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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工程热力学与能源

利用学术会议通知 

尊敬的       先生/女士： 

您好！ 

热忱欢迎您参加 2018 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工程热力学与能源利用学术会

议。本次会议由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 。 

会议兹定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5 日，在大连香洲花园酒店（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 171 号）举行。会议注册费为普通代表 1300 元/人，学生及

陪同人员 1000 元/人。会议无补助，食宿统一安排，费用由参会人员自理。 

 因本次会议参会人员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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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支付会议注册费，汇款账号如下： 

 

有意参会者请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ndxy@dlut.edu.cn，逾期将无法保证住宿安排。其他参会注意事项详见附件会议

指南。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主办） 

                                       大连理工大学（承办） 

                                           2018.08.30 

 

单位开户名： 大连理工大学 

单位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栾金支行 

单位开户账号： 212 015 019 1005 0000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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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手机  E-mail  

论文编号  

住房要求 

□ 大床房 1（单床、含单/双早），520 元/间，      间； 

□ 大床房 2（单床、含单/双早），400 元/间，      间； 

□ 大床房 3（单床、含单/双早），320 元/间，      间； 

□ 标准间 （双床、含单/双早），400 元/间，      间。 

（注：1.大床房 1 和 2 房型，数量有限，按回执先后顺序优先安排；2.若选择

标准间床位，请在“备注”栏中说明同住人员信息） 

注册类型 

□ 普通代表 

□ 学生 

□ 陪同 

是否已交注册

费（是/否） 
□ 是    □ 否 

注册费发票

信息 

发票抬头单位： 

单位税号： 

发票内容：CSET2018 会议注册费 

到会时间 月   日 离会时间 月   日 

注册费汇款

凭证 
汇款凭证照片或扫描件 

备注 （若同时参加基金交流会，请在此注明基金号） 



2018 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工程热力学与能源利用学术会议 

2018年 11月 2日-11月 5日 大连 

 3 / 8 

 

 

2018 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工程热力学与能源利用学术会议 

会议指南 

一、会议时间 

本次会议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5 日。 

日期 上午 下午 

11 月 2 日（星期五） 全天报到 

11 月 3 日（星期六） 开幕式、大会报告 分组报告，基金墙报 

11 月 4 日（星期日） 分组报告，基金墙报 分组报告，基金墙报 

11 月 5 日（星期一） 全天报退 

二、会议地点 

本次会议地点安排在大连香洲花园酒店，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 171

号。 

会场交通指南*： 

（1）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香洲花园酒店； 

地铁：地铁 2 号线，起点：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终点：人民广场；C 口出，

步行 670 米至酒店；全程约 50 分钟。 

出租车：约 13 公里，约 25 分钟，费用约 30 元。 

（2）大连北站——香洲花园酒店 

地铁：地铁 1 号线，起点：大连北站，至西安路站，换乘地铁 2 号线，终

点：人民广场；C 口出，步行 670 米至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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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约 17 公里，约 35 分钟，费用约 40 元。 

（3）大连站——香洲花园酒店 

地铁：步行 650 米至地铁 2 号线，起点：友好广场（D 口），终点：人民广

场；C 口出，步行 670 米至酒店；全程约 25 分钟。 

出租车：约 4 公里，约 15 分钟，费用约 13 元。 

*以上交通路线参考自百度地图。 

三、会议注册费 

本次会议代表及陪同人员的注册费为： 

身份 普通代表 学生 陪同人员 

注册费 13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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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账户信息如下： 

 

 

 

 

注意事项： 

（1）汇款附言中请注明文章编号和作者姓名，格式参照“CSET2018-文章

编号-姓名”，如是多篇论文、多位代表一起缴费则为“CSET2018-文章编号 1，

文章编号 2…-姓名 1，姓名 2…”； 

单位开户名： 大连理工大学 

单位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栾金支行 

单位开户账号： 212 015 019 1005 0000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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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各位与会者在汇款结束后，将汇款或转账凭证扫描后连同会议回执

一起发送到邮箱 ndxy@dlut.edu.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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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缴纳注册费的参会者，会议概不安排食宿，且不安排论文作口

头报告、展板交流及论文集收录等。 

四、会议住宿 

本次会议会务组联系了会场所在的大连香洲花园酒店为参会代表提供住

宿，供选房型与住宿标准分别为： 

大床房 1（单床、含单/双早），520 元/间；  

大床房 2（单床、含单/双早），400 元/间； 

大床房 3（单床、含单/双早），320 元/间； 

标准间 （双床、含单/双早），400 元/间。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 171 号（交通示意图详见附录）； 

酒店联系电话：0411-88856688。 

住宿注意事项： 

（1）如需入住会务组联系的酒店，请在回执中填选酒店及所需房间数量，

并按时返回回执。会务组将参考回执统计情况统一进行调整安排后返回您的酒

店入住信息。会务组会尽量满足每位参会代表的要求，但因酒店房间数量的限

制，最终安排的酒店可能与您的选择会有出入，届时会与您沟通确认； 

（2）入住酒店请自行办理登记、住宿费缴纳等手续，会议注册时会务组不

代办住宿登记及住宿费收取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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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本次参会代表人数较多，未按时返回回执的与会者将难以保证入

住会务组联系的酒店，还请见谅。 

五、会务组信息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会务组组长 宋永臣 18018983666 songyc@dlut.edu.cn 

总协调人 陈家模 15904950815 chenjm@dlut.edu.cn 

注册组 

刘常姝 15898139609 liuchangshu@dlut.edu.cn 

蒋成刚 13704113982 jcg@dlut.edu.cn 

会议回执及汇款凭证返回邮箱：ndxy@dlut.edu.cn 

会务电话：0411-84708460 

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凌工路 2 号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邮政编码：116024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主办） 

大连理工大学（承办，代章） 

201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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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酒店交通信息 

大连香洲花园酒店（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 171 号） 

 

交通指南： 

（1）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香洲花园酒店； 

地铁：地铁 2 号线，起点：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终点：人民广场；C 口出，步行 670

米至酒店；全程约 50 分钟。 

出租车：约 13 公里，约 25 分钟，费用约 30 元。 

（2）大连北站——香洲花园酒店 



2018 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工程热力学与能源利用学术会议 

2018年 11月 2日-11月 5日 大连 

 8 / 8 

 

 

地铁：地铁 1 号线，起点：大连北站，至西安路站，换乘地铁 2 号线，终点：人民广场；

C 口出，步行 670 米至酒店；全程约 1 小时 10 分钟。 

出租车：约 17 公里，约 35 分钟，费用约 40 元。 

（3）大连站——香洲花园酒店 

地铁：步行 650 米至地铁 2 号线，起点：友好广场（D 口），终点：人民广场；C 口出，

步行 670 米至酒店；全程约 25 分钟。 

出租车：约 4 公里，约 15 分钟，费用约 13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