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件
钟标秘字〔2018〕30 号

关于召开钟表标准审查会和标准宣贯会的通知
各钟表标委会及其分委会的委员和观察员：
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鉴于 2018 年制修订钟表标准数量
多（总数 20 项）
、审查任务繁重的特殊情况，经与主任委员商议，定于
2018 年 09 月 11 日至 12 日在西安市召开钟表标准审查会，审查前期已完
成征求意见工作的以下 8 项国家标准和 5 项行业标准的送审稿及其相关
送审材料：
1. 国家标准制定项目《表壳体及其附件

金合金覆盖层

第 2 部分：纯度、厚

度、耐腐蚀性能和附着力的测试》
（计划编号：20172330-T-607）
2. 国家标准制定项目《表壳体及其附件

金合金覆盖层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计划编号：20172331-T-607）
3. 国家标准制定项目《指针式石英钟
4. 国家标准制定项目《钟表

走时精度》
（计划编号：20172463-T-607）

防震手表》
（计划编号：20172464-T-607）

5. 国家标准修订项目《计时仪器

手表机心的形状、尺寸和名称》
（计划编号：

20172465-T-607）
6. 国家标准修订项目《数码信息历》
（计划编号：20172466-T-607）
7. 国家标准制定项目《智能手表的术语、分类和定义》
（计划编号：20172467-T607）
8. 国家标准制定项目《机械手表机心的精饰要求》
（计划编号：20172469-T-607）
9. 行业标准修订项目《深色名贵硬木钟壳

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计划编号：

2017-1373T-QB）
10. 行业标准制定项目《具有摆轮游丝振荡系统的时钟》
（计划编号：2017-1414T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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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业标准修订项目《时间同步系统》
（计划编号：2017-1415T-QB）
12. 行业标准修订项目《指针、液晶数字式石英手表》
（计划编号：2017-1417T-QB）
13. 行业标准修订项目《钟机械式日历机构》
（计划编号：2017-1419T-QB）

此外，钟表标委会还将借此机会在 2018 年 09 月 13 日在西安市同一
会议宾馆召开 2018 年度钟表标准宣贯会，宣讲 2017 年和 2018 年批准发
布的以下 6 项国家标准和 7 项行业标准：
1. 国家标准 GB/T 22779－2017《液晶式石英钟》
2. 国家标准 GB/T 22780－2017《液晶式石英手表》
3. 国家标准 GB/T 33724－2017《钟表

评定石英手表精度的步骤》

4. 国家标准 GB/T 33725－2017《表壳体及其附件 耐磨损、划伤和冲击试验》
5. 国家标准 GB/T 36425－2018《表壳体及其附件

金合金覆盖层的颜色范围

和名称》
6. 国家标准 GB/T 36434－2018《复杂机械手表机心

万年历和打簧机构零部

件的名称》
7. 行业标准 QB/T 1986－2017《手表表盘》
8. 行业标准 QB/T 4055－2017《手表用金属陶瓷外观件》
9. 行业标准 QB/T 5031－2017《手表壳

金属按钮》

10. 行业标准 QB/T 5032－2017《手表带用连接件》
11. 行业标准 QB/T 5174－2017《表用高碳钢带》
12. 行业标准 QB/T 5175.1－2017《手表外观件佩戴环境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
13. 行业标准 QB/T 5175.2－2017《手表外观件佩戴环境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

化妆品试验》

此次标准审查会和宣贯会是钟表标委会的重要会议，所有委员和观
察员均需按时参加会议，因故不能参加者需书面请假并说明理由；委员
委托本单位其他代表参加会议的需在会上递交委员本人签字的委托书。
标准审查会送审标准文件电子版材料将在近期发给所有委员和观察员提
前审阅，以做好会前准备工作。
请在 2018 年 08 月 30 日前将填写的会议报名回执（见附件）以电子
邮件或传真形式发给标委会秘书处，以及时安排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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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务安排
1. 会议宾馆：西安宾馆
2. 宾馆地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58 号
3. 宾馆电话：029－87666666
4. 宾馆联系人：黄维先生，手机：18629038365
5. 秘书处联系人：陈斌，手机：15209185225
6. 报到日期：09 月 10 日全天
7. 标准审查会日期：09 月 11 日至 12 日
8. 标准宣贯会日期：09 月 13 日
9. 返程日期：09 月 14 日
至宾馆的交通：参见附件。
二、会议费用
标准审查会和宣贯会合计会议费 2000 元/人，不含住宿费。餐饮统一
安排，会务组协助安排住宿。会议宾馆协议价分别为 300 元/间/天（普通
标间，不含早）和 370 元/间/天（商务标间，不含早）
，早餐 20 元/人。
三、其他事项
1. 2018 年 09 月 10 日报到当天晚餐时将召开全体代表预备会，表决
并通过各审查标准的主审人，09 月 11 日将直接召开分组审查会。因此所
有参会代表请在 09 月 10 日 17:30 前到达会议宾馆。
2. 会议期间午餐为自助餐，晚餐均为桌餐。不参加会议晚餐的代表
请提前一天通知会务组。

二 O 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会议报名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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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议报名回执
单

位

邮编

通讯地址
姓 名

性别

住 宿

职务/职称

手机/传真

E-mail

普通标间合住 □

普通标间单住 □

商务标间合住 □

商务标间单住 □

10 日 □

11 日 □

12 日 □

13 日 □

注：请在所选项处打“”。

至宾馆的交通：
1）飞机：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至西安宾馆约 49 公里，有机场至西
安宾馆的直达大巴，线路为“机场

西安宾馆”，票价 26 元/人；乘出

租车，约 120 元。
2）高铁、动车：乘坐高铁、动车在西安北站下车，可乘坐地铁 2 号
线至“南稍门站”
，从 B 口出站，南行约 100 米即到西安宾馆；乘出租车，
约 50 元。
3）其他火车：乘坐 T、Z、K 等字打头的火车在西安站下车，距西安
宾馆 6 公里，可乘坐 603 路、14 路、610 路、229 路、239 路等公交至草
场坡站下车，北行约 50 米到达西安宾馆；乘出租车，约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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