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2012年9月27日) 

    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定于2012年11月12日-13日在桂林市桂林宾

馆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物理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由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与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共同承办。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一）会议主席：樊  菁 

（二）顾问委员会 

      崔季平  赵伊君  姜宗福  华卫红 

（三）学术委员会 

      主  任：樊  菁 

      副主任：邹广田  刘仓理  袁建民  周益春  李  萍 

      委  员：赵伊君  姜宗福  华卫红  袁圣付  赵亚溥  徐升华  汪海英 

         王  苏  杭义洪  乐嘉陵  曾学军  潘守甫  崔  田  马兴孝 

              胡海云  吴希俊  吴  强  孙  军  靳常青  鲍忠兴  熊良钺 

                   张中明  叶锡生  王立君   

（四）组织委员会 

      主  任：王  苏 

成  员：赵亚溥  王育人  魏宇杰  汪海英  虞  钢  王  苏  徐升华  

杨亚政  汤亚南  陈海璇 

二、 会议时间及地点 

1. 会议时间：2012 年 11月 12-13日 

2. 会议地点：桂林宾馆（地址：桂林市秀峰区榕湖南路 14 号） 

三、会议住宿及交通 

1. 会议住宿：大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2. 住宿标准有如下两种，请在回执内注明您所选择的房间类型，我们将按收到

回执的先后安排住房。 

桂林宾馆（四星级）：豪华标间：380 元/天；普通标间：300元/天。 



桂林安华大酒店（准四星级）：距桂林宾馆步行约 8分钟。标间：148元/天。 

3. 会议交通 

入住的宾馆位于桂林市中心区域，交通较为便利。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离

开桂林时，一般情况下，请自行解决交通问题。如遇到困难，请联系何娟琴,手

机号码：18978334498，13978372500。 

桂林宾馆距机场 28公里，距火车站 1.5公里。 

1) 从机场到桂林宾馆，打的约 30 分钟，打的费约 80元；或乘大巴到民航  

大厦 20元，再打的到桂林宾馆约 8元。 

2) 从火车站到桂林宾馆，打的约 10元；或乘 21路到少年宫站下，步行即

到。  

四、注册与费用 

1. 注册 

2012年 11月 12日全天（上午 8:30 – 晚上 20:00），13日上午 8:00 - 9:00，

组委会工作人员将在桂林宾馆大堂，迎候各位代表，办理报到手续。 

2. 费用 

1) 2012 年 10 月 20 日之前，正式代表注册费为 800 元/人，学生代表注册费为

400元/人，费用包括会议期间餐费、资料费、会场费等。陪同代表注册费为

400元/人，费用包括会议期间餐费及宴会。 

2) 2012 年 10 月 20 日之后，正式代表注册费为 900 元/人，学生代表注册费为

500元/人，陪同代表注册费为 400 元/人。 

3) 汇款地址： 

银行电汇 

户    名：中国力学学会 

开户银行：北京工行海淀西区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509089137911 

备    注：物理力学会议注册费 XXX（参会代表姓名） 

邮局汇款 

汇款地址：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15 号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 

收 款 人：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刘虹  邮编： 100190 



备    注：物理力学会议注册费 XXX（参会代表姓名） 

五、论文摘要与全文 

1.会议将编辑《第十二届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并在注册时，发

给各位代表。请将修改后的论文摘要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发送至 E-mail：

chenhx@cstam.org.cn。 

2.论文全文的纸板，每篇请作者自带 10 份复印件，在注册时提交会议组织

者，以便于会场交流。 

3.论文全文的电子版，均将在中国力学学会网站上发布，请作者将全文的电

子版送至 E-mail:chenhx@cstam.org.cn，也可在注册时用光盘或 U 盘提交会务组。 

六、会议交流方式 

会议将安排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两种形式交流，请代表将选择的报告形式在

10月 10日之前通知组委会。组委会在安排口头报告和墙报时将根据录用稿件的

总体情况与代表的意见，综合考虑，做出安排，并在 10 月中旬通知作者。无论

是口头报告还是墙报，都要求代表到会进行报告或展讲。 

七、邀请报告 

孙长庆（湘潭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Hidden Force in H2O 

余西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燃烧和高焓流动的激光诊断技术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海璇 

联系地址：北京市北四环西路15号中科院力学所（邮编100190）  

电  话：  010-62543904；传  真：010-82543907 

E-mail:   chenhx@cstam.org.cn 

九、附件 

附件1: 报告形式回执 

附件2: 注册回执 

附件3: 会后参观 

 

 

 

中国力学学会第十二届物理力学学术会议组委会 

2012 年 9 月 27 日 

 

mailto:chenhx@cstam.org.cn。


附件1：报告形式回执 

姓 名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  口头报告，    □  墙报展示 

报告形式回执请于 10 月 10日前 将以上回执填好后返至： 

联系人：陈海璇，E-mail: chenhx@cstam.org.cn 

地址：北京市北西环西路 15号 

邮编：100190 

电话：010-82543904    传真：010-82543907  

 

附件2：注册回执 

姓 名  性  别  职  称  

 

住 宿 

□桂林宾馆   （□标间单住，□标间合住，□豪华间）   

□安华大酒店   （□标间单住，□标间合住） 

 
选择 1 个床位的代表，当另一个床位的代表先离店时，视

为接受调房处理，或者承担该标间另一空床费用 

入住时间： 

11月____日 

离店时间： 

11月____日 

交费情况 注册费：□ 已汇      □ 会上交清 

会后参观 □漓江阳朔精华一日游   □古东冠岩一日游   □不参观 

通讯地址（姓名、邮编、单位、通讯地址、E-mail、Fax做通讯录用） 

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邮件  
电话 

传真 

 

   

注册回执请于 10 月 20 日前 将以上回执填好后返至： 

联系人：陈海璇，E-mail: chenhx@cstam.org.cn 

地址：北京市北西环西路 15号 

邮编：100190 

电话：010-82543904    传真：010-82543907  

mailto:chenhx@cstam.org.cn
mailto:chenhx@cstam.org.cn


附件3：会 后 参 观 

线路 发车 

时间 

景点 内容 报价 

漓江、阳朔 

精华一日游 

8:00 百里画廊漓江，古榕，月亮

山，银子岩，印象刘三姐 

门票 

车费 

导游 

保险 

餐费 

680元/人 

古东冠岩 

一日游 

8:00 古东森林瀑布景区，冠岩景

区 

220元/人 

 
说明 1：会议参观费用自理。 

说明 2：每条旅游线路 16 人以上成团。如果某条线路，报名人数少于 16人， 

会议将不专门组织。有兴趣者，或有其他旅游需求，可直接联系天创会

展有限公司（联系人：周小莱：13807730959,18978384498,QQ：52322983；             

何娟琴：18978334498，13978372500，QQ：2432153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