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全国核物理大会
第二轮通知
（2019 年 6 月 8 日）
中国核物理学会研究决定，第十七届全国核物理大会暨第十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8-12 日在湖北武汉举行。受中国核物理学会委托，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
学与技术学院，夸克与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粒子物理研究所）及华南师范大学将
联合承办本次会议。会议诚挚邀请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其它相关单位的核科技工作者与
会交流和探讨核物理及核技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及进展。会议将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做大会报
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组织
顾问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主席：沈文庆 张焕乔
副主席：叶沿林 马余刚 柳卫平 肖国青 陈东风
委员：王恩科 王铁山 方德清 叶邦角 任中洲 庄鹏飞 刘 昌 刘玉鑫 安 竹 许甫荣
孙伟力 吴宜灿 邹冰松 张丰收 陆景彬 周代翠 孟 杰 赵 强 赵玉民 徐瑚珊 黄 梅 彭太
平 蒲 钔
地方组织委员会
主任： 王恩科（华南师大），周代翠（华中师大）
委员：王倩，毛亚显，李衡讷, 刘峰，邢宏喜，许怒，罗晓峰，张本威，张汉中，张
晓明，周代梅，侯德富、施梳苏，秦广友，殷中宝，裴骅
秘书：马亚，袁强
二、会议主题
1.核结构和高自旋态物理
2.放射性核束和核天体物理
3.低中能核-核碰撞
4.聚变和裂变动力学
5.超重核合成与反应机制
6.不稳定核反应和核结构
7.强子物理
8.核物质状态方程与对称能
9.中高能核物理

10.强作用相变
11.量子色动力学
12.加速器和核探测仪器及制靶技术
13.核技术应用和核反应堆物理与材料
14.其它核物理及和技术相关领域
三、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
会议地点： 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
日程安排： 10 月 8 日，全天报到
10 月 9 日，上午大会报告，下午大会报告
9 日晚上，召开新一届理事会和常委会
10 月 10 日，上午分会报告，下午分会报告
10 月 11 日，上午分会报告，下午大会报告及总结
10 月 12 日，专题讨论、参观华中师大，会议结束
四、会议注册及缴费
本次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科学会堂举行，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会议收取注册费。

会议注册：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9 月 15 日前在大会网站
（http://cnpc2019.ccnu.edu.cn）注册报名。

注册费标准：正式代表每人 1500 元人民币， 非在职研究生每人 1000 元。
缴费方式：线上（银联、微信和支付宝）支付、银行汇款、现场支付。
开具发票：由“武汉企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代理收取注册费并开具发票。
五、报告摘要
1. 投递报告摘要：报告摘要通过大会网站（http://cnpc2019.ccnu.edu.cn）中的报
告内容摘要链接（https://indico.ihep.ac.cn/event/9872/）进行提交。摘要截稿日期：
2019 年 8 月 20 日。
2. 报告选取：核学会将从参会者投递的内容摘要中挑选确定会议报告。
3. 摘要格式：请按照投递摘要链接网站格式要求投递您的摘要。一般不超过 1 页 A4
纸的篇幅。组委会将收集整理会议报告摘要集，并提供给参会者电子版。
4. 会议设立墙报分场，墙报尺寸初步定为：宽 85 cm，长 120cm，竖版。墙报由
参加会议人员自行携带。
5. 报告和墙报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者应妥善处理好知识产权问
题，请作者单位负责相关审查。

六、会议论文集出版
本次会议论文集将在中国核物理学会会刊《原子核物理评论》(Nuclear Physics
Review，NPR) (http://www.npr.ac.cn)上以专刊形式发表出版，占正刊一期，审稿标
准同正刊标准。该刊是我国核物理及核技术领域的代表性核心期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的选取具体由中国核物理学会根据报告内容和编辑部根据审稿情况共同确定。原则上
将发表所有的大会邀请报告论文和“胡济民教育科学奖”获奖报告论文及部分分会报告论
文。出版后每位代表赠送专刊文集一本，由大会会务组统一邮寄。会议报告论文的稿件要
求、论文模板及注意事项见“会议论文集出版”栏目链接及其附件。
六、宾馆预订
1. 向会议代表推荐如下四个宾馆供选择并请自行预定：
（1）华师大桂苑宾馆。位于华师大校园东区，150 间房。其中，标间 110 间，338
元/天；单间 40 间, 328 元/天。通过网上注册时选择“是”进行预订。
（2）君宜王朝大酒店。位于华中师大北大门斜对面 200 米，100 间房。豪单 370
元/天，标间 420 元/天，行单 470 元/天，自行预订。可拨电话（18971696551）或发
短信报会议名称（全国核物理大会）预订。
（3）雄楚国际大酒店。位于华中师大校园南 500 米，约 80 间可预订房。单间 488
元/天，自行预订。可拨打经理电话（手机：13638661542）或发短信报会议名称预订。
（4）虎泉卓越假日酒店。位于华师东门街道正对面，约 80 间房可预订。宾馆目前
暂不给团队承若预定，因 2019 年 10 月在武汉的国际军运会房间会有所涨价；但可以自
行从携程网上预订。请参会者抓紧尽早预定，越早越好！
七、抵达华师大及周边宾馆交通

抵达华师大北大门、华师大桂苑宾馆及君宜王朝大酒店有如下线路：
1. 武汉天河机场—>华师大：从机场乘地铁 2 号线约 75 分钟直达华中师大北大门
附近的广埠屯地铁站下车, 从 A 口出站步行 200 米到达华师大北大门；
2. 高铁武汉火车站---->华师大：从高铁站乘地铁 4 号线至中南路转 2 号地铁线到
达华师大北大门；
3. 汉口火车站---->华师大：从火车站乘地铁 2 号线直达华师大北大门；
4. 武昌火车站---->华师大：从火车站乘地铁 4 号线到中南路转地铁 2 号线到达华
师大北大门。

抵达虎泉卓越假日酒店：可借助上述 2 号地铁线直达虎泉站下车，出站后步行 300
米到达宾馆；

抵达雄楚国际大酒店：可借助上述 2 号地铁线在广埠屯车站下车出站后，乘出租车 2
公里到达；在武昌火车站下车的代表，也可乘公交汽车（路）抵达雄楚国际大酒店。

乘出租车：华师大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珞喻路 152 号，距武汉天河机场约 46 公里，乘
出租车约 140 元；从武汉火车站乘出租车到达华师大约 45 元；从汉口火车站乘出租车到
达华师大约 80 元；从武昌火车站乘出租车到华师大约 30 元。华师大内有校园车，可在
师大北大门口乘校园车（支付宝或微信 2 元）去桂苑宾馆（也可去会场--科学会堂）。
本次会议不安排订票与接车服务，请参会者提前安排行程，自行前往宾馆和会议地
点。
八、抵达会场步行线路
（1）住华师大桂苑宾馆距会议地点科学会堂约 3 分钟步行路程；
（2）住君宜王朝大酒店的代表，步行 200 米进华师北大门，乘校园车（2 元）或步
行 10 分钟可到达科学会堂；
（3）住雄楚国际大酒店的代表可从宾馆内部的湖北省园林局先向北—>再向东—>
再向北进华师大东南门，再继续朝北步行 12 分钟左右到达科学会堂。
（4）住虎泉卓越假日酒店的代表，穿过宾馆南侧天桥，进华师东门步行 300 米，再
向北上坡步行 5 分钟到达科学会堂。
九、武汉市交通图及景点图链接
武汉市地图、地铁图及景点（黄鹤楼、归元寺、楚城、东湖绿道、楚河汉街等）查
询链接（http://map.wh.bendibao.com/）及会议网页栏目“会议指南”中的“交通”和
“地图”链接查询。详见网页。
十、会务组联系信息
大会会务组联系人：马亚 电话：027-67867975，15527890078
袁强 电话：027-67866765，13125173179
裴骅 电话：027-67867995，15623875370
会务电子邮件: cnpc2019@mail.ccnu.edu.cn
通信地址：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华中师范大学粒子物理研究所
邮编： 430079
中国核物理学会
华中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代章）
2019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