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学会第十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通知 

（第二轮）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为进一步加强天然有机化学领域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由中国化学会主办、暨南大学药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天然有机化

学学术会议将于 2014 年 11 月 21-23 日在羊城广州隆重召开。本次

会议的主题为天然产物的发现及其功能，大会将邀请一批国内外著

名学者出席盛会并作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就天然产物的分离和结

构鉴定、结构修饰和合成、生物合成和生物技术以及天然产物化学

生物学的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交流。会议期间将颁发优

秀墙报奖等多个奖项。我们热忱邀请和欢迎您参加本次科学盛会！

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4 年 11 月 21 日     会议代表报到、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4 年 11 月 22-23 日  大会报告、分会报告、墙报交流、闭幕式 

 

二、会议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宾馆会议中心（越秀区寺右一马路 2 号） 



三、会议注册 

1. 会议注册采用网络注册或 E-mail 注册 

(1) 网络注册，网址： http://www.chemsoc.org.cn/meeting/10thNSNPC/。 

(2)  E-mail 注册，将会议回执发送至邮箱：nocc10_2014@126.com。 

2. 请参会代表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注册。 

3. 中国化学会第十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注册费（包括会议

费和餐费，不包括住宿费） 

 会前缴费（2014 年

10 月 15 日前） 

会上缴费 (10 月 15 日

后或会上缴费) 

普通代表 1200 元 1400 元 

中国化学会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学生代表 800 元 1000 元 

注：为使您享受会前缴费优惠，并便于我们更好的服务，请您会前

缴纳注册费。 

4. 缴费方式： 

银行转账：请在附言上注明“天然有机化学会+姓名+单位”，三

者缺一不可。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回执”扫描或保

存电子回单，并发送至：nocc10_2014@126.com 

开户银行：广州工商银行暨南大学支行 

户  名：暨南大学 

账  号：3602015819100000858  

5. 中国化学会个人会员可享受本会议注册费优惠。 



四、 会议论文（摘要）征集  

1. 征文范围： 

(1)天然活性化合物的分离和结构鉴定 

(2)天然产物的结构修饰和合成 

(3)天然产物化学生物学  

(4)天然产物的生物合成及生物技术 

(5)天然有机化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2. 论文（摘要）模板：论文摘要一律用 Word 2003 编辑，文件存为

DOC 格式，论文摘要用 A4 版面，上下分别留出 2.5 cm，左右分

别留出 2.0 cm，每篇摘要限 1 页，中文或英文均可接受。稿件应

包括题目（三号黑体居中），作者（四号宋体居中），作者单位

（小五号宋体居中，含单位、城市名和邮政编码并用空格分开）、

正文（小四号宋体）、参考文献（小五号宋体）单倍行距。英文

摘要一律用相应大小的 Times New Roman 字体打印。结构式、反

应式请用 ChemDraw 绘制。文中化合物代号用阿拉伯数字并加粗。

论文模板下载，请点击：第十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会议摘要模

板.doc 

3. 投稿时间：投稿日期即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 

4. 投稿方式：投稿时请注明论文所属征文内容子项，不接受纸质稿

件。 

网上投稿：注册会议后登陆个人系统提交； 

E-mail 投稿：nocc10_2014@126.com。 



5. 论文录用后将直接收入论文集。请自留底稿，录用与否恕不退稿。 

6. 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或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过

的论文不予受理。 

 

五、交通与住宿 

1. 广州珠江宾馆（即会议地点）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 2 号；   电话：020-87379988 

交通： 

起始地点 距离 如何到达酒店 

新白云国际

机场 
38 公里 

乘出租车约 5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110 元； 
或乘坐地铁 3 号线到珠江新城转地铁 5 号线，在五
羊邨下车 A 口出向西行 300 米，万家超市十字路口
左转（向南）约 100 到珠江宾馆。 

火车站 10 公里 

乘坐地铁 5 号线到五羊邨站，A 出口，步行 5 分钟即
可到达酒店； 
或直接搭乘出租约 2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30
元。 

火车东站 8 公里 

乘坐地铁 5 号线到五羊邨站，A 出口，步行 5 分钟即
可到达酒店； 
或直接搭乘出租约 1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15
元。 

火车南站 
(高铁) 

24 公里 乘出租车约 4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70 元。 

住宿费： 标准间约 360 元。 

 

2. 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 (距珠江宾馆约 300 米) 

地址：广州越秀区广州大道中明月一路九号；电话：020-87372988 

交通：（同珠江宾馆） 

住宿费： 标准间约 500 元。 



3. 广州长城宾馆 (寺右新马路店)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2 号之 18； 电话：020-87766888 

交通： 

起始地点 距离 如何到达酒店 

新白云国际

机场 
38 公里 

乘专线大巴(6 号线天河大厦-白云机场)，在珠江新城
站(锦江车站)下车后，再乘地铁 5 号线到五羊新邨
站，步行 10 分钟即到长城宾馆； 
乘出租车约 5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110 元。 

火车站 
10 公里 

乘坐地铁 5 号线到五羊邨站，A 出口，步行 5 分钟
即可到达酒店； 
或直接搭乘出租约 2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20
元。 

 

火车东站 8 公里 

乘 183 路公交车到长城大厦站下(对面即是长城宾
馆)； 
乘坐地铁 5 号线到五羊邨站下，A 出口，步行 5 分
钟即可到达酒店； 
或直接搭乘出租约 10 分钟可到酒店，正常约为 10
元。 

火车南站 
(高铁) 

24 公里 乘出租车约 40 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 70 元。 

住宿费：双人房约 280 元，单人商务房约 280 元。 

 

4. 七天连锁酒店 (五羊新城店)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马路 60 号； 电话：020-37858088 

交通：（同珠江宾馆） 

住宿费：双人房约 260 元，单人商务房约 260 元。 

 

  



各协议宾馆位置图： 

 

 

 

 

 

 

 

 

 

  



六、其他 

会议形式包括大会报告，主题演讲，墙报展示，学术交流，产品

展示等，请参见会议网址，关注最新消息。 

会议网址：http://www.chemsoc.org.cn/meeting/10thNSNPC/index.asp 

 

 

 

 

 

会务联系人： 

王  磊   电话：020-85223553          手机：13246455206 

邮箱：nocc10_2014@126.com  

黄映瑜   电话：020-85221559          手机：13710868515 

邮箱：nocc10_2014@qq.com    传真：020-85221559 

赵慧男   电话：020-85221559          手机：15818836449 

邮箱：nocc10_2014@163.com   传真：020-85228916 

 

 

暨南大学药学院 

第十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组委会 

                           2014 年 9 月 15 日 



第十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参会回执 

（请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之前发回执至 nocc10_2014@126.com）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是否为中

国化学会

会员 

      

      

      

      

参加人数                      总费用             元整 

到达日期  返程日期  

是否投稿会议论文 （      ）是         （      ）否 

论文题目  

发票抬头  

银行汇款信息 

请在附言上注明“天然有机化学会+姓名+单位”，三者缺一不可 

开户银行：广州工商银行暨南大学支行 

户  名：暨南大学 

账  号：3602015819100000858 

注：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回执”扫描或保存电子回单，并发送至：

nocc10_2014@126.com 

住宿要求 □大床房 □双人标准间 □一个床位 备注： 

备    注 

由于与会代表较多，为保证您的住宿，请您务必填写住宿要求一栏，如无特

殊要求，会务组将按报到的先后顺序安排房间。如欲与熟悉的人合住，请在

备注中注明。如果没有填写住宿要求，会务组将视为参会代表自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