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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热忱欢迎您参加由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主办，北京科技大学与清

华大学共同承办的2016年度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传热传质学术会议

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传热领域项目进展交流会议。现将有关本次会议

的相关通知与要求等综合如下，敬请关注。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6 年10月21日-10月23日 

会议地点：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8号） 

二、会议费用 

参会人员缴纳会议注册费，见下表。参会人员往返交通及会议

期间的食宿费用自理。 

 学生 教师 基金汇报人员 陪同人员

9月30日前 1000元 1500元 1700元 1000元 

10月1日后 1100元 1600元 1800元 1100元 

由于本次会议参会人数较多，为减少报到现场等待时间和提前

开具会议费发票，请参会人员采用银行汇款方式支付注册费，汇款

截止日期为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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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预订 

为确保与会代表的住宿安排，敬请各位参会代表于9月18日前将

住宿回执发送至邮箱liuxf@ustb.edu.cn，未按时回执的与会者可能

无法保证北京会议中心住房，请在周边自行预订住宿。给您造成的

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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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尊敬的先生/女士： 

2016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传热传质学术会议定于2016年10月

21日-10月23日在北京召开。欢迎届时参加，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 会议内容 

1、特邀大会报告；2、基金项目交流报告；3、分会场报告；

4、展板介绍；5、专题报告。 

二、 时间安排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0月21日 

（星期五） 
全天报到 

10月22日 

（星期六） 

开幕式、大

会报告 

分会报告、展

报、纳米尺度传

热专题研讨会 

火积理论

的争议与

展望 

10月23日 

（星期日） 

分会报告、

展报 
分会报告、展报 离会 

三、会场及报到地点 

本次会议会场、报到地点及食宿地点均安排在北京会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8号， 010-8490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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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务组信息 

注册 陈群 
Email:  

chenqun@tsinghua.edu.cn 

电话：

13810658679 

会务 冯黛丽 
Email: 

 dlfeng@ustb.edu.cn 

电话：

13466760738 

基金 邱琳 
Email:  

qiulin@ustb.edu.cn 

电话：

13811289079 

会场 黄志 
Email:  

zhihuang@ustb.edu.cn 

电话：

13522511557 

住宿 刘晓芳 
Email:  

liuxf@ustb.edu.cn 

电话：

15210567069 

会议

邮箱 
info@heatmasstransfer.cn  

会议

网站 
http://www.heatmasstransfer.cn/portal/ 

 

五、会议地点及乘车路线 

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会议代表自行前往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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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会议中心： 

1.机场大巴中关村线（3 站，小营站下车）→步行 140 米至惠新西桥

站→430 路/464 路（3 站，辛店村站下车）→步行 1.6 公里到达，全

程约 1.5 小时； 

2.打车约 72 元，全程约 3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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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北京会议中心： 

1.地铁 2 号线（5 站，雍和宫站下车）→换乘 5 号线（5 站，大屯路

东站下车，B1 出口）→步行 70 米至地铁大屯路东站→569 路（4

站，北京会议中心站下车），全程约 50 分钟； 

2.打车约 60 元，全程约 3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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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北京会议中心： 

1.地铁 7 号线（8 站，磁器口站下车）→换乘地铁 5 号线（12 站，

大屯路东站下车，B1 出口）→步行 70 米至地铁大屯路东站→569 路

（4 站，北京会议中心站下车），全程约 1 小时 10 分钟； 

2.打车约 67 元，全程约 5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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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站-北京会议中心： 

1.地铁 14 号线（3 站，蒲黄榆站下车）→换乘地铁 5 号线（14 站，

大屯路东站下车，B1 出口）→步行 70 米至地铁大屯路东站→569 路

（4 站，北京会议中心站下车），全程约 1 小时 10 分钟； 

2.打车约 82 元，全程约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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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站-北京会议中心： 

1.地铁 2 号线（4 站，雍和宫站下车）→换乘地铁 5 号线（5 站，大

屯路东站下车，B1 出口）→步行 70 米至地铁大屯路东站→569 路

（4 站，北京会议中心站下车），全程约 1 小时； 

2.打车约 43 元，全程约 3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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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费用 

一、会议注册费 

本次会议代表及陪同人员的注册费用为： 

 学生 教师 基金汇报人员 陪同人员 

9月30日前 1000元 1500元 1700元 1000元 

10月1日后 1100元 1600元 1800元 1100元 

注： 

1.每篇论文至少需要一位作者注册才能在会议上发表。 

2.通过缴纳注册费，参与人员可获得会议手册、论文摘要集、会议电

子论文集等会议资料各一份，并可参与会议内容及相关活动。 

二、付款方式 

由于本次会议参会人数较多，为减少等待时间和现场开具注册费

发票，请采用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注册费，支付账号如下： 

 

注意事项: 

(1)  此银行账号为清华大学的公用账号，因此为了保证汇款的有效

户名：清华大学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4509089131550 

纳税人识别号：1101084000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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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请务必在汇款附言中注明“031+第一位作者姓名+论文编号

后三位+HC”，例如：031张三101HC。 

(2)  请各位与会者在汇款结束后，将汇款或转账凭证扫描后在“论

文投稿系统”中进行参会注册。并请保留与携带汇款凭证至会

场，以备不时之需。注意银行手续费自理，否则需现场补足。 

(3)  不缴纳注册费的论文，会议不安排口头报告和展板交流，不提

供会议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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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住宿 

2016年传热传质学术会议将于2016年10月21日-10月23日在北京

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8号， 010-84901668）举行。

由于会议期间北京会议中心酒店较紧张，为了确保与会代表的住宿，

请拟住宿北京会议中心酒店的参会人员9月18日前将附件2的住宿预

订回执发至liuxf@ustb.edu.cn邮箱。拟住宿北京会议中心周边酒店

的参会人员请自行联系酒店预订，会务组不提供预订服务。 

 

具体说明如下： 

1. 如需要入住北京会议中心酒店，请按时返回回执，由于房间数目

和房型有限，北京会议中心客房部会按照会务组根据参考回执统

计情况预留。 

*房型与房价（会议价）： 

九号楼标间自费房价： 520 元/间（含早） 

九号楼行政间自费房价：700 元/间（含早） 

九号楼套间自费房价：1000 元/间（含早） 

四、五、六号楼标间自费房价： 420 元/间（含早） 

三号楼标间自费房价： 360 元/间（含早） 

五、六号楼行政间自费房价：600 元/间（含早） 

三、四、五、六号套间自费房价：800 元/间（含早） 

 

会议大多集中在报告厅和九号楼，房型安排以到会办理入住时

间先后顺序来定，未按时返回回执的与会者将难以保证入住北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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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心的酒店，还请见谅。 

 

 

2. 北京会议中心附近的酒店位置及价格，见下表及下图（请自行联

系酒店预订）。会务组不提供酒店与会议地点的接驳车，请与会

者自行前往参会地点。 

酒店 
距会议中心直

线距离 

参考价格（元） 

注：十月旅游季价
格可能上浮 

如家快捷酒店 0.72km 207 

奥北大酒店 0.83km 172 

巴渝宾馆 0.88km 336 

北京航空城宾馆 0.91km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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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世名流酒店 1.26km 574 

立根酒店 1.34km 319 

 

3. 请入住相应酒店时自行办理登记、缴纳住宿费用等手续，会议注

册时会务组不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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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2016传热传质学术会议住宿回执 

(请9月18日之前发送至liuxf@ustb.edu.cn邮箱) 

姓名  性别  单位  

论文编号 
 

手机  Email  

北京会议

中心住房

要求 

____号楼，____标间，____单间，____套间 

是否可以合住：□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