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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会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 

第二轮通知 

 

由中国化学会主办，西北大学和南京大学承办的第十三届全

国分析化学年会定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在西安市曲江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会期 4 天，6 月 14 日报到， 6 月 15 日开幕，

6 月 17 日闭幕。本届学术会议由陈洪渊院士和杨秀荣院士担任

大会主席，旨在促进分析化学及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分析化学进展与未来”。包括 5 个论坛：

新时代分析化学-高新分析技术论坛、基金论坛、青年科学家论

坛、分析仪器与装置前沿论坛、女分析化学家论坛和 14 个主题

学术分会：电分析化学、显微成像与生物分析、纳米分析、光谱

与波谱分析、质谱分析、色谱与分离技术、食品与药物分析、化

学计量学与生物信息、蛋白质分析、环境分析、微流控芯片与微

- 1 - 
 



 

分析、核酸分析、单分子与单细胞分析和聚合物诱导发光分析。 

一、学术委员会 

顾   问：汪尔康 俞汝勤 陈洪渊 董绍俊 

主   席：杨秀荣 

副主席：江桂斌 谭蔚泓 唐本忠 田禾 张玉奎 赵进才 赵宇亮  

秘书长：逯乐慧 

委   员：  
毕树平 陈焕文 陈兴国 陈义 楚霞 崔华 
戴志晖 邓兆祥 段忆翔 樊春海 方群 方晓红 
冯钰锜 郭良宏 关亚风 何彦 侯贤灯 胡效亚 
黄承志 黄卫华 黄岩谊 蒋健晖 蒋兴宇 江云宝 
鞠熀先 亢晓峰 孔继烈 梁高林 梁鑫淼 李根喜 
李攻科 李景虹 林金明 刘宝红 刘买利 刘志洪 
刘震 龙亿涛 陆豪杰 卢小泉 李正平 马会民 
毛兰群 聂舟 聂宗秀 牛利 欧阳钢锋 庞代文 
钱小红 任吉存 邵学广 邵元华 双少敏 唐波 
田阳 唐惠儒 唐智勇 汪海林 王建华 王柯敏 
汪乐余 王秋泉 汪夏燕 王春霞 吴海龙 夏帆 
夏兴华 徐国宝 许国旺 徐静娟 颜晓梅 杨帆 
杨黄浩 杨荣华 杨芃原 杨朝勇 严秀平 叶明亮 
庄乾坤 朱俊杰 再帕尔·阿不力孜 张春阳 张凡 
张丽华 张成孝 张书圣 张四纯 张晓兵 张新荣 
张学记 张忠平 郑健 钟鸿英 (不分顺序) 
 

二、组织委员会 

主席：  杨秀荣 常江 王志林 王春霞 庄乾坤 王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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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亢晓峰 鞠熀先 

秘书长：吴彪 

秘书：  申烨华 杨小峰 白泉 郑建斌  

委员： 
白武汉 鲍琳 陈方方 冯亚强 郭艳丽 韩静 
金丽花 李华 李简 李建军 李楠 李延 
刘爱 刘家玮 马芬 马向科 聂菲 宁晓辉 
欧阳湘元 申纪伟 盛庆林 汤宏胜 田磊 王超展 
王骊丽 卫引茂 魏永锋 杨鹰 姚付军 袁洪林 
张宏芳 张健健 张天龙 张欣 张志浩 赵景婵 
赵志厚 朱玉华     

三、学术交流 

（一）大会特邀报告  

（二）特邀主题报告 

（三）主题口头报告  

（四）墙报展讲 

1. 墙报的规定尺寸是：90 cm（宽）× 120 cm（高）。为使您

的海报更具吸引力，需要您亲自设计墙报，将其彩色打印，并亲

自带到会议现场。会议期间，您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到组委会提

供的 Poster 场地张贴您的海报，会务组将会为您提供必要的工

具（胶带、图钉等）。 

2. 年会设立“优秀墙报奖”，届时将在会议闭幕式上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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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报到 

（一）报到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10:00-21:00；                 

6 月 15 日 6:30-12:00； 

（二）报到地点：曲江国际会议中心三楼大厅（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汇新路 15 号） 

五、会议注册 

会议注册费（注册费包括会议资料、会议期间餐饮费用，住

宿、交通费自理）： 

类型 优惠注册费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 

标准注册费 
（2018 年 4 月 30 起） 

普通代表 2000 元 2400 元 
中国化学会会员 1600 元 2000 元 

中国化学会学生会员 1200 元 1600 元 

（一）登录中国化学会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官方网站，按

照缴费信息完成缴费。 

（二）有论文参会一律须于会前完成缴费。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收款单位：陕西博瑞克会议策划有限公司 

汇款帐号：129908986210901 

开户行：招商银行西安小寨支行 

纳税人识别号：91610000797938257U 

六、住宿预订 

6 月正值西安旅游季节，建议各位代表尽早自行预订会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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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住宿。 

（一） 大会指定酒店：通过第三方渠道预订，大会会务组预留

一定数量房间，您可享受大会协议价格，该类酒店大会安排摆渡

车，房间数量有限，订满为止； 

（二） 大会推荐酒店：经大会考察，该类酒店至会场（西安曲

江国际会议中心）交通便利，大会不提供预订服务，可自行预订。 

（三） 请关注大会网站信息更新，提前预订酒店。 

七、交通路线 

（一）机场乘车路线 

1. 乘坐机场巴士曲江线到达曲江华美达酒店，步行 144 米到

达曲江国际会议中心。 

2. 乘坐出租车，约 50 分钟，直达曲江国际会议中心，车费

约 120 元。 

（二）西安北站（高铁站）乘车路线 

1. 乘坐地铁 2 号线，韦曲南方向 16 站到达会展中心站。从

东南 C 口出发，步行 1.1 公里到达曲江国际会议中心。 

2. 乘坐地铁 2 号线，韦曲南方向 16 站到达会展中心站。乘

坐 270 路、161 路在曲江国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步行 27 米到达

曲江国际会议中心。 

3. 乘坐出租车，约 60 分钟，直达曲江国际会议中心，车费

约 80 元。 

（三）西安火车站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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