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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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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通知（第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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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

办、广东工业大学承办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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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质领域项目进展交流会议。根据学会

安排，结合当前国家和广东疫情防控要求，本次会议将以线下+线上同

步进行的方式举办。会议现场人数不超过 800 人，线上人数不限。 

会议相关通知与要求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11 月 29 日。会议地点：广州白云

国际会议中心（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 号）。 

二、会议形式 

基金汇报、特邀大会报告、分会场邀请报告、候选优秀论文报告

以线下会议的形式进行。特邀大会报告、分会场邀请报告、候选优秀

论文报告在线上平台同步直播：现场使用腾讯会议开设网上会议室，

现场视频连接到腾讯会议和直播平台，向远程参会者直播，实时显示

远程参会者情况，专人负责协助沟通现场与远程参会者，实现线上线

下互动。张贴报告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张贴报告的图片、

视频等在云展厅中展示，远程观众、作者和其他观众可进行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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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参加线下会议的张贴报告同时在现场和云展厅中展示。 

会议时间安排见下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1 月 27 日 

（星期五） 

全天报到 

基金进展汇报及基金展报（13:30~18:00）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开幕式、大会报告 

分会报告、青年优秀论

文报告、展报 
 

11 月 29 日 

（星期日） 

分会报告、青年优秀论

文报告、展报 
分会报告、展报 

晚宴 

闭幕式 

11 月 30 日 

（星期一） 
代表离会 

三、会议注册 

线下会议优先保障教师注册，在各参会单位人数平衡的基础上，

学生按先注册先安排原则参加线下会议。为给各位参会代表提供更加

周到的服务，请务必于 10 月 8 日前填写注册信息（参见链接和二维码，

联系人：莫松平、杨智，电话：15989112962、18011886871），承办

方将根据注册信息统计结果通知参会代表参会和缴费方式。给您造成

的不便，敬请谅解！ 

https://docs.qq.com/form/page/DY0Z0clZuT0VLdkhG?_w_tencentdoc

x_form=1 

https://docs.qq.com/form/page/DY0Z0clZuT0VLdkhG?_w_tencentdocx_form=1
https://docs.qq.com/form/page/DY0Z0clZuT0VLdkhG?_w_tencentdocx_for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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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缴纳会议注册费标准见下表。参会代表往返交通及会议

期间的食宿费用自理。 

参会形式 时间 学生 教师 基金汇报人员 陪同人员 

线下会议 

10 月 31 日前 1500 元 2000 元 2300 元 1500 元 

10 月 31 日后 2000 元 2500 元 2800 元 2000 元 

线上会议 / 500 元 500 元 / 500 元 

 

注： 

1. 一篇论文须至少一位作者注册，且一篇论文最多只能一位学生代表

线下注册（教师代表不限），线上注册人数不限。 

2. 同期参加传热传质年会的基金汇报人员只需按基金汇报人员参会

标准缴纳注册费即可。 

3. 考虑到线下会议人数限制及避免参会人员报到现场聚集，将采用在

线支付方式支付注册费。 

四、住宿预订 

本次会议举办地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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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 1039-1045 号，020-88800888）。会议协议住宿酒店为广州白云国

际会议中心酒店（会场酒店，020-88800888），因周边酒店距离会场

较远，建议预订协议酒店。请参会代表尽早预订，预订较晚将不能保

证预订到指定房型，或不能入住到协议酒店，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

谅解。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广州市白云大道南 1039-1045 号，

020-88800888） 

 高级大床房：450元/间/天（含单早） 

 高级双床房：450元/间/天（含双早） 

 高级套房：1080元/间/天（含单/双早） 

为给各位参会代表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请各位参会代表务必于

10 月 8 日前在线上填写参会回执。 

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2020 年 9 月 23 日 

根据酒店防疫要求，本年度房间预订不再采取会

务回执预约、现场缴费入住的方式。请参会代表直接

通过二维码订房（支持信用卡担保）。如因故不能参

会，可直接在微信取消预订。谢谢您的合作！ 

客房预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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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到达会议地点的主要交通方式及乘车路线 

 乘高铁动车到广州南站的参会代表，因距离较远，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会场（广州南站-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1. 站内步行 179 米→至地铁 2 号线“广州南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白云文化

广场站”下车，C 出口出站）→沿云城中二路步行 180 米至人行道→穿过

人行道后，沿运城东路往北方向直行 200 米可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2. 可选择乘坐出租车抵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全程总距离大约 39.4 公里，

耗时约 53 分钟，车费约 1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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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火车到广州站的参会代表，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会场（广州站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1. 站内步行 569 米→至地铁 2 号线“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白云文

化广场”站下车，C 口出站）→沿云城中二路步行 180 米至人行道→穿过

人行道后，沿运城东路往北方向直行 200 米可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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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行 532 米→至“广州火车总站”公交站台，搭乘 529 路公交车（“白云国

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沿白云大道南辅路往南方向走 70 米→路口右转，

步行 140 米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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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行 637 米→至“人民北路（站南路口）”公交站台，搭乘 38 路公交车（“白

云国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沿白云大道南辅路往南方向走 70 米→路口

右转，步行 140 米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4. 可选择乘坐出租车抵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全程总距离大约 7.1 公里，

耗时约 20 分钟，车费约 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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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火车到广州东站的参会代表，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会场（广州

东站-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1. 站内步行 104 米→至地铁 3 号线（北延段）“广州东站”乘坐地铁 3 号线

（“嘉禾望岗”站下车）同站换乘至地铁 2 号线“嘉禾望岗”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白云文化广场”站下车，C 口出站）→沿云城中二路步行 180 米

至人行道→穿过人行道后，沿运城东路往北方向直行 200 米可到达白云

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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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内步行 68 米→至地铁 1 号线“广州东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公元前”站

下车）同站换乘至地铁 2 号线“公元前”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白云文化

广场”站下车，C 口出站）→沿云城中二路步行 180 米至人行道→穿过人

行道后，沿运城东路往北方向直行 200 米可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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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站内步行 425 米→至地铁 3 号线（北延段）“广州东站”乘坐地铁 3 号线

（“永泰”站下车，B2 口出）→步行 163 米→至“永泰新村”公交站台，搭

乘 864 路公交车（“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沿白云大道南辅路往

南方向走 70 米→路口右转，步行 140 米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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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广州东站出站口出站后，沿林和西路往西北方向步行 800 米，路口右

转→进入禺东西路，直行 100 米，路口右转→进入广园东路，直行 200

米，穿过人行道，沿广园东路往东方向直行 100 米→至“省军区”公交站

台，搭乘 B18 路公交车（“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沿白云大道南

辅路往南方向走 70 米→路口右转，步行 140 米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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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行 297 米→至“广州火车东站总站”公交站台，搭乘 841 路公交车（“体

育花园”站下车）→沿运城东路往北方向步行 423 米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

心。 

 
6. 可选择乘坐出租车抵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全程总距离大约 7.1 公里，

耗时约 20 分钟，车费约 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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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飞机到白云机场的参会代表，因距离较远，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

往会场（白云机场-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1. 航站楼内步行 1 公里→至地铁 3 号线（北延段）“机场南（1 号航站楼）”

乘坐地铁 3 号线（“嘉禾望岗”站下车）同站换乘至地铁 2 号线“嘉禾望岗”

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白云文化广场”站下车，C 口出站）→沿云城中

二路步行 180 米至人行道→穿过人行道后，沿运城东路往北方向直行 200

米可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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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站楼内步行 1 公里→至地铁 3 号线（北延段）“机场南（1 号航站楼）”

乘坐地铁 3 号线（“永泰”站下车，B2 口出）→步行 163 米→至“永泰新

村”公交站台，搭乘 864 路公交车（“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沿白

云大道南往北方向走 50 米→路口左转进入辅路，沿辅路步行 140 米到达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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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站楼内步行 1 公里→至地铁 3 号线（北延段）“机场南（1 号航站楼）”

乘坐地铁 3 号线（“永泰”站下车，B1 口出）→步行 600 米→至“丛云路

（泰兴路口）”公交站台，搭乘 424 路公交车（“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站下

车）→沿白云大道南往北方向走 50 米→路口左转进入辅路，沿辅路步行

140 米到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4. 可选择乘坐出租车抵达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全程总距离大约 30.1 公里，

耗时约 49 分钟，车费约 10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