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届全国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术会议 

（第三轮通知） 

   为了推动原子与分子物理学科的发展，促进该学科领域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

交流与合作，第二十届全国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术会议将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报

到）至 20 日在河南洛阳召开。本次会议网站为：http://camp2019.cpsjournals.cn/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原子与分子物理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

成果、进展动态、发展方向等作专题报告，同时以墙报形式进行交流。热忱欢迎

国内外从事原子与分子物理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踊跃参加。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注册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16 日-20 日 

   报到地点： 

8 月 16 日 8:00-21:00，洛阳市洛龙区 智选假日酒店、洛阳金凯悦大酒店； 

8 月 17 日，上午河南科技大学开元会议中心，下午图书馆一楼报到处注册。 

   会议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开元大道 263 号 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    

二、日程安排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8 月 18 日 8 月 19 日 8 月 20 日 

上午 全天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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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特邀报告 

报告人 所在单位 报告题目 

王广厚 南京大学 原子分子与团簇物理前沿问题的研究 

柳晓军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 
飞秒强激光驱动下的原子分子超快动力学 

赵  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Observation of atom-molecule Feshbach 

http://camp2019.cpsjournals.cn/


resonances at ultracold temperatures 

周小计 北京大学 高轨道超冷原子的相干操控 

王建民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类星体中光致电离、黑洞基本参数和宇宙学  

四、会议报告和论文摘要 

1、会议报告有大会报告、分会报告和墙贴报告等形式。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采

取自我推荐和中国物理学会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委员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最终安排由中国物理学会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委员会决定。 

2、墙贴报告规格和要求:小于展板尺寸 90cm（宽）×120cm（高）。墙报自行准

备，会务组提供粘贴胶带。 

3、论文摘要规格和要求: 请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在第二十届全国原子与分子

物理学术会议网站提交(参会人员需先注册，方可登陆系统进行论文摘要提

交)，具体格式参见前两轮通知或从会议网站下载模板。 

五、会议注册及费用 

1、网上注册并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前缴纳会议费： 

在职人员：1200 元/人；研究生（或已退休人员）800 元/人（报到时，需提供

学生证或离、退休证等有效证明）。 

2、2019 年 7 月 5 日后缴费或会议报到现场缴纳会议费： 

在职人员：1400 元/人；研究生（或已退休人员）1000 元/人（报到时，需提

供学生证或离、退休证等有效证明）。 

3、退费：已缴纳会议费因故不能参加会议人员，可以申请退还会议费 

月 15 日前（会议前一个月）申请，全额退还 

月 31 日前（会议前半个月）申请，半额退还 

月 31 日后申请，不予办理退费。 

 

汇款信息及注意事项： 

（1）电汇会议注册费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25 日。 

（2）电汇缴费的参会人员请将注册费转入以下账号： 

     开户名称：河南科技大学 

     银行账号：1705020809049088826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洛阳涧西支行 

     银行行号：102493002088 

     企业税号：124100004165265089 



（3） 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确认汇款，为您提前开具会务费发票，务请电汇缴费

的参会人员在汇款附言中注明：camp2019+汇款人真实姓名及注册人单位。

同时，需要保留电汇缴费凭证电子版（通过单位电汇的参会人员单位的借

款单复印件即可作为缴费凭证），请在电汇后的三天内登录会议网站将汇

款凭证的电子版上传。若多人同时汇款，请务必在上传汇款凭证页面的备

注栏标明缴费人员的注册编号和姓名。 

（4）现场缴费方式：刷卡、微信、支付宝均可。 

（5）河南科技大学为您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需提供单位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 

 

特别说明： 

   为了便于处理账务信息，若无特殊要求，本次会议以开具电子发票为主，所

以敬请各位专家注册时登记如下信息：①手机号码。我校财务处将会通过手机短

信给各位专家发送电子发票链接，各位专家可自行下载打印；②邮箱地址。如若

没有收到短信电子发票链接，我校财务处将会通过邮箱给您发送电子发票；③现

场缴费人员可以现场扫码（微信二维码）获取电子发票信息。 

六、酒店及交通信息 

经会务组与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周边酒店协商，参会代表预订房间可享受

低于其它渠道价格的会议价。订房时，请联系各合约酒店销售经理，进行电话预

定。具体说明如下： 

1、各位代表联系合约酒店销售经理进行预定时，首先需要报上本次会议名称，

即“第二十届全国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术会议”后，方可享受优惠价格。 

 预定电话：  
智选假日酒店  张经理：15838812347 

金凯悦大酒店  孙经理：18567630808 

2、入住开元智选假日酒店、金凯悦大酒店、大为玖朝酒店、泊客汇国际艺术酒

店、迪尼斯酒店、喜鹊愉家旅馆的参会代表，会议期间会务组将派车进行接

送。 

3、其他未尽事宜，请自行与酒店方面联系。 

 

合约酒店信息： 

序号 酒店名称 地址 房间类型 
房间

数量 

合约价格 

（元/间/天） 

1 智选假日酒店 
洛阳洛龙区开元

大道与金城寨街

智选标间/

大床房 
200 300 元（含早） 



交叉口 智选观景房 20 480 元（含早） 

2 金凯悦大酒店 

洛阳洛龙区开元

大道与望春门街

交叉口 

智慧标间 45 289 元（含早） 

智慧单间 17 319 元（含早） 

商务标间 26 239 元（含早） 

豪华标间 8 259 元（含早） 

智慧亲子房 6 329 元（含早） 

交通： 

1、智选假日酒店： 

（1） 从洛阳飞机场下，乘坐 D1 路到市民之家站下车，步行 660 米即到；乘坐

出租车约 40 元。 

（2） 从洛阳站下，乘坐 D1 路到市民之家站下车，步行 660 米即到；乘坐出租

车月 20 元。 

（3） 从龙门高铁站下，乘坐 88 路公交车，到永泰街政和路口南站下车，步行

590 米即到；或乘坐 1 路/D1 路/D3 路到市民之家站下车，步行 660 米即

到；乘坐出租车约 12 元。 

2、金凯悦大酒店： 

（1） 从洛阳飞机场下，乘坐 J926 路到火车站换乘 62 路，到王城大道开元大道

口站下车，步行 473 米即到；乘坐出租车约 40 元。 

（2） 从洛阳站下，乘坐 62 路公交车，到王城大道开元大道口站下车，步行 473

米即到；乘坐出租车约 20 元。 

（3） 从龙门高铁站下，乘坐 49 路到通济街开元大道口南站，步行 562 米即到；

或乘坐 28 路，到开元大道王城大道口西站下车，步行 555 米即到；乘坐

出租车，约 12 元。 

其它酒店信息 

序号 酒店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参考价格 

1 大为玖朝酒店 

洛阳市洛龙区展览

路 20 号(通济街和

展览路交叉口) 

18638872788 260 元（含早） 

2 迪尼斯酒店 
洛阳市开元大道与

瀛洲路交叉口 
18736258201 228 元（含早） 

3 
泊客汇国际艺

术酒店 

洛阳市开元大道与

学府街交叉口 
0379-65271111 268 元（含早） 

4 喜鹊愉家旅馆 

洛阳市洛龙区王城

大道与太康路交叉

口向西 100 米路北 

0379-63951888 298 元（含早） 

 



 

七、联系方式 

总 负 责：李立本、李小红 13461011233 

网站使用：崔红玲 13526939964 

论文摘要：郝世明 13938897345 

财    务：李立本、张瑞州 13461010958 

会议赞助：周  锋 13603793213 

酒店咨询：李贺贺 15137953794 

会    务：王晓飞 15837910356 

会议网站：http://camp2019.cpsjournals.cn 

信    箱：camp2019@haust.edu.cn                会议网站二维码 

地    址：河南省洛阳市开元大道 263 号河南科技大学物理工程学院 

会务组将在会议网站上随时发布与会议有关的最新信息，欢迎参会代表访问浏

览，以便及时了解会议的信息。若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在此真诚邀请您参加第二十届全国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术会议！ 

我们期待着与您在古都洛阳相会！ 

第二十届全国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术会议筹备组 

中国物理学会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委员会 

河南科技大学物理工程学院（代章）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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