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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网撇,,/l萸

则将被退回。

№rm B扌i:f

统各地区有关疫带防拄要求对出囤 〈境)参加
员进行严格管理,佥会人员应事先了粹并严袼
规、旅行限制以及疰帝防拄有关要求吕

程与倪康怙况报告我司,出 国 〈坎)前两月内
∶,以及出日 (扌)前出现发热等症状的,停止

后两月内,按Ⅲ田际合作活动甘瑾系统中的格
中提变加盍公章的总结报告 (合可编辑版冫。

⒒带但田故不能出席会议的人员,应主动古知

司跚 雠 儿
  卸

笠 发 日期:2020年 7月 z9日

邀请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 (lAEA)括动通知单

发出单位 国家原子能巾枘 国m驯 词   | ~苎 l巴~_
公司产刂k丌发与国际合作部、中国广核集lJ+l有

皖删际合作局、清华犬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

的进展培训讲习班

按收单位
中同核工业集团有限

刊办公室、中国科学

活动名称 离子束技术及其应川

EVTI905178活动编号

活动地点 苋罗地亚 萨格勒布

鼾{￡∶1踹湍费用来源 机构资助

报名截止

日  期
2090午 8月 26日

随附通知
或 文 件

IAEΛ 逦知

推名提交
材  料

请登陆中国国象原子能机构国际合作活动管胛系统官网进行网撇 ,

地址:hjll:俯 as,C出 ea:ε尘y靼。请按照以下要求提交材料,否则将袖
1,眸位推荐函 (加盖单位公章)

2^IAEA活动JK名 表 (FQrⅢ A必填:如提交论文,诘埚叮№rm B

签宇;如 屮请资助,请填写Form c并手签字)

联系人

高加讵  电话:O10-88581469 仕真 :OlOˉ88sg1516

电 子 邮 件 :j鸭 aOJae∶L@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卑成路甲八号 C邮编:100048〉

备 注

1.各有关革位应按照各系 求对出囤 〈境)

囡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人员进行严格管理,佥会人员应事先了粹并
过守主办国有关括#法讯、旅行限制以及疰帝防拄有关要求吕

2.旁会人员出访前应将杼程与倪康怙况报告我司,出 国 〈坎)前两l

有确掺
`牡

似病例接扭史,以及出日 (扌)前出现发热等症状的,

执行出访任务|

B。童会人员应于活动结柬后两月内,按Ⅲ田际合作活动甘瑾系统中
式和内窑要求,在系统中提变加盍公章的总结报告 (合可编辑版

4,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Ⅱ带但田故不能出席会议的人员,应主动‘

国际原子托机枸并抄送我司与{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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絷觏镒3宀钅盥击￡髭茹Ⅱ谎P忍%罕而:m啁伽w吡 h呱唧

以西诂捃引扌△VTll9t犭 178

盅拟推扌J分村1:(艹裆 I)加00泛 J6s9/ag,ii

网际搽刂能枳J构 (原于能相‘构)秘书处向尿子能机构各成皿围致蒽,并牝十川L批

请注崽将十 9】1Ξ0年
"月

肿 日至 12月 刂日扛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举办的离子絮技术及其

戽用的避展培训讲习班 (以 }称
“
插动

”
)。

迭次沿助的凵的是提供离于浓分析技术的使用和各种应l+l的 实ll/Th操作焙训 "

随附
“
资料单

”
提钅1这次活动的进¨步详怙。

这狄淅动将使丿丨J英义。

请各成员圄指派一帛或儿名叠加骈代表玫府舍加迭狄活动。大力臌励桥成员田l猢

定合遇的女性参加者。

蓐廿觯机构¨股不腴批参加者参加浠动的并旅费和其他费渊。佃原子能机构1刂

ˉ
艾

酉Ⅱ啊llK资盘,川干帮助艾付某些参力Π芾的参加贽用。椹捎具体巾诮避‖可向娜个N家

的¨̈名軎加i扦提供此种援助,条件是胛了能机构认为该参加渐将为这次埘动fllm出 碓肼

贡献。财政雄助中情应在指派查加帝时利用随附的
“
补助金中请裴

”(c裴 )提出。

应汴崽,原子能机构对个人财产遭受的任何损坏或损火概不赔偿。雕了黼棚‘构忸

不向原f能机构汛动的奎加若提供健康保险。囚此,个人应儆私人保险圭刂1卜 。忸姓 ,

原甘眦机构将就明显凶为烁
·
r能肛1构工作而引起的薯敝和琐摘拙侈1做险。

炫不遮于⒛90年 9月 4日 川J随附
“
旁加屮谢表

″(A救 )将拍派名姆迪过囡家上髀

当肋 (外交邮、常驻原亍能机构代裴田或国家原了毹机掏)搌交尿亍能机构。埚呵
°
l:

成井扒弭批准的
“
釜加中靖求

”
应油过电子邮件发送吓:Q蜘

"。

拟蚺l幽l脯轧~槲,或趟

过侉真发送至:+031zsθ 07(啸鞴Ⅱ更拷贝)。 斟l秫应硬过巾‘了邮件投送至这次沾劫的科

学秘书核科学刷应用i刂 物理学利l化学科学处 sot"os曲舶Ⅲpoul渊 先⒋ (咄廿惴柏 :

靶曲峨酗吲则睡四匦坠型妒 和秆nkw书 M岫肘n ΥG△n叩女I丨

·丁(电于倍柿:M。Y妯W潮溅1,¤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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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收到弼武指派躬单,达狄浠动的科学秘书将酌怙就进 ∷步的女排 (包弼避旅详

怙)与参力u瓒苴搔联系。

J虬外,苫各围政府还希颦指派一钒或几名观察员协助所指弧的参加者莳向共摁社1

咨询,则诫诮仵上述H期之iI将任币I此类珊察焚的姓名和详细联系资料逦知原于酏机

构由椎掂既定桃州,种望备凼政府承担其可能JR出 参加原f能机构活动的仟们观缧皿

的参加攒Ill。 原∫能机构时观祭员个人财产逋受的仟何损坏或损失,或在热前钳孪力Ⅲ

膘屮能机构活动的旅途中发∫tⅠ 的或与参加赇子能机拘活动有关的丿欠瞄、仍粥或死 l、 :概

茅蚺偿。

围肋1原带能机构秘书处借此机会再次向抹于能机构各成员因盥以跟球南的敬总.

202()轩i7月 28Π

附件 (仅以燕文印发): 资料革

豁加中濡表 (A衷 )

论义提艾抉 (B教 )

补助:龠 屮诂表 (C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