系人：欧雪莹

电话：(020) 39322470（办）
会务组联系人：
电话：18022395300
电话：(020) 39322470（办）
E-mail：ccc2019@gdut.edu.cn

联系人：李攀硕

附件 2：交通路线 1：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1 号/2 号航站楼）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28.4 公里）
路线 1：地铁
(1) 从机场南（1 号航站楼）地铁站，乘坐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坐 4 站）到地铁嘉禾望岗站，转乘地

铁二号线（坐 4 站）到地铁白云文化广场站 B 出入口下，步行 591 米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39 分钟）
(2) 从机场北（2 号航站楼）地铁站（B 口），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坐 5 站）到地铁嘉禾望岗站，
转乘地铁二号线（坐 4 站）到地铁白云文化广场站 B 出入口下，步行 591 米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45 分钟）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上车，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95 元）
2.

广州南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31 公里）
路线 1：地铁
从地铁广州南站 H 出入口，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19 站）到地铁白云文化广场站 B 出入口下，步行 591 米

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50 分钟）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南站上车，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全程约 60 分钟（费用约 105 元）
3.

广州火车东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8.7 公里）
路线 1：地铁
(1) 从地铁广州东站（G 口进站），乘坐地铁三号线机场北方向（坐 7 站）到地铁嘉禾望岗站，转乘地铁

二号线（坐 4 站）到地铁白云文化广场站 B 出入口下，步行 591 米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38 分钟）
(2) 从地铁广州东站（G 口进站），乘坐地铁一号线（坐 7 站）到公元前站，转乘地铁二号线（坐 7 站）
到地铁白云文化广场 B 出入口下，步行 591 米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40 分钟）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火车东站上车，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全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40 元）
4.

广州火车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6.7 公里）
路线 1：地铁
从广州火车站（D1 口进站），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4 站）到地铁白云文化广场站 B 出入口下，步行 591

米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23 分钟）
路线 2：公交车

从广州火车站总站，乘坐 529 路（坐 8 站）到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站 1 下，步行 214 米即可抵达目的地。（约
45 分钟）
路线 3：出租车
从广州火车站上车，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下车。
全程约 20 分钟（费用约 35 元）

附件 3：交通路线 2：广东工业大学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1 号/2 号航站楼）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58.3 公里）
路线 1：地铁
（1）从机场南(1 号航站楼)地铁站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坐 13 站）到体育西路站，转乘地铁 3 号线（坐
3 站）到客村站，转乘地铁 8 号线（坐 5 站）到万胜围站，转乘地铁 4 号线（坐 3 站）到大学城南站 （B 口出）
下车，步行 1.5 公里到达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约 1 小时 46 分）
（2）从机场北（2 号航站楼）地铁站（B 口），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坐 13 站）到体育西路站，转乘
地铁 3 号线（坐 3 站）到客村站，转乘地铁 8 号线（坐 5 站）到万胜围站，转乘地铁 4 号线（坐 3 站）到大学
城南站 （B 口出） 下车，步行 1.5 公里到达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约 2 小时）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上车，到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下车。
全程约 1 小时 2 分（费用约 200 元）
2. 广州南站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28 公里）
路线 1：地铁
从广州南站上车乘坐地铁 7 号线（坐 8 站）到大学城南站 （B 口出）下车，步行 1.5 公里到达广东工业大
学（大学城校区）正门（约 55 分钟）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南站上车，到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下车。
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88 元）
3. 广州火车东站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23 公里）
路线 1：地铁
（1）从广州东站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坐 2 站）到到体育西路站，转乘地铁 3 号线（坐 3 站）到客村
站，转乘地铁 8 号线（坐 5 站）到万胜围站，转乘地铁 4 号线（坐 3 站）到大学城南站 （B 口出） 下车，步
行 1.5 公里到达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约 1 小时）
（2）广州东站上车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 （坐 2 站） 体育西路站下车，换乘地铁 3 号线（坐 1 站）到珠
江新城站，换乘地铁 5 号线（坐 5 站）车陂南站 下车，换乘地铁 4 号线 （坐 4 站）大学城南站 （B 口出） 下
车，步行 1.5 公里到达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约 1 小时）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火车东站上车，到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下车。

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68 元）
4.

广州火车站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6.7 公里）
路线 1：地铁
从广州火车站（D1 口进站）上车，乘坐地铁 5 号线 （坐 12 站）到车陂南站下车，换乘地铁 4 号线 （坐

4 站）到大学城南站 （B 口出） 下车，步行 1.5 公里到达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 （约 1 小时 12
分钟）
路线 2：出租车
从广州火车站上车，到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正门下车。
全程约 50 分钟（费用约 93 元）
（广州地铁线网示意图见附图）

广州地铁线网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