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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协〔2020〕65 号 
 

 

 
 
 

关于召开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九届年会的通知 

（第二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有关单位，中

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全体单位会员、各专业委员会、个人会员： 

2020 年 7 月，我国北斗三号建成开通，为全球提供服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快推进北斗应用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让关键领域先用起来，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优化提

升”、以及“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等系列指示精

神，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定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共同举办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九届年会，并同时召开中国卫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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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定位协会成立 25 周年纪念大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承办单位：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秘书处 

协办单位: 

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年会主题 

推进北斗应用  壮大新兴产业 

三、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22 日-24 日（22 日报到） 

报到地点：武汉市“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三层  

会议地点：武汉市“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三层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87 号 

四、会议日程 

9 月 22 日 15:00-17:0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企业家考察交流活动 

地点：从“武汉光谷会展中心酒店”出发至东湖开发区 

9 月 22 日 19:00-20:00（地点：三层大会议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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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理事会议（全体理事单位参加）、第

六届理事会党委会议。  

9 月 23 日全天（地点：三层大宴会厅） 

上午：开幕式。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协会领导讲话

或致辞；颁发 2020 年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2020 年卫星

导航定位创新应用奖、2020 年度优秀论文奖；有关企业、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相关合作项目签约；卫星导航领域杨

元喜院士作报告等。 

下午：中国卫星导航领域新技术及应用高端论坛 

由刘经南院士、李德仁院士、谭述森院士及专家、企业家

作报告，其报告是引领中国卫星导航领域新技术及应用的风向

标。 

晚上: 举行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成立 25 周年庆祝活动

—“武汉北斗夜”。表彰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25 周年卓越贡

献企业奖，卓越贡献个人奖、先进专业委员会、优秀单位会员；

颁发“北斗奖”，北斗创新创业青年奋斗奖、教学成果奖、优秀

博士论文奖、优秀硕士论文奖、北斗科普成果奖等。 

9 月 24 日全天 

上午：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创新应用领域专题分论坛 

北斗融合 5G 发展应用分论坛、北斗新产品研制与应用分

论坛、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创新与发展分论坛、推动北斗国际

化分论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论坛等 5 场分论坛及研讨会。 

下午：第二届“北斗定位越野”行业大赛（地点：武汉东湖

高新区光谷生物园，具体安排另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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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北斗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和颁奖。 

五、参会报名注册 

请登录官网 www.glac.org.cn，点击“卫星导航年会参会报名”

进行参会注册或扫描二维码进行参会注册。 

 

会议 

注册 

线上注册时间 会员 非会员 

9 月 21 日前 800 元 1500 元 

1. 参加 25 周年纪念册的单位免 2-3 人注册费。 

2. 为尽快开具发票，请参会代表于 9 月 21 日前汇款。协会收款后， 

开具“会议费”电子发票发至报名系统内预留的联系人电子邮箱。 

汇款方式 ： 

开户名称：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7111 0101 8260 0296 340 

用    途：会议费 

票据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财    务：姚  丹   满梅梅 

电    话：（010）68187080    13121788441 

                      

        

请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会 

参会报名咨询：潘玉洁 （010）88621068  18600551518 

白云芳 （010）88621068  1861168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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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全体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参会。

欢迎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社会团体

组织有关人员积极参会。 

本通知可从协会官网 http://www.glac.org.cn “通知公告” 

下载。 

 

附件: 1.住宿预订 

2.交通路线示意图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2020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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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宿预订 

 

1. 武汉光谷会展中心酒店（距离会展中心 100 米） 

450 元/间（含双早）  房间数量有限，订完为止。 

酒店订房电话：邹经理 186 16323079 （027）59336666-8 

2. 武汉光谷万豪酒店（距离会展中心 1.1 公里）  

650 元/豪华双人床（含双早）  700 元/豪华单人间（含早） 

酒店订房电话：杨迎 18171230306  

3. 纽宾凯光谷国际酒店（距离会展中心 800 米）  

349 元/间（含双早 酒店订房电话：李俊 13808671445  

4. 武汉二妃山庄酒店（距离会展中心 4 公里，定位越野场

地） 

商务 329 元/间（含双早） 湖景 349 元/间（含双早）  

酒店订房电话：范琳琳 15827482151  

5. 潮漫凯瑞酒店（距离会展中心 5.6 公里，交通方便）  

330 元/间（含早）  酒店订房电话：黄宇 15007113921  

6. 花山月酒店（距离会展中心 8 公里，提供大巴接送） 

350 元/间（含早）  酒店订房电话：曾涛 13871373740  

 

请参会代表自行预订酒店，价格供参考，以当日房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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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路线示意图 

 

一、 机场、火车站到会展中心示意图(参会代表自行前往) 

 

 

 

 

 

 

 

 

 

 

 

 

（一） 打车 

会展中心距离武汉天河机场 1 小时、距离汉口火车站 50

分钟、距离武昌火车站 40 分钟、距离武汉站 30 分钟车程。 

（二）地铁 

1．天河机场（地铁 2 号线）→光谷火车站（地铁 11 号线）

→ 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光谷六路地铁站 C2 出口） 

2.汉口火车站（地铁 2 号线）→ 光谷火车站（地铁 11 号线） 



—8— 

 

→ 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光谷六路地铁站 C2 出口） 

3.武昌火车站（地铁 4 号线）→ 洪山广场站（地铁 2 号线）

→ 光谷火车站（地铁 11 号线）→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光

谷六路地铁站 C2 出口） 

4.武汉火车站（地铁 4 号线）→ 洪山广场站（地铁 2 号线） 

→光谷火车站（地铁 11 号线）→ 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光

谷六路地铁站 C2 出口） 

二、周边酒店分布图 

                   

 

 

 

 

 

 

 

 

 

 

 

 

 

 

公开方式：公开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2020 年 9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