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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个体防护专业委员会文件 
 

职安健个委会［2015］12 号 

 

关于召开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个体防护专业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并征集论文的通知 
 

各位委员、会员、各会员单位、相关学术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相关院校、

科研院所专家、学者、职业安全健康科技工作者：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职业安全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

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积极探讨新形势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的新思路，

以宣贯新《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八

条规定》和《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为重点，进一步提高我国职业

安全健康学术水平，促进和发挥安全健康技术装备在使用过程中的保障作

用，遏制和消除有毒有害作业和职业病的发生，切实加强职业安全健康监

督管理，为保护劳动者安全健康的合法权益和促进职业安全健康形势持续

好转做出贡献。 

今年的年会定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在江苏昆山召开，会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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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会议地点: 

昆山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东路 388 号） 

会议安排： 

11 月 27 日上午会议报到，下午个体防护专业委员会会议； 

11 月 28 日举办“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高峰论坛”； 

11 月 29 日举办“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技术装备科普讲座”； 

11 月 28～30 日同期举办“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装备（昆山）展示会”。 

为提高和保证年会学术交流水平与质量，请各位会员、委员、专家、

学者、职业安全健康工作者围绕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当前的工作重点，高危

行业如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高处作业安全、用电作业安全、有毒有害作业安全、易燃易爆作业安全、

职业病危害防治等方面的热点和难点，突出重点，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

径和方法，如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解析与实践，作业环境的空气污染控

制技术及运用，作业场所通风、除尘设备的发展及应用，易燃易爆气体、

粉尘的防爆技术及运用，个体防护装备的发展及选用，个体防护技术装备

在应急救援中的运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与风险评估，国内外先进技术与

产品运用与借鉴，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责任，安全防护新技术、新产品介绍

等，积极提交论文并到会交流。 

    会前正式编辑发行《论文集》，请于 9月 20 日前将论文内容摘要和论

文全文的电子文档及《论文登记表》、《会议代表预报名表》、《大会报告候

选人推荐表》发至个委会秘书处电子信箱 arbeiter@126.com，发送后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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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告知我们，以免遗漏。 

    论文字数限 3000～5000 字以内。 

    请按科技论文撰写格式提交论文。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单

位名称、内容摘要（300 字以内）、关键词（3～8个）、引言或前言、正文、

结论、参考文献（请将文献内容标注详尽）。 

    论文请用 A4 纸 WORD 文档编排，题目 3 号宋体、加粗、居中、正文 5

号宋体，单倍行距。 

    论文经评审通过后予以录用，凡评选为优秀论文并到会发表论文者，

向作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联 系 人：王桂芬    021－33390352  13301811989 

          顾正言    021－33390499  13621815177 

传    真：021－33390359 

电子信箱：arbeiter@126.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91 号 706 室 

邮政编码：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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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学术年会 

会议代表预报名表 

 

 

 

 

 

 

 

 

 

 

 

 

 

 

 

 

 

姓  名  职务  民族  

手  机  职称  性别  

电子信箱  电话  邮编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是否提交论文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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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学术年会 

论文登记表 

 
 
 
 
 
 
 
 
 
 
 
 
 
 
 
 
 
 
 
 
 
 

姓  名  职务  民族  

手  机  职称  性别  

电子信箱  电话  邮编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论文题目  

是否参会 是□    否□ 是否演讲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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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学术年会 

大会报告人选推荐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手  机  

电  话  电子信箱  

专

家

信

息 

 

姓  名  职务  民族  

手  机  职称  性别  

电子信箱  电话  邮编  

报告题目  

专家简介：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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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高峰论坛 

暨 2015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防护装备（昆山）展示会 

方  案 

 

一、论坛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职业安全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

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积极探讨新形势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作的

新思路，以宣传新《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用人单位职业

病危害防治八条规定》和《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为重点，进一

步提高我国职业安全健康学术水平，促进和发挥安全健康技术装备在使

用过程中的保障作用，遏制和消除有毒有害作业和职业病的发生，切实

加强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为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的合法权益和促进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做出贡献。 

二、论坛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健康”为主题，为政

府主管部门，职业安全健康专家、学者，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人员创

建交流互动平台，共同探讨我国安全生产和职业安全健康工作存在的问

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活动安排 

（一）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高峰论坛 

（二）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技术装备科普讲座 

（三）2015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装备（昆山）展示会 

四、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高峰论坛时间/地点 

（一）论坛时间 



 

-2- 
 

2015 年 11 月 28 日（全天） 

（二）论坛地点 

昆山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 BC馆多功能会议室（地址：江苏省昆山市

前进东路 388 号） 

（三）论坛主要议题 

论坛将紧紧围绕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当前的工作重点，高危行业如危

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高处作

业安全、用电作业安全、有毒有害作业安全、易燃易爆作业安全、职业

病危害防治等方面的热点和难点，突出重点，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和方法，如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解析与实践，作业环境的空气污染控

制技术及运用，作业场所通风、除尘设备的发展及应用，易燃易爆气体、

粉尘的防爆技术及运用，个体防护装备的发展及选用，个体防护技术装

备在应急救援中的运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与风险评估，国内外先进技

术与产品运用与借鉴，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责任，安全防护新技术、新产

品介绍等方面。 

（四）论坛出席人员（拟邀） 

本次论坛拟以职业安全健康专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学者为主，

邀请政府及主管部门领导、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人员

等。论坛出席人数500人。 

五、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技术装备科普讲座 

（一）讲座时间 

2015 年 11 月 29 日（全天） 

（二）讲座地点 

昆山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 A 馆会议室、B 馆会议室（地址：江苏省

昆山市前进东路 3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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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座主题 

常见作业场所职业病分类与防治，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与正

确使用，个体防护技术装备在应急救援中的运用。 

（四）讲座出席人员（拟邀） 

职业安全健康教育专家主讲、企业技术交流、新产品发布、企业生

产主管负责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消防及环保负责人

到会听讲。 

六、2015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防护装备（昆山）展示会 

展出内容： 

职业安全健康防护装备、个体防护用品装备、工业环保技术与设备、

消防技术与装备。 

（一）展示时间 

2015 年 11 月 28-30 日（三天） 

（二）展示地点 

昆山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 A 馆（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东路 388

号） 

(三)展示观摩人员（拟邀）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职业安全健康专家、学者、协会和相关团体、

会员单位、防护装备经营生产单位及用户单位。 

期间确保每场（半天）参观人数达 5000 人次。 

七、职业安全健康与防护高峰论坛暨 2015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防护装备

（昆山）展示会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个体防护专业委员会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支持单位：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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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武汉） 

上海市劳动防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江苏省劳动防护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媒体支持：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网站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杂志社 

上海安全生产杂志社 

 

协办单位：江苏省纺织品经销行业协会劳保用品专业委员会 

          上海劳动保护用品行业协会 

          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昆山中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