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目标，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力量、资深的工程师为您服务。 CSA将帮助您在全球市场上通行无阻。 

 

 

 

 

为了方便与节约各位厂商的报道时间，您可以提前将会务费人民币980元/人至我司下列账号：  

收款人名称： 广东加华美认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广州高新支行 

收款人账号： 1209 0727 8410 701 

或 

燃气用具全球市场准入研讨会暨 CSA 客户年会 

 

作为最大的燃气用具生产国，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燃气用具及其部件生产商，出口数以百亿计的燃气产品.在过

去十数年中，中国燃气用具生产商不断做大，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工业化 4.0和互联网+趋势,做大的

同时,逐步做强,这是广大生产商的新挑战。CSA作为世界最著名燃气产品认证机构，在此召集广大燃气用具生产商、

分销商、零售商、测试机构、科研单位、设备制造单位、媒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研讨当下、共话未来。兹定于如下

时间、地点与参会人员，分享市场概况、研判技术及产品发展趋势、攻克技术壁垒，共同走向全球市场。 

 

为了提供更好的会议环境，吸纳更多相关与会人员，搭建亲和的交流平台，本次研讨会引入展览与赞助机制，详

见附录一和附录二。 

 

主要内容： 

 大会主议题（25日，主会场）: 

1. 北美户外产品市场趋势分析 

2. 新标准及标准更新发布 

3. 燃气用具全球一站式认证服务介绍 

4. 买家验货流程介绍 

5. 厂家经验分享 

 技术专题（26日，会场 A）:  

A1 - 燃烧器设计与选型 

A2 - 热负荷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A3 - 一氧化碳影响因素定性分析 

A4 - 热电偶基础及热电偶在选择与使用注意事项 

A5 - 点火系统分类及其选择 

A6 - 阀体与喷嘴匹配 

 非技术专题（26日，会场 B）:  

B1 - 澳洲最新法规与标准发布  

B2 - 取暖器产品市场细分 

B3 - 商用灶具 2015年市场预测 

B4 - 户内燃气用具市场介绍 

本次会议内容较多，专题研讨部分于 26日在 A、B两个会场同步进行，技术性专题在 A分会场，非技术专题在 B会场，

与会企业请合理安排参会人员及时间，并在参会回执中做出意向选择，便于我们协调会场。 

 

会议安排： 

时间：2015 年 06 月 25 日～06 月 27 日    地点：长沙     费用：人民币 980/人（含材料费,餐费,团体活动费） 



 

您的目标，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力量、资深的工程师为您服务。 CSA将帮助您在全球市场上通行无阻。 

收款人名称： 广东加华美认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田林支行  

收款人账号： 1219 0870 5510 202  

 

请您在汇款时备注此笔款用途为“燃气具研讨会会务费”。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传真或E-mail 给我们，以方便我

司安排会议等。请尽量在6月19日之前汇款。谢谢！ 

 

CSA 全体同仁将和您一起面对各种技术标准，帮助您的产品达到全球准入要求，在各大洲市场上畅通无阻。如您需要报名，

烦请 6 月 19 日之前填妥下列回执： 

公   司：  

姓 名 职 位 手 机 E-mail 
感兴趣的主题（请勾选主体代码，主题内容见

“主要内容部分”）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如您有疑问，可以随时联络以下人员： 

 曾庆兴 先生 电 话：020-8732 8511  手机：18620260118 邮箱：ken.zeng@csagroup.org 

 罗嘉伟 先生 电 话：020-8732 0648  手机：13430211320 邮箱：gary.luo@csagroup.org 

 何辉凡 小姐 电 话：020-8732 7486   手机：13560377284 邮箱：elva.he@csagroup.org 

传真号码：020-87327902 

 杜文浩 先生 电 话：021-3368 8282-630 手机：13918288281 邮箱：gene.du@csagroup.org 

 朱连城 小姐 电 话：021-3368 8282-187 手机：13816099813 邮箱：shirley.zhu@csagroup.org 

传真号码：021-3368 8122 

mailto:ken.zeng@csagroup.org
mailto:gary.luo@csagroup.org
mailto:elva.he@csagroup.org
mailto:gene.du@csagroup.org
mailto:nina.chen@csagroup.org


 

您的目标，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力量、资深的工程师为您服务。 CSA将帮助您在全球市场上通行无阻。 

附录一 

关于本次会议赞助的说明: 

1、 目的：吸纳更多的与会人员，集思广益，共同探讨行业未来；创造舒适、开放的会议环境，提供更多的交流场所；

展示企业最新面貌，树立行业标杆。 

2、 赞助金额：RMB10,000 的现金或实物。 

3、 赞助商礼遇： 

a) 年会现场、晚会等活动显著位置体现企业名称或 LOGO。 

b) 年会宣传及活动资料摆放（如海报、手提袋） 

c) 会场摆放宣传资料，包括易拉宝、宣传册等。 

d) 会议 10 分钟发言或晚宴 5 分钟发言。 

e) 免赞助企业 2 名与会代表会务费。 

f) 免费获得展位 1 个。 

4、 实物赞助规定： 

a) 手提袋中放入带有企业标志的纪念品。（限额 1 家） 

b) 5 份左右晚宴抽奖，用于晚会抽奖，礼品上或礼品包装上需要有 CSA 和赞助企业信息。赞助企业名额限 1

家。 

c) 会场费用承担，企业赞助本次会议会场费用。赞助企业名额限 1 家。 

5、 意向企业请与下列人员联系 

a) 曾庆兴 先生 电 话：020-8732 8511  手机：18620260118 邮箱：ken.zeng@csagroup.org 

b) 杜文浩 先生 电 话：021-3368 8282-630 手机：13918288281 邮箱：gene.du@csagroup.org 

mailto:ken.zeng@csagroup.org
mailto:gene.du@csagroup.org


 

您的目标，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力量、资深的工程师为您服务。 CSA将帮助您在全球市场上通行无阻。 

附录二 

关于本次会议参展须知: 

1、 具体安排 

此次年会期间为广大厂家提供展示机会，参展范围主要以燃气具各零部件及生产及检测仪器设备为主，产品由企

业参会人员自行带到会场，主办方统一制作各企业或产品介绍 

2、 展会收费标准 

每个参展企业展示费 5000 元（赞助企业免费）。其中包括展台布置费、背景 KD 板制作喷绘费等。其他宣传资料

企业自行提供。参展费用请提前汇款。 

参展企业可免除 1 位参会人员会务费用。 

3、 制作要求 

研讨会组委会为参展企业制作宣传用 KD 板喷绘广告（展位正面一块），内容由企业提供。需要企业按如下要求提

供文件： 

a) 要求企业将图文内容制作成(宽 0.8 米，高 1.2 米)后缀为.ai 文件格式；分辨率要最低在 72 点以上。 

b) 要求参展企业于 6 月 19 日以前务必将文件以邮件或其他网络途径传至组委会。如有逾期迟误的企业，请提前

通知，方便我们制作。 

展会会场可以摆放易拉宝，企业可以自行携带。如需组委会协助制作，也请一并回执说明。 

4、 展会事宜联系方式： 

罗嘉伟 先生 电 话：020-8732 0648  手机：13430211320 邮箱：gary.luo@csagroup.org 

朱连城 小姐 电 话：021-3368 8282-187 手机：13816099813 邮箱：shirley.zhu@csagroup.org 

 

 

 

mailto:gary.luo@csagro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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