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国航空学会关于邀请参加第二届国际民航组

织下一代航空专业人才全球峰会（NGAP2018）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第二届国际民航组织（ICAO）下一代航空专业人才全球峰会

（NGAP2018）将于 12 月 12-14 日在深圳市举办。该峰会由 ICAO

主办，每年一次，是航空教育和人才方面全球最高级别交流会议。

首届峰会于 2017 年在 ICAO 总部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该

会议旨在为各国航空监管、管理、教育和科技工作者提供交流平

台，为全球航空人才培养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指导。 

    本届会议由中国航空学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深圳市人民 

政府联合承办。预计会议规模 1000 人左右，外籍代表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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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大会已邀请国际民航组织（ICA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中国和国外航空管理机构、国内外高校、全球航空

领域知名企业等有关各方领导与专家从全球合作、国家战略、人

才培养体系，以及新技术给人才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进

行大会报告交流。 

    我会诚挚邀请贵单位有关领导与人员出席大会，参与交流。

大会同期还将举办国际航空教育论坛(定向邀请)、模拟国际民航

组织论坛（定向组织）、未来机场发展论坛以及展览等活动。具

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会报名 

    会议不收取注册费，会议期间免费提供午餐。与会代表往返

交通以及住宿费用需自理。每个单位最多报名不超过 15 人。 

    请有意参会单位完整填写附件的参会回执表，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于 11 月 23 日前将扫描件前发送至 NGAP2018@126.com。 

    请提前自行预订会场周边酒店，推荐酒店见附件。 

    二、会议场馆 

    深圳市五洲宾馆 A座（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1 号）。 

    三、会议日程 

    12 月 11 日下午：现场报到 

    12 月 12 日上午：国际航空教育论坛（并行） 

    12 月 12 日-14 日：模拟国际民航科组织活动（并行） 

    12 月 12 日下午：NGAP2018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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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全天：NGAP2018 全球峰会 

12 月 13 日：未来机场发展论坛（并行） 

    12 月 14 日上午：NGAP2018 全球峰会与闭幕式 

    四、出席人员 

1．国家及部委领导、民航局领导、深圳市领导； 

2．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相关官员及特邀外宾等； 

3． 民航局全国系统代表、各省航空领域行政管理部门代表； 

4．航空学会单位会员代表及专家； 

5．深圳本地航空领域企业代表等。 

    五、联系方式 

    关于参会报名，请联系中国航空学会： 

余策 01084924387；张雪 01084934114 

邮箱：NGAP2018@126.com 

    关于住宿及交通咨询，请联系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徐毅 0755-83483814/15018505719；传真：0755- 83587891  

    邮箱：hzw@sztb.gov.cn。 

 

    附件：1.NGAP2018 议程（暂定） 

          2.NGAP2018 参会回执表 

          3.会场周边酒店信息                            

                                 中国航空学会 

                                 2018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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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学会      2018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联系人:张雪      电话：01084934114         共印 20 份 



附件 1： 

 

NGAP2018 议程（暂定） 

第一天，2018年12月12日（周三） 

开幕式 

14:00 – 15:00   
 

欢迎辞和开幕致辞 

15:00 – 15:30    茶歇 

分组会议1 

15:30 – 16:30    快进到未来 
20年后的航空工作会是什么样子？新技术将如何影响人类？当今的一代人将如何塑造

未来劳动力？ 

16:30 – 16:45  宣布国际民航组织对青年研究者和创新者的支持倡议 

第一天结束 

第二天，2018年12月13日（周四） 

分组会议2 

09:30 – 10:30    雇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当前的短板和关键热点在哪里？现在和未来我们该如何拓展航空人员资源？ 

10:30 – 1100    茶歇 

PANEL 3  分组会议3 

11:00 – 12:00    应对NGAP挑战的创新和解决方案 
我们如何为未来的青年一代准备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工作？我们应该学习哪些技

能？我们该如何重新思考人力资源、教育和经济学的方法？ 

12:00‐12:30  国际大学联盟公告（签约仪式） 

12:30 – 14:00    午餐 

PANEL 4  分组会议4 

14:00 – 15:00    制定国家NGAP战略 
国家制定NGAP战略该从哪里开始？如何促进政府、业界和学界之间的合作？为何这很

重要？ 

15:30 – 15:30    茶歇 

PANEL 5  分组会议5 

15:30 – 16:30    前行之路 



如何在全球层面提及NGAP？在制定未来全球航空规划过程中是否应考虑NGAP? 

未来机场发展论坛 

16:45 – 18:00    未来机场发展 
研讨国际机场与城市的融合，临空经济发展、智慧机场的建设 

第二天结束 

第三天，2018年12月14日（周五） 

演讲 

09:30 – 10:30   数字领袖：交通运输领域技术创新 

 国际民航组织下一代航空专业人才扩大计划 

 国家下一代航空专业人才战略实施指南发布 

10:30 – 11:00    茶歇 

闭幕式 

11:00 – 12:00    关于模拟国际民航组织论坛的报告 
宣布总冠军奖项得主 

闭幕辞 
模拟国际民航组织论坛合影时间 

峰会结束 

 

 



附件 2： 

 

NGAP2018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公章）： 

参会人员姓名 职务 电话/手机 邮箱 备注 

     

     

     

     

     

联系人姓名  职务 电话/手机 邮箱 备注 

     

入住酒店名称 

（仅作为统计使用，需自行预订）
 

注：1.请于11月23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此表扫描件发送至：NGAP2018@126.com。

   2. 表格不够可另附。 



附件 3： 

会场周边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 地址 星级 房型 
可供房数

量 
价格（元） 距主会场距离 距机场距离 

雅枫国际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0 号 四星

标准间大床房 35 
550 

不含早餐 
3.6 公里 31 公里 

标准间双床房 35 
550 

不含早餐 

花园格兰云天

大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4030

号 
五星

普通楼层房间（单/双） 50 
750 

含早餐 
4.0 公里 36 公里 

行政单人间 20 
900 

含早餐 

博园商务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紫竹七道 1号 四星

双人房 45 
520 

含早餐 
5 公里 28 公里 

海景大床房 30 
660 

含早餐 



酒店名称 地址 星级 房型 
可供房数

量 
价格（元） 距主会场距离 距机场距离 

寰宇大酒店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02

号 
三星

高级双床房 

50 

350 

含早餐 

6.9 公里 40 公里 

湖景双床房 
350 

含早餐 

行政单人间 

30 

400 

含早餐 

行政商务房 
400 

含早餐 

深圳深航国际

酒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35

号 
五星 多种房型 自行预定 实时 3.3 公里 28 公里 

东方银座美爵

酒店 

深南大道福田区竹子林地铁

站 B2 出口 
五星 多种房型 自行预定 实时 5.1 公里 28 公里 

说明：1、以上酒店视入住人数可提供往来主会场的穿梭巴士； 

2、参会人员请自行通过相关软件预订酒店，以上酒店信息仅供参考； 

3、由于峰会同期深圳有多场大型会议，酒店房间紧张，请提前预订。 

4、入住报会议名称即可享受以上优惠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