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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 2013 年德国首届年会暨成立大会” 

2013年 5月 11至 12日 

 

报名启事及日程表 

 

 

5月 11日：德国法兰克福市区 (Frankfurt am Main) 

5月 12日：德国海德堡景区 （Heidelberg） 

 

 

主办单位：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CAMT）（www.cdhawer.com） 

 

支持单位：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CDHAW）（http://cdhaw.tongji.edu.cn/zh/） 

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http://www.weibo.com/xinnengyuan2013） 

 

赞助单位：中德工程学院朋友会（FREUNDE DER CDHAW e.V.）（http://fcdh.phlux.de/）  

          德华旅行社（http://www.dehua.de/） 

 

 

1.1 年会活动简介： 

本次年会活动为期两天，是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CAMT）携手各合作伙伴在德国

组织举办的第一次面向全体会员和院友朋友们的聚会活动。以此年会活动为契机，聚拢散布

在德国各地的会员和院友们齐聚一堂，通过院友论坛（经验分享 Talkshow）、专题报告、集

体聚餐、踏青旅游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聚焦院友留德发展成才之路、分享留德学习工作

经验、交流中德文化差异、探讨院友们关心的德国法律法规政策，从而加深各年级院友间的

沟通和情谊、为留德学习和工作的院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交友平台。年会工作组热

诚邀请院友会会员及院友们积极报名参加！ 

 

年会活动分为两部分，首日会议将邀请学院老师、德方教授、合作伙伴代表等作为嘉宾，出

席简短的院友会成立仪式。之后的议程将会围绕“留德院友职业规划、成才之路”为主题，

进行院友经验交流会、专题报告讲座等活动，分享经验，互动交流。年会首日晚餐后，集体

住宿法兰克福市区酒店。年会次日将组织集体大巴前往海德堡景区踏青游览。 

 

本次年会活动得到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FREUNDE DER CDHAW e.V. 

（中文译名：中德工程学院朋友会）、德华旅行社等组织单位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及赞助，

德国院友会筹备组及年会工作组在此深表谢意！ 

http://www.cdhawer.com/
http://cdhaw.tongji.edu.cn/zh/
http://www.weibo.com/xinnengyuan2013
http://fcdh.phlux.de/view.php
http://www.dehu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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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会活动方案 

会议时间：2013年5月11日周六 

地点：德国法兰克福市区 

年会会场：SAALBAU Bockenheim 

地址：Schwälmer Str.28,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http://www.saalbau.com/die-frankfurter-saalbauten-raumangebot/saalbau-bockenheim.html 

 

住宿酒店：Express by Holiday Inn Frankfurt Messe 

地址：Gutleutstraße 296,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http://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gb/en/frankfurt/fragt/hoteldetail 

集体旅游：2013年5月12日周日 

地点：德国海德堡景区 

形式：法兰克福酒店出发，旅游大巴集体前往。 

 

交通： 

参加年会活动者须于5月11日自行前往法兰克福住宿酒店签到，届时会有年会工作组人员协

助办理入住手续（无需入住者可自行前往年会会场）。活动主办方将租用一辆57座旅游大巴，

用于参会人员在年会活动期间的交通运送，包括活动首日法兰克福市区内住宿酒店、年会会

场、晚餐餐厅之间和活动次日前往海德堡景区的交通接送。 

为了方便参会人员的前往和归程，主办方租用的旅游大巴将于5月11日（上午10：15准时）

从斯图加特主火车站（Stuttgart HBF）出发，前往住宿酒店（到达时间约为13:00）。旅游

大巴全程服务本次年会活动，并于5月12日下午旅游活动结束后，从海德堡景区前往曼海姆

主火车站（Mannheim HBF）短暂停泊（该火车站有ICE经过，推荐部分院友回程可购买从此

站返回的火车票），之后大巴返回斯图加特主火车站（到达时间约为18:00）。 

P.S.  

1. 更多酒店签到和大巴接泊的详细时间节点，请参见下文“会议议程”和“活动安排”。 

2. 慕尼黑和斯图加特附近地区的参会人员可考虑乘坐主办方预订的旅游大巴往返。 

 

 

住宿： 

 

参会人员入住的酒店为法兰克福市区内靠近河岸的德国三星级酒店，活动主办方为所有参会

人员预订了双人间和单人间以供选择（收费标准不同）。酒店内设有餐厅，提供参会人员活

动第二日的自助早餐。 

 

 

 

 

 

http://www.saalbau.com/die-frankfurter-saalbauten-raumangebot/saalbau-bockenheim.html
http://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gb/en/frankfurt/fragt/hotel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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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五月十一日 “首届年会暨成立大会”会议议程（草案）： 

时间 活动内容 备注 

12:30-13:00 到达酒店，签到 无需住宿者可13:40自行到达会场 

13:40 大巴从酒店出发开往会场 酒店入住者随大巴前往会场 

14:00-14:40 会议开始、领导嘉宾致辞 

中德工程学院领导老师、德方合作

高校教授、德方合作伙伴代表、同

济德国校友会代表等 

14:40-15:00 院友会组织构架介绍、筹备工作述职报告 主持：07级刘国桢 

15:00-15:15 院友会成立揭牌仪式 相关老师及嘉宾 

15:15-15:30 茶歇 休息，组织拍摄集体照 

15:30-16:15 院友论坛（Talkshow）：院友经验交流会 

主持：05级林钢 

院友嘉宾： 

05级蔡硭（TU Braunschweig 读博），

05级李辰斌（Shell 管理培训生）， 

04级刘自源（TUM 和 Siemens 联合

博士培养），04级周梁（Robert Bosch 

GmbH 斯图加特工作）等4-5位优秀

院友代表。 

话题：留德生活、读博感受、工作

经历、经验分享等 

16:15-16:45 组织选举产生德国院友会第一届理事会 主持：07级刘国桢 

16:45-17:00 茶歇 休息区提供点心，茶水，自由交流 

17:00-17:30 

专题报告《留德职业规划》 

报告人：廖宇（卡鲁电气工程系，曾就职纽

伦堡西门子智能电网部，现就职柏林电网公

司新能源调控中心） 

内容：留德工作OR回国发展；德国

毕业后，工作OR读博OR创业；经验

案例分享。 

17:30-18:00 

专题报告《法制德国—留德人身边的法律》 

报告人：段炜（莱比锡大学法学硕士，西盟

斯律师事务所，杜塞高等州法院见习法官） 

内容：围绕签证居留、蓝卡长居、

税务相关、网购政策、租房合同、

知识产权等相关话题展开。 

18:00-18:30 

专题报告讲座《求职面试技巧》 

报告人：沈沂君（同济校友、西门子基础建

设和城市法兰克福中压部，丰富求职经验） 

内容：在德求职申请技巧及简析，

求职经验案例分享。 

18:30 会议结束后坐大巴前往集体晚餐 中餐自助 

20:00— 晚餐毕，大巴归，自由交流，宿酒店。 自由交流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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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月十二日“游览海德堡景区”活动安排： 

时间 活动内容 备注 

07:30-08:15 起床，收拾行李，早餐 酒店自助早餐 

08:15-08:30 退房退卡  

08:30-09:30 大巴集体前往海德堡景区 
抽奖（德华旅行社50欧Gutschein）

随车互动、景点介绍等 

09:30-15:00 海德堡景区参观游玩（学生请携带学生证） 

乘坐缆车上山、参观城堡、市集广

场、谷物广场、海德堡大学、老桥

等景点；合影留念；午饭需自理。 

15：00-15:30 大巴离开海德堡，前往 Mannheim HBF 送客 
参会者可购买从Mannheim HBF出发

的ICE车票，方便合理安排归程 

15:30-15：45 司机乘客休息休整  

15:45-17:45 大巴前往斯图加特，停 Stuttgart HBF 大巴终点站 

18:00 活动结束，各自归 慕尼黑院友可乘ICE斯图出发返程 

 

 

海德堡景区游览路线 

    

时间 地点 交通方式 备注 

9:30~9:45 停车场 统一大巴 下车 

9:45~10:00 谷物广场->Schloss 缆车  

10:00~10:05 Schloss  集体照 

10:05~12:00 Schloss  Schlossplatz + Museum 

12:00~12:05 Schloss  集合 

12:05~12:20 Schloss->谷物广场 缆车  

12:20~13:20   午餐自由活动 

13:20~13:30 谷物广场   

13:30~14:00 海德堡大学  Mensa、Aula 

14:00~14:20 市集广场  市集广场+骑士之家+圣灵大教堂+市政厅 

14:20~14:35 Studentenkuss  巧克力店+Cafe 

14:35~14:50 老桥  老桥+猴子雕像 

14:50~15:00 老桥  集合 + 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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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报名及费用： 

 

一、 报名须知： 

1． 受场地交通、组织成本等客观条件限制，本次年会活动的接待能力上限为 55 人（含工

作人员及老师嘉宾）。 

2．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CAMT）对本次年会活动提供一定经费补贴。同时，为

保证活动品质，受限于实际经济能力，向确认参加者收取少量报名费（详见“收费说明”）。 

3． 所有学院的在德院友们可报名参加本次年会活动，其中以 CAMT 会员优先。报名方式采

用网上填写表单报名，报名时间为 4月 9日周二至 4月 14日周日，报名系统将准时于 4

月 9日晚 20点上线，链接将公布在 CAMT 官方网站相关宣传文稿中（www.cdhawer.com）。

截止 4月 14日晚 20点报名系统将关闭。 

4． 报名者成功填写并提交报名表后，报名系统将依据提交报名表的时间先后和会员优先原

则进行排序，并向排序靠前（名额范围内）的报名者发送一封成功报名的确认邮件。排

序靠后的报名者将自动进入等待列表（Warteliste），当出现名额空缺时，依次递补。一

旦等待列表超过 20人次，报名系统将提前关闭。 

5． 收到确认邮件的报名者，请按邮件提示，通过银行转账将相应的报名费用在规定时间内

汇款到院友会指定账户，年会工作组收到汇款后将发送邮件确认。逾期未成功汇款的报

名者，视为放弃报名资格，空缺名额由等待列表依次递补。 

 

二、 收费说明： 

1. 为确保本次年会活动质量，年会工作组将向每位确认参加者酌情收取少量报名费用，所

有收费所得将全部用于补助每位与会者在年会期间产生的诸如场地茶歇、住宿餐饮、大

巴租凭、旅游门票等一系列组织成本。 

2. 由于本次年会活动接待能力有限，为确保其他会员利益，年会工作组提请各位报名者慎

重考虑，珍惜参与机会、合理安排行程。成功汇款报名者如因故不能出席活动，收取的

报名费用，无特殊原因将不予退还，希望大家理解。 

3. 根据享受服务质量不同，报名收费标准如下： 

I. 往返交通： 

其他地区自行购票往返：报名费 25欧/人 

斯图加特乘坐大巴往返：报名费 35欧/人 

II. 酒店住宿： 

双人间：院友会补助，不额外收取费用 

单人间：额外收取升级差价 20欧/人 

4. 与会者缴纳的 25欧元基础报名费中，包含有以下服务及开支： 
 首日会议期间茶歇服务（饮料、点心）：约 5欧/人 

 首日集体晚餐（中餐自助）：约 17欧/人 

 住宿酒店双人标准间住宿（含次日自助早餐）：30欧/人 

 游览海德堡景区（缆车车票、城堡门票，学生请携带学生证）：约 5欧/人 

 其他成本（如年会场地设备租凭、旅游大巴租凭等）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院友会 筹备组 

2013年 4月 5日 

http://www.cdhaw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