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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承会 术造不凡
Arranging conference with great virtue

Remarkable for academic attai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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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
用质量   会集学术的能量

PART ONE
第一部分



从2009年的应运而生，到如今的行业引领，亚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服务高质量学术会议、会展的专业实力与初

心，开拓进取，不断发展壮大，现旗下拥有亚昂学术会议有限公司、宗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并在上海和武汉设立分公

司，多家公司齐头并进。

十年风雨，岁月熔金。我们服务于国内外知名大学、学会、学术机构等，通过助力学术会议，见证国际学术发展。 

我们已累计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协助举办了超过2000场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内容涵盖信息管理、人工智能、自动化

与控制工程、大数据、生物、化学、土木工程、通信网络、经济与管理、教育与人文社科、电子电气工程、能源、环

境、材料、制造等各大专业领域；其中部分会议论文集由IEEE、SPIE、ELSEVIER、ACM、SPRINGER等国际知名

机构出版，论文提交CPCI、SCOPUS、EI  COMPENDEX、INSPEC等国际一流数据库检索；公司还与各领域知名

SCI检索期刊有着密切合作。

03/04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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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亚昂会【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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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秉承为高校、学会、学术机构等提供高质量的会议解决方案和一揽子的会务服务的宗

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指哪打哪儿的一般会务公司，我们致力于发挥专业实力，根据相关的国际

惯例和国际标准，努力站在主办机构位置思考问题，既能想主办方之所想、急主办方之所急，当

好主办方的执行者；又能想主办方之未曾想，接受咨询和提供建议，当好主办方的智囊团。

我们以主办方的角度，配合参与策划和执行会议，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会议主办方投入的时

间、精力、人力和成本，让会议的举办变得简单，让会议的参与更加便捷，让会议的影响力更加

广泛和持久。

公司精英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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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一百余人的会议秘书团队，团队成员具备学术会议投稿、审稿、录用、报告、出版、检索等专业知识，

具备良好的的英语表达能力。

每一位会议秘书都能独立地提供以下服务：

业务范围
BUSINESS SCOPE

十年磨一剑，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逐渐成熟，不断加强对学术会议的认知。在每年数百场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中形成的服务

管理经验与实力，让我们拥有了一整套专业化、精准化、深度化的会议服务体系。我们提供会议策划、会前预算、会中服务、会议现

场管理及会后财务报告整理等服务，您可根据会议需求选择单项、多项或者全部（外包）服务。

/ 基础服务

与 四海会【      】

�对外中英文咨询服务

�编排论文格式

�管理会议现场

�发布会议宣传册、各平台媒体宣传 �发布会议日程

�处理投稿、沟通审稿、发布会议录用通知和指导参会注册

�准备会议现场材料

�出具完整的会议报告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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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秘书服务——专业，为您省心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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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学术会议的特点，我们自主研发了中英文双语会议系统“iConf”，具有收稿、审稿、注

册、缴费等功能，同时也可根据会议情况采用其他国际通用的系统。

提供的IT支持包括：

�参与人员登记 / 支付系统 �投稿 / 管理 / 同业互查系统

�网站设计、开发、维护 �会议专属域名、邮箱申请与维护

�数据分析

亚昂学术拥有自己的学术会议发布和宣传平台，同时掌握国际上20多个通用学术会议宣传平台，数十

万已参会者信息，我们能最大可能的保证会议的曝光度和国际化水平。

服务项目包含：

网络及社会多媒体推广 新媒体宣传运营

合作高校校园推广 往届相关领域参会者定向宣传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we hav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conference system "iConf�"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unctions of receiving, reviewing, registering and paying fee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adopt other international common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conference situation. The IT 

support provided includes:

Aang Academic has its own platform for publishing and publicizing academic con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mastered more than 20 universal platforms for publicizing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the world 

and has information o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We can ensure the exposur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nferenc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                                           】IT 支持——技术，为您保驾护航

【                                                     】会议推广——传播，让学术信息通达四方

我们拥有一百余人的会议秘书团队，团队成员具备学术会议投稿、审稿、录用、报告、出版、检索等专业知识，具备

良好的的英语表达能力。

每一位会议秘书都能独立地提供以下服务：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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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公司从现场会议转为网络视频会议，以此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

亚昂学术拥有专业的团队，无论是网络会议的筹备、设备的测试、日程的安排，还是和大会报告专家、普通参会作者的沟

通，团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能确保会议的正常召开，并且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与支持，让参会者获得与真实会议十

分接近的体验。

我们有优质稳定的材料供应商及长期合作的会场资源，能有效地节约会议成本，同时能提供国内外便捷的收

付款平台，接受多种货币支付，开具符合国际惯例和国内制度的收据、发票、注册证明、会议通知等，为参会者

报销提供了便捷，解决了高校和学会办会费用收入支出流程繁杂、审批困难、耗时长等问题。

Under the complex and severe situ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the company changed the meeting from on-

site to online video conference to effectively reduce personnel gathering and block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ang Academic has a professional team, which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online conferences, 

equipment testing, schedule arran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conference reporting experts and ordinary participating 

authors. We can ensure the normal convening of the meeting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upport so that 

the participants can get a very close experience to the real meeting.

We have high-quality and stable material suppliers and long-term cooperative venue resourc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save conference cost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provide a convenient collection and payment 

platform at home and abroad, accept payment in various currencies, issue receipts, invoice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conference notices, etc. tha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domestic systems,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participants to reimburs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mplicat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process, difficult approval, long time consumption, etc. of the conference expenses of the society and 

universities.

【                                                  】网络会议——平台，让与会者风雨无阻

【                                                    】财务优化及便利——政通，助您全程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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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场地及布置现场

会议整体形象设计包装

安排考察、学术参观等

规划及配置舞美、灯光、视听器材等

嘉宾行程安排（机票、住宿、地面交通等）

定制采购会议专属纪念品

会后服务

我们还可根据合作伙伴的需求，个性化定制并提供学术会议相关的其他服务。

We can also customize and provide other services related to academic 

con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our partners.

后勤服务——配套，与您相伴始终【                                           】

【                                            】其他服务——多元，为您竭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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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机构已存在的学术会议，我们可以提供一体化的外包

解决方案。从学术会议的筹备开始，到网站设计、建立，会中稿件

处理，会议现场管理，会后财务结算、参会者跟踪服务调查，亚昂

都将全程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举办学术会议变得轻松无忧。

/ 会议外包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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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cademic conferences that already exist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we can provide integrated outsourcing solu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the 

website design, the financial settlement after the conference, and 

the participant tracking service survey, Aang will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service throughout, making it easy to hold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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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承办、联合举办学术会议

作为各大高校，学术机构等长期指定的会议服务机构，我们竭诚为会议提供一站式服务，负

责大会筹备、召开及会后等各阶段的会务组织、筹备、及相关技术支持工作，协助主办方成功举

办会议。

协助主办方成功举办会议的同时，我们也将协助主办方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更多高校、学术机

构联合承办会议，邀请更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来访，参与交流，扩大会议的影响力。

同时我们熟知并有能力分析研判主流国际学术机构会议举办规律、会议标准、竞标规则，可

以组织相关单位参与竞标本领域知名会议来本地举办，提高会议主办及联办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Academic institutions need to hold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order to attract 

scholars to visit and exchange and improve their academic influence. However, 

they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of time and manpower as well as uncertainties in 

meeting expectations. Aang has had many years of stable and successful 

cooperation with well-know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accumulated a large amount of mature conference resources, which can help 

you to host or jointly hold high-quality mature conferences with a certain scale 

and history. In addition, Aang Academy is familiar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IEEE, SPIE, ACM and other academic institution meetings, which can help you 

apply for such influential meetings and ensure the smooth convening of the 

meetings.

特色服务

Arranging conference with great virtue

Remarkable for academic attainments



19/20

厚/德/承/会 术/造/不/凡

/新会发起和策划

只是一个想法也可以轻松实现，亚昂亦能协助您发起新的学术会议。

通过行业研究和调查协助拟定会议主题

协助建立委员会并招募新成员

协助邀请国际知名行业专家学者做大会报告

联系出版社申请会议论文集、期刊出版

协助参与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主办、承办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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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PART TWO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用高度   会务学术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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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盟 群雄会【      】

Arranging conference with great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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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共谋发展、互惠互利的原则，我们积极走出去，引进来。

凭借自身魅力赢得了各行各界的支持，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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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AKERS

集 英才会【      】

主旨报告专家

Ramesh K. Agarw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USA

AAAS Fellow, AIAA Fellow, APS Fellow, 
ASME Fellow, ASEE Fellow

ICMSET 2018-Keynote Speaker

Hai J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IEEE Fellow, CCF Fellow, 
Changji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CMLC 2020-Keynote Speaker

Zhizhang (David) Chen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Fuzhou University, China

IEEE Fellow, Fellow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REPE 2019-Keynote Speaker

Tianyou Chai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EEE Fellow, IFAC Fellow

ICoIAS 2018-Keynote Speaker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China

Chennupati Jagadish

OGC 2019-Keynote Speak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President of IEEE Photonics Society. 
(2018, 2019)

Ming Liu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of the CAS, 
China

APCCAS 2018-Keynote Speaker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EEE Fellow

Shuzhi Sam Ge

ICCRE 2017-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IET Fellow, IFAC Fellow, 
IES Fello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ssaf Schuster

ICMLC 2020-Keynote Speaker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rael

IEEE Fellow, ACM Fellow

Bing Liu

ICCCBDA 2020-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ACM Fellow, AAAI Fellow 

Michael Pecht

ICPES 2018-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IEEE Fellow, ASME Fellow, 
SAE Fellow, IMAPS Fellow

C. L. Philip Chen

ICEBI 2020-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Macau, China

IEEE Fellow, CAA Fellow, HKIE Fellow

Arranging conference with great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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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Ting Zhang

ICBBS 2019-Keynote Speaker

IAMBE Fellow, IEEE Fellow, 
AIMBE Fellow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S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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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Wang

ICSIP 2018-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Fellow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Xu Le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ICMLC 2020-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IAPR Fellow

Zhe Chen

AEEES 2020-Keynote Speaker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IEEE Fellow

Eiji Oki

ICET 2019-Keynote Speaker

Kyoto University, Japan

IEEE Fellow, IEICE Fellow

Koichi Asatani

ICCT 2017-Keynote Speaker

Kogakuin University, Japan

IEEE Fellow, IEICE Fellow

Juin J. Liou 

ICCSD 2019-Keynote Speaker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na

IEEE Fellow, IET Fellow

Wuqiang Yang

EEET 2019-Keynote Speaker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IEEE Fellow, IET Fellow

Robert Minasian

ICSPS 2018-2020-Keynote Speaker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IEEE Fellow, OSA Fellow

Akihiko Sugiyama

ICIET 2020-Keynote Speaker

Yahoo Japan Corporation, Japan

IEEE Fellow

Ponnuthurai Nagaratnam Sugantha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ICCIA 2020 -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IEEE Fellow

Guohong Cao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ICCC 2019-Keynote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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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PR 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Yiu-ming Ch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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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Hin-Kwok TSA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ICCC 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Ke Wu

ICCC 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Polytechnique Montreal, Canada

Wei Ren

ICMRA 2018-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IEEE Fellow

Jong-Ho Lee

ICCSD 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Maria Pia Fanti

RCAE 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Polytechnic of Bari, Italy

Ferial El-Hawary

IEEE Fellow

ICCAR 2017-Keynote Speaker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Xi Zhang

ICCSN 2020-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Texas A&M University, USA

Angrisani Leopoldo

IEEE Fellow

WCCCT 2020-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Napoli Federico II, Italy

Shahram Latifi

IEEE Fellow

ICSTE 2015-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Nevada, USA

Tanveer Syeda-Mahmood

IEEE Fellow

ICBDC 2019-Keynote Speaker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Baochun Li

IEEE Fellow

ICCT 2019-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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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King

ICSCA 2020-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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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Mozar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GDUT Dynexsys, Australia

IEEE Fellow

ICCSS 2018-Keynote Speaker

Xianbin Wang

IEEE Fellow

ICTC 2020-Keynote Speaker

Western University, Canada

Mounir Ghogho

IEEE Fellow

ICFSP 2017-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Leeds, UK

Rajkumar Buyya

IEEE Fellow

ICSIM2019-Keynote Speaker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Ian Walker

ICMRE2017,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Clemson University, USA

Pasquale Dapont

IEEE Fellow

ICMAE2019-Keynote Speaker Speaker

University of Sannio, Italy

Changsheng Xu

ICBDC2020-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Erchin Serpedin

ICDSP2018-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Texas A&M University, USA

James T. Kwok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MLMI 2018-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Yutaka Ishibashi

ICCET2019-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Nago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

Saad Mekhilef

ICEES2017-2019-Keynote Speaker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IEEE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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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ziano Chesi

ICISS 2020-Keynote Speaker

IEEE Fello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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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DISPLAY

会【      】智 盛视

期刊展示

学术机构有需要举办学术会议以达到吸引学者来访交流，提高机构学术影响力的目

标，但又面临时间和人力的困境以及会议预期的不确定性。亚昂与国内外各大知名高校

及学会有多年稳定、愉快的合作，积累了大量的成熟会议资源，可协助您承办或联合举

办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优质成熟会议。此外，亚昂学术熟知IEEE、SPIE、 ACM等学

会机构会议的申报流程，能协助您申请此类影响力大的会议并保证会议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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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PART THREE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用脚步   会盟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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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CASES

会【      】典藏例

会议案例

/ 例“会”典藏

【                  】�主题丰富 【                  】�覆盖全球 【                  】�系列会议

�详细案例

ISGT 2019

2019 the 9th IEEE PES Innovative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 Asia

会议：2019亚洲智能电网创新国际会议

时间：2019年5月21-24日

地点：中国 四川 成都

主办单位：IEEE PES

承办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南瑞集团，奥尔堡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

中国测量技术研究院

亚洲智能电网创新国际会议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旗下的旗

舰级会议，该会议是智能电网领域最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分为亚洲、北

美、欧洲等区每年举办，致力于研讨智能电网关键技术，已成为智能电网技

术领域的重要论坛。本次会议受到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人民网、中

国网等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本次大会收到1200余份论文投稿，共有来自德国、美国、丹麦、比利

时、印度等30个国家800余名电力与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围绕“智

能电网连接未来”的主题，交流学术思想、分享学术成果，促进全球智能电

网发展。大会主席、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黄琦主持开

幕 式 。 开 幕 式 上 ， IEEE电 力 与 能 源 协 会 主 席 沙 义 夫 · 拉 赫 曼 (Saifur 

Rahman)致辞，对学会、大会历史进行介绍。IEEE电力与能源协会中国区

电力系统测量与仪器技术委员会(PSIMC)成立仪式在开幕式上举行。该专委

会是IEEE PES China常设委员会之一，旨在建成电测仪表领域国际化产学研

合作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和交流平台，集科研、技术创新、工业实践为一体

的信息互通平台。

会议期间举办了5场主题研讨、11场特邀报告，分为21个专题方向，设

置45个分会场，完成了789个学术报告。会议还设置了海报竞赛、智能电网

高端设备展示会、进一步促进电测仪表领域国际化产学研合作平台、成果转

化平台和交流平台的搭建，打造集科研、技术创新、工业实践为一体的信息

互通平台。

亚昂全面负责了本次会议方面的相关组织工作，从会议前期的：计划，

预算，网站，宣传等工作，到会议中期的：参会者联络，稿件收集整理，注

册缴费，会议资料设计制作等，以及会议期间的：现场组织管理工作，志愿

者培训管理，专家接待，财务等工作，全程负责并与主办方负责人，组委会

成员等积极沟通配合，严格按照主办方提出的各项标准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保质保量完成，为本次大会的顺利举行保驾护航。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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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Young Academic Conferen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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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C 系列会议

Optoelectronics Global Conference

会议：全球光电大会系列会议

历史：OGC 2016 中国深圳 | OGC 2018 中国深圳 | OGC 2019 中国深圳 | OGC 2020 中国深圳

主办单位:  IEEE，深圳大学，中国光博会

承办、协办单位：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亚昂教育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光电子技术突飞猛进，光电子产业对创新技术的关注日益增加，如何打通学术界与

产业界的道路，架起连接世界与中国的光电之桥，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光电博览会中国国

际光电博览会（CIOE）的关注核心。

亚昂为了帮助CIOE实现“产-学-研”完整的生态链，在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IOEC）的基础上联合深圳大学及CIOE共同打造了与CIOE展会配套的学术会议活

动——全球光电大会（OGC）。

OGC会议在2018年前已经举办了2届，但由于之前是学校承办并操作，专业性和

细节程度并不是太好，会议效果不太理想，亚昂首先分析了之前的会议找出了会议的不

足，针对会议与组委会协商了会议的分主题并协助安排分主题负责人，发动邀请特邀报

告，有针对性地联系高校光电学院进行定向宣传，扩大了会议的宣传覆盖面，成功的吸

引了大量的参会者。之后亚昂完成了日常的会议秘书工作如：稿件收集整理，参会者缴

费注册，会议资料设计制作等，以及会议期间现场组织管理工作与会后会议总结，财务

结算等工作。活动期间全程负责并与主办方领导、负责人等积极沟通配合，严格按照主

办方提出的各项标准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确保了本次大会的顺利举行。

OGC 2018会议规模约200余人，开设了8个专题的讨论会，涵盖光学、光通讯、

激光、红外、光纤传感等多个子专题研究方向以及2个时下热点的特别专题讨论会。吸

引了大学、科研院所、军工单位、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光学及光学工程领域 专家、科研人

员、生产人员、博士生、硕士生及企业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士参会，为光电领域的国际学

者、研究家、从业者等提供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了光电行业的新发展，新观念和新技术以

及整合各研究方向从而引导更深层、更广泛的光电技术应用。

OGC 2018的成功举行也让亚昂取得主办方的信任和赞许并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OGC 2019也已由亚昂承办于19年10月在深圳圆满举行。在亚昂的协助下全球光电大

会（OGC）将作为IEEE旗下第十个学术分会，结合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依托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这个全亚洲最大的光电展览平台，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

直属IEEE的全球光电学术会议。并广泛邀请光电领域的国际学者、研究家、从业者等提

供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光电行业的新发展，新观念和新技术以及整合各研究方向从而引导

更深层、更广泛的光电技术应用。

开幕剪彩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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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CDM 2018

2018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mage Computing and Digital Medicine

会议：2018年第二届图像计算与数字医学国际研讨会

时间：2018年10月13-15日

地点：成都市高新皇冠假日酒店

主办单位：国际数字医学会

承办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第三军医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学图像联盟

第二届图像计算与数字医学国际研讨会由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国际数字医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数字

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第三军医大学张绍祥教授（少将）担任名誉主席，美国罗格斯大学Dimitris N. 

Metaxas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影像医学部主任兼放射科主任梁长虹、南方医科大学方驰华教授担任大会主

席。电子科技大学李纯明教授是会议的发起人和程序主席。

本次会议为期三天，共设有24个专场，100多位海内外知名讲者与500多名来自信息科学、数学与医学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临床医生，围绕图像计算和数字医学中的部分重要理论、算法与应用问题进行交流与探

讨，促进了电子信息（包括计算机、自动化与生物医学工程）、数学和医学等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大会报告聚焦国际前沿学术研究，嘉宾多为各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ACM、IEEE、AIMBE等国际知

名学会Fellow，CVPR、ICCV等顶级学术会议主席以及MICCAI学会（医学图像计算与计算机辅助介入治

疗领域的国际学术组织）创始主席与现任主席，与Medical Image analysis、TPAMI、IJCV等期刊主编和

副主编。此外，“智慧医疗的机遇与挑战” 圆桌对话及胰腺分割挑战赛在带来理工科海内外专家与医生思想

碰撞的同时也给国内各大高校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

亚昂作为大会专业会议组织承办服务公司，通过与组委会的积极沟通，了解会议需求，提供了涵盖会议

筹备、管理、现场及会后的一条龙服务，保障大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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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2018第14届IEEE电路与系统亚太会议

时间：2018年10月26 -30日

地点：中国，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办单位：IEEE & IEEE电路与系统学会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承办、协办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APCCAS是由IEEE电路与系统学会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组织的国际会议，旨在

为学者、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分享交流他们在电路与系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

2018第14届IEEE电路与系统亚太会议（IEEE APCCAS 2018--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Circuits and Systems）于2018年10月26到30号在中国成都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行。

会议由IEEE、CAS主办，由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协办， 亚昂学术承办， DIGILENT, 

电子工业出版社赞助支持。

本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近170名学者及研究者出席

了本次会议。大会共计5天 （4天会议报告，1天参观访问），会议流程中安排4场培训，分别邀请到学术

界和工业界的资深专家为年轻的研究学者们做了市场为3小时的培训课程；并先后有6位业内国际知名专

家作为大会的主题发言人与特邀发言人；同时大会还包括27场专题学术研讨会，主题围绕模拟和混合信

号电路和系统，数字电路与系统，通信电路与系统，电力/能源设备，电路和系统等。亚昂工作人员全程

保驾护航，确保会议期间每一个报告正常顺利的完成，保证会议的高学术质量性。

亚昂不仅负责了本次大会学术会议方面的相关工作，同时还全面负责了会议的展会方面工作，完成了

展位标准制定，展会信息发布宣传，展商合同拟定、签署，展位搭建布置，现场协调等展会工作，让本次

大会内容更加丰富，形成了产学研多样化结合的交流效果。

整个流程中，亚昂从会议计划，会议预算，网站制作发布，会议宣传等前期工作，到参会者联络，稿

件收集整理，参会者缴费注册，会议资料设计制作等会议中期工作，以及会议期间现场组织管理工作与会

后会议总结，发票开具，财务结算等会后工作，全程负责并与主办方负责人，组委会成员等积极沟通配

合，严格按照主办方提出的各项标准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确保了本次大会的顺利举行。

此外，大会流程中还包括安排参会人员访问坐落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的电子科技博物馆，考察由亚

昂负责安排车辆，安排工作人员调配等问题，贴心的安排获得了参与者的一致好评。

会议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APCCAS会议主办方的学术影响力，建立起高端学术交流的平台，

推动相关研究与应用的发展与进步，推进学科的发展和促进人才培养，也增进了国内外各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交流，促进了电路和系统及相关研究领域更好更快的发展。 

APCCAS 2018

 IEEE  APCCAS  2018

2018 IEEE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专家合影

会场现场 参观博物馆交流 茶歇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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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T 系列会议

会议：IEEE通信技术国际系列会议

历史：ICCT 2017 中国成都 | ICCT 2018 中国重庆 | ICCT 2019 中国西安| ICCT 2020 中国南宁  

主办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IEEE 联合主办

联合主办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分会，中电54所，

通信网信息传输与分发技术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四川电子学会，重庆电子学会，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ICCT系列会议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通信技术是电子工程的重要分支，它是信息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极具活力的一个领

域，尤其是数字移动通信，光纤通信，Internet网络通信使人们在传递信息和获得信息方

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便捷程度。从20世纪末期以来， 通信行业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不论

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是如此， 全球的信息通信产业就此迎来重大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

发展机遇。

通信技术国际会议(ICCT)系列作为由中国通信学会与中国电子学会于1986年联合发

起的国际性学术活动，会议内容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的各个方面，也是我国通信技术方面最

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同时也是一次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的国际盛会。

从2017年至今，亚昂作为大会的独家承办单位参与了ICCT系列会议的筹备举办过

程。前期，亚昂为会议制定了完整的会议计划，会议预算，安排网站制作发布，会议宣传

等工作；中期，专业的会议秘书完成从参会者联络，稿件收集整理，参会者缴费注册，会

议资料设计制作等会议中期一条龙的服务工作；到后期会议期间现场组织管理工作与会后

会议总结，发票开具，财务结算等会后工作。 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负责并与学校领导、负

责人等积极沟通配合，严格按照主办方提出的各项标准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

成，确保了本次大会顺利举行。

ICCT大会面向基础与前沿、学科与产业，探究了学术界和产业界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建立起高端学术交流的平台， 旨在共同探通信技术及相关研究领域各方向的学术动态

及发展趋势，就目前的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共享研究成果，推动相关研究与应用的发展与

进步，推进学科的发展和促进人才培养。

会议整个流程中不仅包括邀请数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做大会主旨报告，特邀报

告，也包括安排通信与信息领域相关的专题讨论会，主题围绕数字通信和无线技术， 未来

通信技术和发展， 移动通信和网络技术， 导航系统和卫星通信等等。

在考察项目方面，大会安排与会者参观主办方校史馆、博物馆，科研平台，或专业产

学研合作企业单位。

亚昂坚持延续通信技术国际会议一贯的会议宗旨，为青年学者与老一辈科学家之间提

供交流的平台，促进国内外高校之间的互相沟通；共享研究成果，推动相关研究与应用的

发展与进步，推进学科的发展和促进人才培养，将通信技术国际会议推向新的高潮。

专家领导颁奖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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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PEN 系列会议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tical and Photonic Engineering

会议：光子与光学工程系列国际会议

历史：icOPEN 2011 新加坡 | icOPEN 2013 新加坡 | icOPEN 2015 新加坡 | icOPEN 2016 中国成都 | icOPEN 2017 新加坡 

| icOPEN 2018 中国上海 | icOPEN 2019 泰国普吉岛 | icOPEN 2020 中国镇江

主办单位：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

承办协办单位：四川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江苏大学，印度尼西亚光学学会，马来西亚光学学会，越南物理学学会，

泰国光学与光子学学会，菲律宾光学学会

光子与光学工程国际会议（icOPEN）的主办方和发起方是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

（OPSS），该学会汇集了新加坡，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内光学学术界与工业界的专业人士、

研究机构和企业公司。光子与光学工程国际会议（icOPEN）于2011年发起，联合国际光学

学会（SPIE），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TA展会（全称亚洲制造技术展

会，是精密工程方面的主导展会，每两年在新加坡召开一次），于2011年起每2年在新加坡

举行一届会议。

2016年起OPSS联手亚昂教育集团将旗下王牌会议icOPEN带入中国学术圈并积极开展

交流合作，在2016年会议的成功举行之后，icOPEN会务组决定往后奇数年会议在海外地区

举行，偶数年会议于中国境内举行。亚昂教育集团利用其丰富的学术会议资源为icOPEN会

议进入中国学术圈铺平了道路并且与新加坡光学与光子学学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会议服务方，亚昂教育集团为会议提供了一整套的管理服务，从会议计划、预

算，到过程中的收稿审稿，注册收费，答疑解惑等秘书服务，到最后的会场布置，现场服

务及会后出版。整个会议的圆满召开，作为会议主办方OPSS只花费了极少的精力，通过

邮件和微信往来等方式，远程了解会议的进程对相关重要节点工作进行检查并提出指导建

议由亚昂落实。

2016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会议在亚昂教育集团的协助下分别于成都、上

海、普吉岛、镇江举行，每年参会人数都在200人以上，包括IEEE， OSA， SPIE等知名学

会的会士与光学届极具影响力的专家教授，会议日程包括了主旨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

告、海报展示、学生竞赛、晚宴活动及学术考察等环节，回顾了光学最新及里程碑式意义科

研成果，旨在让不同背景，不同年龄阶段的与会者意识到光学在科学与文化中的核心作用，

让光学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本次会议的召开将促进中新科研，人才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

光学持续发展和科研成果转换。

亚昂教育集团一站式学术会议服务获得的主办方及参会者的一致好评，我们将用最专业

的服务,让办会变得简单！

产品展示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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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AE 系列会议

会议：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国际系列会议

历史：ICMAE 2010马来西亚吉隆坡  |  ICMAE 2011年泰国曼谷  |  ICMAE 2012年法国巴黎   |   ICMAE 2013年俄罗斯莫斯科

ICMAE 2014年西班牙马德里  |  ICMAE 2015年意大利罗马   |   ICMAE 2016年英国伦敦   |   ICMAE 2017年捷克布拉格

ICMAE 2018年匈牙利布达佩斯  |   ICMAE 2019比利时布鲁塞尔

主办单位：法国奥尔良大学，英国安柏瑞德航空大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美国科学工程协会

承办协办单位：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首府科技大学，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英国布鲁内尔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日本国防大学，日本大学，亚昂教育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ICMAE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国际会议自2010年以来，已先后于莫斯

科，马德里，罗马，伦敦，布拉格，布达佩斯，鲁塞尔，等地成功举办。

每年有来自全球超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中外机械及航空航天领

域专家学者代表参会，与会者就相关领域最前沿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课题

等展开深入探讨，为航空航天机械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

交流平台。

自2010年，会议论文集悉数被EI， SCOPUS等核心数据库顺利收录

检索。且从16年起，亚昂协助ICMAE会务组成功与IEEE签订合作出版协

议，为会议的口碑和出版保驾护航。

2018年7月，匈牙利布达佩斯，美丽的多瑙河畔，ICMAE在亚昂的协

办下，于欧洲常春藤学校之一的罗兰大学隆重召开。会议日程安排饱满而

丰富，会议效果也得到专家们的大力赞赏。为期4天的会议，共设20个专

场，来自25个国家及地区的2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在罗兰大学机械学院

和美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鲁杰罗·桑蒂利的带领下，组建了学术Tutorial，由

来自土耳其的多位专家共同组建了多个Symposium，各自率领专业研究团

队共同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就相关领域学术问题做了激烈的交流

和探讨。

亚昂整合了国际会议产业资源与学术资源，组建专业团队，量身为会

议定制方案，协助ICMAE组委会开展会议筹备工作，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保

驾护航。亚昂不仅承担了整个会议网站搭建，文章收稿，专家邀请，宣传

推广，财务管理，现场服务，宴会及住宿联系接洽，会议日常处理，出版

制作等流程服务，也对国际协会会议数据及较高潜在进入性的大会信息等

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为定制与导入国际顶尖学术会议提供依据。

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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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E 2018

2018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ga Earthquake Induced Geo-disasters and Long Term Effects, MEGE 2018

会议：2018第五届强震地质灾害及后效应国际学术大会暨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8年5月11-16日

地点：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办单位：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承办、协办单位：成都理工大，ENGEO 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IAEG)中国国家小组，地质灾害减灾国际联

合会，地质灾害协同创新中心，国际大滑坡协会，香港化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会，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之际，为纪念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加强对强震区地质灾害的发生及其

后效应的研究与交流，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18年5月

11-16日隆重举行了第五届强震地质灾害及后效应国际学术大会暨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并委托亚昂学术会议主要承办本次大会。

亚昂学术会议从会议计划，会议预算，网站制作发布，会议宣传等前期工作，到参会者联

络，稿件收集整理，参会者缴费注册，会议资料设计制作等会议中期工作，以及会议期间现场组

织管理工作与会后会议总结，发票开具，财务结算等会后工作，全程负责并与学校领导、负责人

等积极沟通配合，严格按照主办方提出的各项标准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确保了本

次大会的顺利举行。

本次研讨会共有中、英、日、德等13个国家（地区）的350多位中外顶级地灾专家参会并就

如何提高强震区城镇抵御灾难性地质灾害的能力等问题展开讨论。同时还有近15余家相关企业厂

商参展，同与会者进行产业与学术的直接交流。亚昂学术会议不仅负责了本次大会学术会议方面

的相关工作，同时还全面负责了会议的展会方面工作，完成了展位标准制定，展会信息发布宣

传，展位图绘制，展商合同拟定、签署，展位搭建布置，现场协调等展会工作，让本次大会内容

更加丰富，形成了产学研多样化结合的交流效果。

本次大会共5天 （3天会议报告，2天野外考察），先后有37位世界顶级专家作为主题发言人

与特邀发言人作报告，另外还包括84场学术研讨会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等学术活动。

亚昂学术会议工作人员全程保驾护航，确保会议期间每一个报告正常顺利的完成，保证会议的高

学术质量性。

报告会后的野外考察2天中，与会中外专家将对茂县叠溪新磨村高位垮塌地区、叠溪古滑坡

坝、北川地震遗址、地震博物馆、北川新县城、汶川震后泥石流重建工程以及汉旺镇和清平镇灾

后重建恢复情况进行野外考察，共同分享如何提高强震区城镇抵御灾难性地表运动过程和地质灾

害的能力。考察由亚昂学术会议负责安排车辆住宿餐饮等问题，成都理工的老师负责制定考察线

路及讲解。强强联手，共同完成了本次野外地质考察，获得了参与者的一致好评。

会议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主办方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地质灾害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增进了与国内外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交流，促进了地

质灾害领域的研究更好更快的发展。

会议现场

野外考察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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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WF 2019

2019 the 10th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Forum

2019第十届国际微波论坛于6月中旬在石家庄举行。来自相关领域的研究院所、高校、企事业单位的近

300名科研工作者参加。

大会主席、新加坡工程院院士陈志宁，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郭英杰，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

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薛泉，空天信息研究院研究员方广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晓东，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沈忠祥等国内外雷达和微波领域的39位著名专家出席了大会。陈志宁、中电五十四所所长张桂华为大会致

辞。大会设置22场特邀报告，共同探讨微波及其在天线、通信及雷达领域的最新技术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

推动微波、毫米波、太赫兹、微波光子等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应用转化及交流合作。此外，大会还围绕电

磁超材料技术在微波、雷达领域的应用、5G通信关键技术、毫米波与太赫兹技术、面向雷达应用的微波器件

与集成电路、RCS缩减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一直以来和亚昂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次论坛委托我们作为

会议协助方。

亚昂负责了会议前期预算，会议宣传，网站搭建，日常邮件处理，收取注册费，酒店沟通，相关资料制

作，会议现场服务，后期总结，财务结算等工作，积极协助主办单位，推动了会议的圆满举行。据统计，本

届论坛参会人数逾200人，单位超过60所，人数和覆盖单位创历史新高。在两天半的会议日程中，共有22名

国内外优秀的专家学者进行主题报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研究家、从业者在这个平台共同探讨微波及其

相关行业的新发展，新观念和新技术以及整合各研究方向从而引导更深层、更广泛的技术应用。

会议：2019年第10届国际微波论坛 

时间：2019年6月11-14日

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协办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会场

合照

专家发言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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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10月20日-24日

地点：四川成都瑯珀凯悦酒店  

主办及承办单位：美国计算机协会（ACM），美国计算机协会多媒体专委会(SIGMM)，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刘东、电⼦科技⼤学副校长熊彩东在开幕式上致辞，⼤会主席、计算机科学与⼯程学院院长申恒涛教授主持开幕式。随后，中国⼯程

院院⼠、鹏城实验室主任、北京⼤学⾼⽂教授和美国⼤数据研究⽩⽪书主编、美国密歇根⼤学H.�V.�Jagadish教授分别在现场和通过线上作⼤会报告并与参会

代表互动交流。本次会议历时5天，涵盖了6场国内外顶尖学者的主旨报告，13场重磅专题研讨以及51场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通过线上线下⼝头报告

及海报张贴报告等多种⽅式结合，为海内外学者在如今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提供了全⽅位多⾓度的交流平台。

本次会议有多个难点：规模⼤⼈数多，分会场数量多，活动类型复杂（Challenge，�Panel，Demo，Brave�New�Idea，Workshop，Tutorial等），每

个会场都进⾏线上线下结合演讲及互动，多个并⾏分会直播，海报数量多，疫情防控等，亚昂全⾯负责了本次会议⼯作，会务团队协同承办⽅与技术团队，服

务团队等逐⼀分析并制定了详细的解决⽅案，确保了本次⼤会的顺利完成，获得了主办，承办及与会者的⼀致好评。

最佳论文颁奖

大会报告 会议现场

ACM Multimedia 2021

2021年ACM国际多媒体会议

ACM国际多媒体会议（ACM Multimedia 2021）是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的多媒体领域唯一的A类国际会议，是一场展示多媒体领域前沿

科学成果和创新工业产品的重要世界盛会，代表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状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自1993年首次召开以来，本次会议是第二次来到中

国、首次在西南地区举办。本届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共计约1000余人参会，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交流展示该领域最具创新性和引领性的前

沿科研成果，共同为全球多媒体领域发展建言献策。

海报

欢迎晚宴



时间：2021年5月20日-21日

地点：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办单位：澳门大学，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联办及支持单位：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领导工作小组办公室

会议规模：  约590人

2021第三届华人芯片设计技术研讨会

芯片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对国家的重要性也在日渐上升。芯片广泛运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和系统，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基

石。华人芯片设计技术研讨会（ICAC）致力于为中国集成电路设计的学术界和产业界同仁建立一个顶尖的技术交流平台，会议只邀请过去两年中在集

成电路设计领域顶级期刊（ISSCC或JSSC）发表过优秀论文的中国顶尖IC设计学者/工程师做学术报告，营造开放的技术讨论氛围，集思广益，共同提

高。此次大会聚焦当下热门行业问题，解答企业发展问题，提出新观点，发展新方向，拓展新视野。

ICAC 2021

本届会议为期2天，共邀请了39位中国集成电路设计的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顶级专家学者作专题报

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欧阳绘宇在大会上致辞，他指出集成电路与微电子是合作区发展的重

要方向，本届大会集聚芯片领域前沿高端资源，共话集成电路产业未来发展，对于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产

学研合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大会荣誉主席王志华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切身实际

地谈到了自己的治学之路和大陆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发展历程，并鼓励青年学者做到“世界先进”甚至是

“世界领先”。精英论道，结鸿鹄之交，会议期间精彩纷呈的报告及问答互动是一次观点的碰撞，更是

一场思想的盛宴。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精英互相交流，不仅有助于学术产业化，与工业需求相结合；在学

术交流的同时，了解当下的工业需求，解决企业问题，带来更多新视野和新方向，为提升中国集成电路

行业水平，助力中国芯片产业达到新高度尽绵薄之力。

从首届会议开始，亚昂全程深度负责了会议从学术到会议组织的各方面工作，从18年的正常线下

会议到如今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议模式，在办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提供新的解决方

案，确保每年会议顺利举行，不断扩大会议的影响力及会议品牌效应。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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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ICN 系列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t Information-Centric Networking

会议：信息中心未来网络系列会议

历史：HotICN 2018深圳 | HotICN 2019 重庆| HotICN 2020 合肥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重庆邮电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承办协办单位：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电子学会，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合肥分中心，成都亚昂学术会议有限公司

2020年会议集体照

HotICN信息中心未来网络会议自2018年以来，已先后于深圳，重庆，合肥成功举行，每年吸引海内

外信息中心网络技术和区块链相关领域专家学者200余人参会。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的时

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信息中心网

络技术以互联网的主要需求为导向，以信息为中心构建网络体系架构，在内容高效分发、移动性支持、约

束场景的应用等方面显现出优势。信息中心未来网络系列会议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

交流平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自19年起，亚昂学术协助HotICN 会务组成功与IEEE签订合作出版协议，为会议的口碑和出版保驾

护航。19年会议论文集已成功被Ei, Scopus检索。20年论文集已提交IEEE出版。

2020年会议主会场专家致辞

12月13日上午第三届 IEEE 信息中心网络国际学术会议

（HotICN 2020）在中国书法大厦圆满举行。大会嘉宾云集，中

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刘韵洁，安徽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笪艺武，合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文松，中国科大党委常委、副校长罗喜胜，新华三

联席总裁尤学军及省、市相关部门和有关高校、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活动。中国科大校长助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枫主持

了本次大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教授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高级专家黄兆祥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大会报告，给了在场嘉宾诸多启发，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

论和积极反馈。下午，大家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研究院参与精彩纷呈的分会报告活动。会议围绕“Information Centric Networking(ICN), 

Blockchain"等两大主题，五个平行分论坛分别展开讨论，各位报告者在会上分享研究成果，探讨行业前沿，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作为会议的服务方，亚昂学术为会议提供了一整套的管理服务，从会议筹备如制作会议网站、会议宣传、出具财务预算、会议招展服务到会议过程中收稿审

稿、注册收费、设计会议素材、提供会议秘书服务等，到会议现场服务，如会议现场布置，晚宴安排，预定专家住宿，开幕式准备以及会后出去财务决算报

告、会议文章出版。主办方只需要按时间节点对相关重点工作进行检查并确认即可。

HotICN 2021信息中心未来网络国际学术会议，亚昂学术将持续和HotICN组委会紧密合作，围绕未来网络、区块链发展，继续提供国际化高水平平台，汇

聚信息网络领域的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就未来网络及区块链发展的架构、关键技术、人才培养，以及发展趋势与产业前景等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

在建设网络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晚宴表演



VISION AND PROSPECTS

会【      】未来再

愿景展望

【                  】与时俱进

顺应国际化的潮流，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国际学术交流

【                  】求同存异

世界各地学者大胆展现研究理念，相互探讨相互学习

技术创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我们相信面对面的交流能为此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亚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愿整合全球高精尖资源，

服务世界新兴高科技产业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开拓新国际合作和研讨课题，创新会议开展模式

【                  】开拓创新

学
术

Chengdu Young Academic Conferen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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