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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 

第二轮通知 
 

全国各地物理教师、科研人员、物理爱好者、科普工作者： 

由中国物理学会、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

举办的“2018 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将于 2018 年 9月 16-19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会议由南

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天津市物理学会和《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承办。 

网上注册截止日期为 9月 10日，会议详情请访问大会网站 kepu.nankai.edu.cn 。 

 

一、 会议日期： 
 

2018年 9月 16日报到，9月 17-19日召开大会。 

 

二、会议地点： 
 

会场：南开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一楼会议室 

报到地点：南开大学，明珠园大堂 

报到时间：2018 年 9 月 16日 14:00-18:00 

 

三、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 

2018.9.17 上午 

09:00-09:3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09:30-10:30 葛墨林（南开大学） 数学物理前沿 

10:30-10:50 合影&休息 

10:50-11:50 王鼎盛（中科院物理所） 中子物理及其应用 

2018.9.17 下午 

14:00-15:00 张双南（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探索极端宇宙  

15:00-16:00 龚旗煌(北京大学) 光学前沿 

16:00-16:15 休息 

16:15-18:00  分会 

2018.9.18上午 

08:30-09:30 吴岳良（中国科学院大学） 引力波物理前沿 

09:30-10:30 薛其坤（清华大学）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及其应用 

10:30-10:45 休息 

10:45-11:45 邢志忠（中科学高能物理所） 力与粒子 

2018.9.18下午 14:00-15:00 王贻芳（中科学高能物理所） 高能物理前沿 

15:00-16:00 宋峰（南开大学） 中国和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16:00-16:15 休息 

16:15-17:15 刘长铭（北京市第四中学） 中学物理教育 

17:15-17:45 颁奖及闭幕式 

2018.9.19上午 8:30-11:30 参观天河超算中心 

2018.9.19下午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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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报名与缴费方式 

（一）网上报名缴费 

500 元/人，报到时领取发票。（注意：网站的注册功能将于 9 月 10 日关闭，请于 9 月 10 日

23:59 之前完成注册。根据部分参会代表的建议，“物理科普教学方法展演”活动作品提交

日期延长至 9月 10日。） 

步骤：登陆大会网站 kepu.nankai.edu.cn 首页导航栏,选择“注册信息”,然后按提示步骤操作。 

（二）现场报名缴费 

700 元/人，会议结束 20 个工作日内快递发票，费用自理。 

（三）汇款信息 

户名：南开大学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南开大学支行 

账号：120066032010149600156 

注意：请务必在汇款信息里，注明会议缩写（WLKP2018）和付款单位（个人汇款看不到单

位），汇款成功后，请把您所需发票的单位抬头、纳税人识别号、拍照或者扫描后的汇款凭

证发给会议联系人（zhaomg@nankai.edu.cn 和 zhaohm@ihep.ac.cn），以完成注册。 

五、联系方式 

（一）南开大学 

联系人：赵明刚（13342081905）；康立佳（13821134168） 

邮箱：zhaomg@nankai.edu.cn ；kpy@nankai.edu.cn 

（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联系人：赵洪明（010-88236284） 

邮箱：zhaohm@ihep.ac.cn 

 

中国物理学会      

南开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018 年 8 月 30 日   

附件 1    南开大学地图 

附件 2    交通信息 

附件 3    住宿信息 

 

2018 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参会回执 

姓名  工作单位  

到会日期  参加分会     教学  □          科普 □ 

是否参加 9 月 19 日 
的参观活动 

   是    □        否   □ 

手机  Emai  

注：请务必于 9 月 10 日前将回执发送到邮箱 zhaomg@nankai.edu.cn 和 zhaohm@ihe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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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天津市交通⽅便，可以借由各种交通⼯具联通全国⼤部分⼤中小城市，若您所在城市

没有直达天津的交通⼯具，可选择到北京，然后乘坐“京津城铁”抵达天津。 

  鉴于抵达北京或天津的交通选择太多，故我们只给从北京中转和直达天津后的交通

⽅案选择，如下。 

⼀、途径北京⽅案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有轨⽅案：机场轻轨（约 25 元）（东直门）换乘 地铁⼆号线 （宣武门）换乘 地铁四号线（地

铁票价总计约 5 元） （北京南站）换乘 京津城铁（⼆等座 54.5 元） 抵达 天津站（或天津南站）

后续见“天津⽅案”说明 

2）⽆轨⽅案：机场⼤巴（约 80 元） 直达 天津天环客运站 换乘 出租车（约 15 元） 到达 南开⼤

学  

2、北京西站 

地铁七号线 （菜市⼝）换乘 地铁四号线（地铁票价总计约 5 元） （北京南站）换乘 京津城铁

（⼆等座 54.5 元） 抵达 天津站（或天津南站）后续见“天津⽅案”说明 

3、北京南站 

京津城铁（⼆等座 54.5 元） 抵达 天津站（或天津南站）后续见“天津⽅案”说明 

4、北京站 

地铁⼆号线 （宣武门）换乘 地铁四号线（地铁票价总计约 5 元） （北京南站）换乘 京津城铁

（⼆等座 54.5 元） 抵达 天津站（或天津南站） 后续见“天津⽅案”说明 

⼆、直达天津⽅案 

1、滨海国际机场 

1）有轨⽅案：地铁九号线 （天津站）换乘 地铁三号线（地铁票价总计约 5 元） 抵达 吴家窑⼤

街/天塔/周邓纪念馆 步⾏/出租车（起步价） 2100 米（吴家窑⼤街）/1700 米（天塔）/870 米

（周邓纪念馆）到达 南开⼤学南门 

2）⽆轨⽅案：出租车（约 75-90 元）到达 南开⼤学南门

2、天津站

地铁三号线（票价约 3 元） 抵达 吴家窑⼤街/天塔/周邓纪念馆 （后续同上） 

3、天津西站 

地铁六号线（票价约 3 元） 抵达 ⼀中⼼医院 步⾏/出租车（起步价） 到达 南开⼤学南门 

4、天津南站 

地铁三号线（票价约 3 元） 抵达 吴家窑⼤街/天塔/周邓纪念馆 （后续同上） 

5、天环客运站 

出租车（约 15 元）到达 南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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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注意：本次会议不统一安排住宿，请参会代表尽早自行预定房
间。所有价格均为南开⼤学的协议价，⼊住时请与前台说明为
南开⼤学主办会议的参加者。

南开⼤学谊园（南开⼤学校内） 

标准间：208（三号楼），180（四号楼） 

⼤床房：⽆ 

订房电话：022-23501555（南开⼤学后勤预订部） 

南开⼤学爱⼤会馆（南开⼤学校内） 

标准间：298 

⼤床房：298 

订房电话：022-23501555（南开⼤学后勤预订部） 

南开⼤学明珠园（南开⼤学校内） 

标准间：320 

⼤床房：358 

订房电话：022-23508028 

汇⾼花园酒店（四星级，南开⼤学西门对面） 

标准间：388 

⼤床房：388 

订房电话：17622791667

泰达国际会馆（五星级，南开⼤学南门对面） 

标准间：498 

⼤床房：498 

订房电话：022-58695555 

考虑到会议期间临近开学，酒店房间可能比较紧张，若以上酒店客满，可以百度

地图搜索“南开⼤学”，然后查找周边宾馆酒店（例如，汉庭、如家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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