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协〔2017〕56 号

关于邀请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及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各
计划单列市、地级市教育局及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各有关学校（单
位）
：
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办“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以下简称年会）
。
本届年会以“国际教育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由“中
国国际教育论坛”、“中外院校合作项目洽谈”和“中国国际教育
展”三部分构成。年会将有 30 余个板块、50 余场活动同期举办，
预计吸引 3000 余人次参会，发言嘉宾达 300 余人。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自 2000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
功举办十七届。年会所拥有的学术研讨、政策咨询、信息交流、
项目洽谈、学生互动以及展览展示等多种功能和资源以及高水平
服务，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教育交流平台之一。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诚挚地邀请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各级学校、科研机构、教育服务机构、企业在内
的各界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参加本届年会，为推进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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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建言
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现就参加年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至 22 日（星期日）
会议内容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地址

10 月 19-21 日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10 月 21-22 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7 号

国际论坛
项目洽谈
国际教育展

二、费用与注册
详见附件 1。
三、其他
如需了解第十八届年会的更多情况和最新信息，请访问年会
官方网站：www.cacie.cn。
有关年会综合情况咨询，请 联系年会组委会 公共邮箱：
cacie@ceaie.edu.cn。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期待您的参与！
附件: 1.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注册事项说明
2.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个人会员管理办法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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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注册事项说明
一、费用与注册
1、食宿交通费：自理
2、年会注册方式：
（1）网上注册（7 月 14 日前享受提前注册优惠价格）
注册网址: www.cacie.cn
（2）现场注册（10 月 18 日 15:00 至 10 月 21 日 12:00）
3、年会注册费标准：
网上注册现场缴费
提前网上注册并汇款

网上注册并汇款

(截止至 2017 年 7 月 14 日）

（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 11 日）

或
现场注册缴费

会员

非会员

会员

非会员

（2017 年 10 月 18-21 日）

10 月 19-21 三日

2400 元

2800 元

2800 元

3200 元

3200 元

10 月 19 日 单日

1200 元

1600 元

1400 元

1800 元

1800 元

1400 元

1800 元

16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含招待会）

（含招待会）

（含招待会）

1400 元

1800 元

1800 元

10 月 20 日单日
10 月 21 日 单日

（含招待会） （含招待会）
1200 元

1600 元

发言嘉宾

免费

展商

免费

（1）以上费用不包含额外付费会议；
（2）团队（≥10 人）或合作伙伴参会人员按会员价标准收费
（现场注册除外）
；
（3）年会个人会员享受会员注册优惠价(详见年会注册费标准)；
非年会个人会员可以通过年会官网（www.cacie.cn）申请成为会员，
交纳会员费(300 元)后可享受会员注册优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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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当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理事成员享受
免注册费待遇（该优惠仅限理事本人享有，如请他人代为参会，参
会人员按年会正常注册缴费）；
（5）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参会人员（限已缴纳当
年度会费的单位）享受会员注册优惠价格。
4、第十八届年会注册费用说明：
（1）针对参会代表及发言嘉宾：
 全费参会代表及发言嘉宾可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论
坛（限受邀嘉宾、额外收费会议除外），单日参会代表限当
日参会；
 可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展；
 可参加第十八届中外院校合作项目洽谈（此费用不含展位
费）
；
 全费参会代表、10 月 20 日单日参会代表及发言嘉宾可参加
第十八届年会招待会(招待会将凭请柬入场)；
 可享受会议期间茶歇服务（单日参会代表限当日）；
 可享受会议期间工作午餐（单日参会代表限当日）；
 可免费领取一份会议资料；
 可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在年会官网(www.cacie.cn)免费
下载会议材料及相关视频；
 年会会员可在会员有效期内免费下载会议材料及相关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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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中国国际教育展及中外院校合作项目洽谈展商：
 可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论坛（限受邀嘉宾、额外收
费会议除外）；
 可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展；
 可参加第十八届中外院校合作项目洽谈（此费用不含展位
费）
；
 可参加第十八届年会全体大会及招待会（招待会将凭请柬
入场）。
5、第十八届年会注册费缴费方式：
（1）网上注册请使用电汇或支票付款，并在“汇款用途/附言”
中备注：年会注册费，汇款单位名称，姓名等详细信息。年会组
委会将开具“年会注册费”发票，发票抬头将与汇款单上“付款
方”一致，请务必使用对公账户汇款，如汇款从单位“零余额”
账户中付款，年会组委会开具发票时，发票抬头将按“汇款用途/
附言”中备注的汇款单位名称开具，请注明单位全称。
（2）现场注册接受银行卡和人民币现金，年会组委会将按照付款
人提供的信息开具“年会注册费”发票。
（3）请按以下账户信息进行汇款：
收款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银行账户：11001046500056017381
SWIFT CODE：PCBCCNBJB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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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60 号逸夫会议中心 100031

二、联系方式
有关费用付款事宜，请与财务基金部联系：
电 话：010-66416080转8007
邮 件：lvyanli@ceaie.edu.cn
联 系 人：吕燕莉

有关年会注册事宜，请与年会组委会联系：
电 话：010-66416080转8099、8001、8052
邮 件：cacie@ceaie.edu.cn
联 系 人：韩颖、刘禹廷、卜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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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个人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以下简称“年会”）是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 2000 年

起每年主办一届的中外教育界年度盛会，旨在推动中外教育交流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把握中外教育改革
与发展趋势，促进中外教育界交流与合作。
第二条

为联系服务广大教育国际交流工作者，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授权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组委会（以下简称“年

会组委会”）发展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个人会员（以下简称“年会个人会员”）。
第二章 会员条件
第三条

凡符合以下条件并履行相关义务的人员（包括学生），均有资格申请成为年会个人会员：

1. 遵守年会各项规定,维护年会合法权益；
2. 向年会组委会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和信息；
3. 积极参与年会并宣传年会各项活动；
4. 遵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 会员申请
第四条

年会个人会员申请程序：

第一步，在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官网（www.cacie.cn）注册年会个人会员；
第二步，
交纳会员费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 010-66411885，
或扫描汇款凭证并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cacie@ceaie.edu.cn;
第三步，年会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将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年会个人会员确认通知。
第五条

年会个人会员会费标准为 300 元/年。

收款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银行账户：11001046500056017381
地

址：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60 号逸夫会议中心 100031

汇款附言/备注：年会会员服务费，汇款单位名称，姓名
年会组委会将开具“年会会员服务费”发票，发票抬头将与汇款单上“付款方”一致,即个人汇款只能取得个人抬
头发票,如需单位报销,请使用对公账户汇款。
第六条

年会个人会员资格有效期：

1.对于本年度缴纳年会注册费全费者，自动视为年会个人会员，会员资格有效期自年会组委会审核通过起至本年度
12 月 31 日届满；
2. 对于本年度新申请年会个人会员者，会员资格有效期自年会组委会审核通过起至本年度 12 月 31 日届满；
【注】无论何时申请成为会员，会员资格有效期一律到本年度 12 月 31 日终止。
第四章 会员权益
第七条

年会个人会员可享有以下权益：

1.享受年会会员注册费优惠价格；
2.专享年会官网会员专属资料下载服务；
3.获取年会信息及新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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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会员资格确认之日起至有效期届满，获取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刊《国际教育交流》杂志（月刊或合刊）电
子版；
5.优先参加年会举办的其他活动。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年会个人会员如有违法行为或从事损害年会及其成员利益之活动，年会组委会有权终止其个人会员资格并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之权力。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年会组委会所有。

如有问题，请联系：
邮箱:

cacie@ceaie.edu.cn

电话: 010-6641 6080 ext. 8099、8001、8052
传真: 010-6641 1885
年会官网：www.cacie.cn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组委会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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