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届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江苏南京 

第三轮通知 
 

由中国化学会主办，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先进有机材料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十届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

论会，将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南京大学举行。会议拟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会；热忱欢迎广大

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讨论会，届时展现全国同仁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探讨金属有机化

学的未来，推动我国金属有机化学研究向更高目标迈进。现将会议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会议网站 

    http://www.chemsoc.org.cn/meeting/20orgmetachem/ 

 

二、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安排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4 日 

会议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恩玲剧场（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 

日程安排：11 月 1 日，会议注册报到（入住苏宁银河诺富特酒店的参会人员将在酒店报到，其他参会

人员将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恩玲剧场报到）；11 月 2－4 日，正式会议；11 月 5 日，会议代表离会。 

 

三、重要时间节点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已经截止 

    住宿预定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在线注册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 

已临近在线注册和住宿预订的截止时间，请参会人员尽快完成网上注册，缴费和住宿预订。现场注册

人员不保证会议资料，不安排住宿。 
 

四、会议交流 

本次会议的交流形式包括：大会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告和墙报等。另设黄耀曾金属有机化学奖获

奖报告、陆熙炎院士 90 华诞庆祝报告。会议只设一个会场。会场报告的投影仪是 16:9宽屏。 

本次会议已接收邀请的大会报告包括（以姓名的汉语拼音为序）： 

陈耀峰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雷爱文    武汉大学 

马大为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唐  勇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王梅祥    清华大学 

王新平    南京大学 

肖文精    华中师范大学 

 

本次会议已接收邀请的邀请报告包括（以姓名的汉语拼音为序）：陈  弓（南开大学），崔秀灵（华侨



 

大学），江焕峰（华南理工大学），李鹏飞（西安交通大学），刘心元（南方科技大学），施章杰（复旦大学），

史壮志（南京大学），王  磊（淮北师范大学），王绍武（安徽师范大学），谢  劲（南京大学），余达刚（四

川大学），张  前（东北师范大学），张万斌（上海交通大学），朱  晨（苏州大学），朱守非（南开大学），

朱  军（厦门大学），左智伟（上海科技大学）。 

口头报告将由会议学术委员会从会议论文摘要中遴选，所有的会议论文都将安排墙报展讲。会议组委

会将会在近期发出通知。 

 

五、会议注册 

1. 本次大会实行网上注册，请登录会议网站进行注册。如注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2. 注册费标准（注册费包括论文摘要集、会议期间午餐和晚餐；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10月 15日前完成交费，可享受注册费优惠 

正式代表（学术界） 1500 元/人 中国化学会会员（凭有效会员证）1300 元/人 

正式代表（工业界） 2000 元/人 中国化学会会员（凭有效会员证）1800 元/人 

学生代表 1200 元/人  凭有效学生证 

陪同人员 800 元/人   

10月 15日后和现场注册交费，不享受注册费优惠，不提供住宿预定 

正式代表（学术界） 1800 元/人 中国化学会会员（凭有效会员证）1600 元/人 

正式代表（工业界） 2200 元/人 中国化学会会员（凭有效会员证）2000 元/人 

学生代表 1500 元/人 凭有效学生证 

陪同人员 1000 元/人   

3. 会务组鼓励参会代表提前通过南京大学在线支付平台（http://pay.nju.edu.cn/）缴纳注册费，2018年

10 月 15 日后或现场交费不享受注册费优惠，不提供住宿预订，且无法在会议期间提供缴费发票。具体的

缴费方法参考附录会议缴费说明，该附录可以在会议网站下载。 

 

六、住宿预订 

本次大会住宿酒店可在线预定，请参会人员在会议网站完成注册和南京大学在线支付平台完成缴费，

再在会议网站预定住宿。由于参会人数众多且酒店房源紧张，请您务必在 10月 15日前提交最终预订信息，

如有更改或取消及时与会务组联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未交费的参会人员不负责酒店预订。 

 

 

 

 

 

 

 

 



 

酒店信息如下： 

 

1、 南大招待所（距离会场 278 m） 

标间：150 元（60 间） 

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内，10 号公寓旁 

电话：(025)89681093 （张老师） 

 

2、 冠军楼大酒店（距离会场 791 m） 

标间：328 元（90-100 间） 

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东门对面，仙林大道 169 号体育局训练中心转训中心 

电话：13305171143 （熊经理） 

 

3、 南京中公汇悦酒店（距离会场 1.5 km） 

标间：340-350 元（162 间） 

大床房：340-350 元（20 间）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8 号南大科学园 

电话：18851607307 （吕经理） 

 

4、 松山湖宾馆（距离会场 1.7 km） 

标间：248 元（70 间） 

地址：南京仙林大学城羊山北路 1 号 

电话：13851636834 （赵经理） 

 

5、 仙林亚朵酒店（距离会场 2.0 km） 

高级双床房：334 元 （75 间） 

双床房：404 元（12 间） 

高级大床房：334 元（50 间） 

大床房：404 元（34 间） 

地址：南京栖霞区纬地路 9 号 A2 栋 

电话：18851607307 （吕经理） 

 



 

6、杏苑宾馆（距离会场 2.2 km） 

单间：180 元（50 间） 

标间：240 元（50 间） 

大床房：260 元 （15 间） 

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 号(中医药大学校内) 

电话：13814536400 （高经理） 

 

7、仙林宾馆（距离会场 4.2 km） 

标间：290-320 元（40 间） 

大床：290 元（25 间） 

小单间：239 元（8 间） 

套间：490 元（5 间） 

商务大床：369 元（6 间）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文苑路 1 号(南京师范大学校内) 

电话：(025)85845888 

 

8、苏宁银河诺富特酒店（距离会场 7.0 km） 

标间：480 元（60 间，单早） 

大床：469 元（单人早）；480 元（双早），（共 40 间） 

地址：苏宁大道 9 号 

电话：13605149287（王丁玲）  

 

 

七、参会流程 

1. 会议网站注册（10 月 15 日截止）； 

2. 会议网站提交会议论文（已经截止）； 

3. 南京大学在线支付平台缴纳注册费（10 月 15 日优惠截止）； 

4. 会议网站预定酒店（10 月 15 日截止）； 

5. 南京大学恩玲剧场报到（11 月 1 日）。 

 

八、联系人 

 

                                            

          

第二十届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组委会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 年 10 月 08 日 

 

 

 

 

 

 

 

学术联系人： 

俞寿云 教授 

Email：yushouyun@nju.edu.cn 

手机：13505175417 

会务联系人： 

时  园 女士 

Email：shiyuan@nju.edu.cn 

手机：13905171294 

赞助联系人： 

程  旭 副教授 

Email：chengxu@nju.edu.cn 

手机：18651893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