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届中国控制会议
会议通知
第 36 届中国控制会议将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7 月 28 日在大连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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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6 日－7 月 28 日
2、会议地点：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3、报到时间：2017 年 7 月 25－26 日
4、报到地点：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5、会前专题讲座（免费）
：7 月 25 日（8:00-12:10, 13:30-17:40）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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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2017“会议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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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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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元/人（包含：会议资料、胸牌、餐票
等）
学生旁听费：300 元/人（旁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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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不需要进行现场缴费。
3、发票领取（重要！
）

 由于现场领取发票工作压力极大，为了节省您的宝贵时间，请于 5 月 31 日之前在网站填写
发票信息，具体填写方法如下：通过您的 PIN 和密码登录论文系统  CCC2017“会议注册” 

“我需要注册费发票”  填写发票信息  如您无需邮寄请不要勾选邮寄选项。

三、住宿预订与安排
酒店预订即将开始，为切实保证全体代表在会期的住宿和顺利返程，敬请各位代表及时登陆
CCC2017 会议官方网站预订酒店。房间预订成功后，会务组将通过邮件将预订确认信息反馈给预订
人。酒店预订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5 日。
1、 预订住宿
参会人员需通过 CCC2017 会议官方网站“酒店预订”部分的提示，预订会议协议酒店。
2、 酒店安排 (具体价格和房型以会议官方网站内标价为准)
大会指定酒店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距离会场

大连万达希尔顿酒店

标准大床/双床房

人民币 850 元/间.晚（含早）

0.1 公里

豪华大床/双床房

人民币 650 元/间.晚

（西楼）

（含单早，加一早 50 元）

豪华大床/双床房

人民币 550 元/间.晚

（东楼）

（含单早，加一早 50 元）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

大连雅乐轩酒店

大连良运大酒店
大连文园大酒店

豪华大床/双床房

（含单早，加一早 50 元）

标准大床/双床房

人民币 460 元/间.晚（含早）

豪华单人间

人民币 580 元/间.晚（含早）

商务单人间

人民币 600 元/间.晚（含早）

标准大床/双床房

人民币 517 元/间.晚（含早）

商务单人房
大连心悦大酒店

人民币 598 元/间.晚

商务双人房
行政单人房

2.1 公里

2.7 公里

人民币 368 元/间.晚
（含单早，加一早 40 元）
人民币 398 元/间.晚（含早）
人民币 500 元/间.晚

四星
1.34 公里

（含单早, 加一早 40 元）

大连海尊智选假日酒店

标准大床/双人房

人民币 538 元/间.晚（含早）

3.20 公里

大连香洲大饭店

标准大床/双人房

人民币 480 元/间.晚（含早）

5.50 公里

标准大床房

人民币 360 元/间.晚（含早）

标准双人房

人民币 380 元/间.晚（含早）

标准大床房

人民币 358 元/间.晚（含早）

高级双床房

人民币 418 元/间.晚（含早）

豪华大床房

人民币 438 元/间.晚（含早）

标准大床/双人房

人民币 448 元/间.晚（含早）

大连联惠居家主题酒店

标准大床房

人民币 318 元/间.晚（含早）

（大连港湾广场店）

标准双人房

人民币 338 元/间.晚（含早）

标准大床/双床房

人民币 349 元/间.晚（含早）

全季酒店（大连人民路
店）

宜必思酒店（中山广场
店）

准五星

1.30 公里

人民币 500 元/间.晚（含早）

大连凯丽佳国际酒店

五星

1.29 公里

行政双人房

大连金佰家国际酒店

星级

1.31 公里

1.48 公里

商务

2.40 公里
1.18 公里

快捷

2.80 公里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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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84706002 转 2609
联系人：连捷

E-mail：CCC_REGISTER@dlut.edu.cn

住宿预定联系人：
电话：13009444681
联系人：刘颖

E-mail：CCC_ACCOMODATION@dlut.edu.cn

会务组联系人：
电话：15640893764
联系人：吕政

E-mail：ccc2017@dl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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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大连汇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2 日

附件：交通线路
1. 从周水子机场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步行 770 米→地铁 2 号线（会议中心方向）
，机场站上地铁→会议中心站（D 出口）→步行 880 米至会议
中心。
路线 2：公交车
步行 510 米→710 路公交，机场站上车→港湾桥下车→步行 1.4 公里至会议中心。
路线 3：乘出租车
路程约 14.7 公里（正常 30 分钟左右，约 34 元）。
2. 大连火车北站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地铁 1 号线（会展中心方向）大连北站上地铁→西安路站下地铁→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会议中心方
向）西安路站上地铁→会议中心站（D 出口）下地铁会议中心站（D 出口）下地铁→步行 880 米至会议
中心。
路线 2：公交车
步行 310 米→大连北站南广场站上车（2001 路/909 路）→大连火车站下车→步行 280 米→大连火车站上
车（13 路）→港兴路站下车→步行 120 米至会议中心。
路线 3：乘出租车
路程约 19.1 公里（正常 30 分钟左右，约 43 元）。
3. 大连站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地铁
步行 600 米→地铁 2 号线（会议中心方向）
，友好广场站上地铁→会议中心站（D 出口）下地铁→步行
880 米至会议中心。
路线 2：公交车
步行 540 米→大连火车站上车（13 路）→港兴路站下车→步行 120 米至会议中心。
路线 3：乘出租车
路程约 4.0 公里（正常 17 分钟左右，约 12 元）
。
4. 大连港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路线 1：公交车
步行 390 米→港湾桥站上车（13 路）→港兴路站下车→步行 120 米至会议中心。
路线 2：乘出租车
路程约 1.4 公里（正常 10 分钟左右，约 10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