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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0〕79 号

关于举办信息通信行业国际合作

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各省、区、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中

国通信企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通信行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

盟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为契机，以5G技术引领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信息通

信行业“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决定举办2020年信息通信行业国际合作专题培训班。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中国信息通信行业现状分析、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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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机遇与挑战；

（二）部分“一带一路”及沿线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投

资环境及风俗文化；

（三）新冠肺炎疫情给 5G 建设及通信行业国际合作带来的

影响及应对之道；

（四）全球网络数据安全合规管理与隐私保护；

（五）信息通信企业参与海外园区建设发展经验介绍；

（六）5G 赋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七）信息通信行业“走出去”企业经验分享。

二、培训对象

（一）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等集团公司总部、直属单位及各省、地市级公司国际合作相关

人员（每集团 20-30 人）；

（二）各省通信管理局、通信行业（企业）协会主管人员

（每单位 1-2 人）；

（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通信行业国际产

能合作企业联盟会员单位。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一）培训时间

报到：2020 年 9 月 15 日

培训：2020 年 9 月 16 日—18 日

（二）培训地点



3

海口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 72 号

电话:(0898)66669906

四、培训费用

2900 元/人（含报名费、培训费、资料费、培训期间餐费、

证书费）。

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往返差旅费及培训期间住宿费

自理。

五、报名方法及联系方式

（一）报名方法

请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前将填写完整的《报名回执》及培训

费汇款转账凭证电子版文件发送至 lij@cpttv.cn（注明单位名

称及“国际合作培训”字样）。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将

经单位财务核对后的开票信息清楚填写在报名回执中。

收款单位：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账 号：0200 0033 0900 5403 113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二）联系方式

李静：18701368902

罗祥：13811814965

六、结业事项

学员修完规定课程后，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结业证书。



4

附件：1. 培训日程安排（拟）

2. 报名回执

3. 培训地址路线图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0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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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日程安排（拟）

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9 月 16 日（星期三）

09：00—09：30 开班动员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领导

09：30—11：30 信息通信行业面临的形势及国际合作环境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领导

12：00—13：30 午餐/午休

13：30—15：30
部分“一带一路”及沿线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投资环境及风俗文化
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专家

15：30—17：30
新冠肺炎疫情给 5G 建设及通信行业国际

合作带来的影响及应对之道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9月 17 日（星期四）

8：30—10：00 信息通信企业参与海外园区建设发展 通信运营企业国际业务部门领导

10：00—11：30 5G 赋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

12：00—13：30 午餐/午休

13：30—15：30 全球网络数据安全合规管理与隐私保护 通信网络安全领域专家

15：30—17：30 信息通信行业“走出去”企业经验分享 通信运营企业国际业务部门领导

9月 18 日（星期五）

8：30—12：00 企业参访

14：00—17：00 培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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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 名 回 执

（2020年信息通信行业国际合作专题培训班）

单位名称

序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邮 箱 住宿要求（350 元/间·天）

1 □单住 □合住 □不住宿

2 □单住 □合住 □不住宿

入 住

时 间

2020 年 8 月日午时

（预留房间未入住的空置费用由学员自负）

离 店

时 间

2020 年 8 月日午时

（酒店房费结算时间为 13：30）

付款方式 □银行转帐□现场刷卡 □现场交纳现金

发票信息

1、发票抬头： 4、帐号：

2、纳税人识别码： 5、单位注册地址：

3、开户行名称： 6、联系电话：

备 注
1、住宿费用由酒店开具。

2、培训费用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开具。

报名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邮箱：lij@cpttv.cn 电话：1870136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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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培训地址路线图

名称：海口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 72号

电话: (0898)66669906

乘车路线：

1. 美兰国际机场：

距酒店驾车 19 公里，约 31 分钟；

乘坐机场巴士 1号线至省琼剧院，换乘 211 路或 8路公交车至皇马假日酒

店公交站下车，步行 486 米到达海口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2. 海口东火车站：

距酒店驾车 10.1 公里，约 20 分钟；

步行 531 米至山高村口公交站，乘坐 56 路公交车前往凯顿大酒店公交站下

车，步行 1.4 公里，到达海口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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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327 米至海口高铁东站公交站，乘坐 11 路公交车前往青年路口公交站

下车，步行 1.9 公里，到达海口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3. 美兰火车站：

距酒店驾车 19.9 公里，约 33 分钟；

步行 59 米至美兰机场公交站，乘坐 41 路快线至龙舌坡路口公交站下车，

步行 425 米至东湖公交站换乘 32 路公交车，前往铭德美景苑公交站下车，步行

718 米到达海口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8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