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三届年会
暨 2014’
2014’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
（第三轮通知）
轮通知）
尊敬的各位特邀报告代表：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出席于 2014 年 11 月 5-8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宾馆
金牛宾馆
召开的，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主办，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四川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联合承办的“纳
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三届年会暨 2014’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
，并作特邀报告。
因会议在即，现将有关会议的详细信息提示如下，以供您提前安排行程：
一、报到时间：
报到时间：2014 年 11 月 5 日全天
二、报到地点：
报到地点：成都市金牛宾馆迎宾苑总服务台
成都市金牛宾馆迎宾苑总服务台（
大礼堂对面）
迎宾苑总服务台（大礼堂对面）
三、会议注册费：
会议注册费：
特邀代表需缴纳注册费 1600 元（人民币）/人，包括参会、资料、自助餐、茶歇、
晚宴等；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会员凭会员证及最新缴费卡可优惠至 1400 元/人；非会员也
可在报到时现场填写入会申请表加入纳米科学技术分会并享受以上优惠（需按会费管理
规定现场缴纳会费）；
在读研究生需缴纳注册费 800 元／人，包括参会、资料、自助餐、茶歇等；学生代
表注册时请出示学生证原件（注：因注册费较低，学生代表若有意愿参加 11 月 7 日的
大会晚宴，请于注册时额外按 200 元/人的费用补缴）
。
四、会议住宿：
会议住宿：
会务组已为全部特邀报告代表预留了酒店标间（大床单人间或双床单人间）
，不用再
自己预定，报到时将给每位特邀代表提供 1 间住房，费用自理。如有特殊需求，请直接
与会务组联系。
对于特邀代表组上其他参会的老师或学生，会务组联系好了金牛宾馆、郦湾国际酒
店及金牛山庄宾馆相应数量的房间，各宾馆详细信息详见附件 1。请根据各自的出行安
排，按照附件 1 中的联系方式于规定时间内与宾馆联系预定房间，费用自理。
说明：
说明：会务组已与各住宿宾馆联系好所有预留房间，预定时，请务必告诉相应宾馆
为“11 月 5 日纳米会议用房”。
五、会议接送
会议接送：

本着节约的原则，本次会议将不安排单独的接送车辆，请各位特邀报告参会代表自
行前往金牛宾馆报到。如有特殊要求，请您务必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成都各火车站和机场至金牛宾馆的乘车信息及交通图见附件
。
成都各火车站和机场至金牛宾馆的乘车信息及交通图见附件 2。
六、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说明：
1、为方便特邀报告代表现场报到请您在现场报到时直接到特邀报告代表签到处签名
报到。
说明：您领取的资料袋中放入一份针对您个人在会议期间重要活动的说明和时间表，
敬请届时关注！
2、因会议报告时间有限，除您的特邀报告和已通知的口头报告外，其他全部投稿均
已被接受为墙报，墙报尺寸为 120 × 90 cm（高×宽）；墙报展厅地址
展厅地址设在大礼堂门厅
大礼堂门厅。
展厅地址
大礼堂门厅。
会议拟设立优秀墙报奖，
会议拟设立优秀墙报奖，在会议闭幕式颁发；
在会议闭幕式颁发；特别提
特别提请各位墙报代表在 11 月 6 日下午
19：
：30-21：
：30 在自己墙报前讲解，
在自己墙报前讲解，以便优秀墙报
以便优秀墙报的评选
墙报的评选。
的评选
最新消息及大会日程
最新消息及大会日程请参照会议网站
及大会日程请参照会议网站：
请参照会议网站：http://www.scsbme.org/nano2014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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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酒店信息及订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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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各火车站和机场至金牛宾馆的乘车信息及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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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酒店信息及订房流程
各酒店信息及订房流程
1.成都市金牛宾馆
1.成都市金牛宾馆（
成都市金牛宾馆（大会会场所在地）
大会会场所在地）
宾馆房间及价格：
房型

价格

东苑、西苑单间

21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迎宾苑单间

30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东苑、西苑标间

30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芙蓉楼标间

40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东苑、西苑套房

60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芙蓉楼套房

120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以上房价为 11 月 1 日之前预订的价格
订房流程及注意事项：
1、自助选择房型，可与宾馆方面沟通。
2、填写完整《金牛宾馆预订信息表》(见会议网站首页“下载中心”)，发送至梁静的
QQ 邮箱，收到确认回复后表示订房成功。
3、通过此途径订房可享受会议优惠价，其他途径不享受这个优惠。
4、如因特殊情况需取消订房，必须在 11 月 1 日之前联系梁静。
5、11 月 1 日之后的会议订房请自行与金牛宾馆联系，价格不享受优惠。
联系人：梁静
联系电话：028-87306149

手机：18982038791

QQ:554383286

2.成都郦湾国际酒店
2.成都郦湾国际酒店（
成都郦湾国际酒店（距大会会场 2.6 公里）
公里）
宾馆房间及价格：
房型

价格

单间

33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标间

33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以上房价为 10 月 15 日之前预订的价格
订房流程：
1、请拨打 028-65101075 或直接联系营销经理丁秀云预订，订房时说明是参加“中国微
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三届年会暨 2014’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
用房，姓名、预订房间数及入住天数。
2、客人到达酒店后到总台凭二代身份证办理入住手续。
订房联系人：丁经理

联系电话：18628255863

3.成都金牛山庄
3.成都金牛山庄（
成都金牛山庄（距大会会场 1.6 公里）
公里）
宾馆房间及价格：
房型

价格

单间

28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标间

28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豪华单间

350 元/间.天，含早，可免费上网

以上房价为 10 月 20 日之前预订的价格
订房流程：

1、请拨打 028-87509999 转总台或直接联系胡经理预订，订房时说明是参加“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三届年会暨 2014’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用
房，姓名、预订房间数及入住天数。
2、客人到达酒店后到总台凭二代身份证办理入住手续。
订房联系人：胡经理
联系电话：028-87509999

手机：15184436518

附件 2：
：成都各火车站和机场至金牛宾馆的乘车信息及交通图
1.成都市双流国际机场至金牛宾馆参考路线图

2.成都市火车北站至金牛宾馆参考路线图

3.成都市火车东站至金牛宾馆参考路线图

4.成都各火车站和机场至金牛宾馆的乘车信息

行程

乘车参考

双流国际机场
至金牛宾馆

全程约 27.6 公里，打车约 40 分钟，打车费用约为 74 元；
地铁、公交：先步行 110 米至成都市双流国际机场站——乘坐机场专线 2 号线，
在倪家桥下车（17 站）——步行 100 米至倪家桥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升仙湖方向）
，
在天府广场站下车（4 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
，在迎宾大道下车（9
站，D 出口）——步行 650 米至金牛宾馆。

火车北站
至金牛宾馆

火车东站
至金牛宾馆

全程约为 7.7 公里，打车约 15 分钟，打车费用约为 19 元；
地铁、公交：步行至火车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世纪城方向）
，在天府广场下
车（4 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
，在迎宾大道下车（9 站，D 出口）
——步行 650 米至金牛宾馆。
全程约为 25.3 公里，打车约 35 分钟，打车费用约为 67 元；
公交、地铁：步行至成都东客运站，乘坐地铁 2 号线（犀浦方向）
，在迎宾大道下
车（16 站，D 出口）——步行 650 米至金牛宾馆。
（全程约 5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