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 
第三轮通知 

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兰州大学主办的第五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

会议定于 2006 年 7 月 10 日-15 日在中国兰州市召开。会议报告主要以邀请报告形式，

形式限于同行之间的研讨交流和对研究生的培养。 
欢迎国内外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踊跃参加！ 

大会将请专家对以下领域做专题性的特邀报告: 

(1). 凝聚态物理的最新进展:  
A. 自旋电子学 
B. 纳米材料 
C. 固体量子信息和计算 
D.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超固体, 量子相变 
E．强关联电子系统 
F．高温超导 
G．量子霍尔效应 
H．磁学 
I．表面和界面 
J．半导体物理 
K．低维凝聚态物理 
L．介观物理 
M．软凝聚态物质 
N. 生物物理 
O. 统计物理 

(2). 材料计算学的最新进展: 
      A．密度矩阵重整化群 

B. 第一性原理 
      C．蒙特卡罗方法 
      D．分子动力学 

E．密度泛函理论 
组织委员会： 

主席：李发伸（兰州大学） 
委员：王玉鹏（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田光善（北京大学） 

向 涛（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冯世平（北京师范大学） 
吴长勤（复旦大学）             张广铭（清华大学） 

    秘书：薛德胜（兰州大学）、刘伍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主办单位：中国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注意事项： 
    1．报告内容： 

希望与会者报告继第四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2005 年，成都）

以来的最新成果，每个报告 30 分钟。 



2. 会议地点: 
中国兰州市飞天大酒店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529 号 
电话：86-931-8532888 
传真：86-931-8532333 

3．会议日期:  
        2006 年 7 月 10-7 月 15 日 

4．费用: 
     A．邀请报告者、研究生和博士后不收注册费，其它参加者酌收注册 300 元。 

B．会议费用自理（包括交通、食宿费用等）。 
5．联系人: 

兰州联系人：薛德胜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兰州大学物理学院 (邮政编码:730000) 

电话：86-931-8912726 (o) 
手机：86-13893656800 (m) 
传真：86-931-8912726 (fax) 

        E-mail：xueds@lzu.edu.cn 
北京联系人：刘伍明 

        地址：北京中关村南三街 8 号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邮政编码:100080) 
电话：86-10-82649249 (o) 
传真：86-10-82649531 (fax) 

        E-mail：wmliu@aphy.iphy.ac.cn 
6．住宿： 
    兰州市飞天大酒店，四星级宾馆。本次会议特惠价： 
    标准间： 290 元 / 间*夜  
    单  间： 350 元 / 间*夜 
    套  间： 820 元 / 间*夜 
    宾馆须提前预定。 
7．乘车路线： 

    A：火车：距火车站约 1.5 公里，车程约 5 分钟。出租车费用约 7 元，公交车费用约 1 元。 
             （乘 1 路、10 路公交车到盘旋路下车） 

B：飞机：距机场约 75 公里，车程约 50 分钟。出租车费用约 200 元，巴士费用约 35 元。 
（具体路线请参阅线路图） 
附录：本次会议提供预定返程机票、火车票服务。 

第五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兰州)日程表 

日  期 
上  午 

（8:00 – 12:10） 
下  午 

（14:30 – 18:10） 
晚 上 

星期一（7 月 10 日） 会议 会议 自由活动 

星期二（7 月 11 日） 会议 会议 自由活动 

星期三（7 月 12 日） 会议 会议 乘火车或飞机前往敦煌 

7.13-7.15 敦煌三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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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第五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注册表 (可复印)。 
   2006 年 7 月 10-15 日，兰州，中国。 

 
请每位参会代表填好下列会议注册表, 并于2006年 6 月1日前用 email 寄会议

北京联系人刘伍明处（E-mail：wmliu@aphy.iphy.ac.cn）。 

 

第五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注册表 
（2006 年 7 月 10-15 日，兰州，中国） 

 

姓名：                                

报告题目：                            

单位：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mailto:wmliu@aphy.iphy.ac.cn�


 

附录 2： 
   第五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住宿情况表 (可复印)。 
   2006 年 7 月 10-15 日，兰州，中国。 

 
请每位参会代表填好下列会议注册表, 并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前用 email 寄 
北京会务组齐建为 (电话：10-82649400, 传真：10-62553698, 82649531,  

E-mail: jwqi@aphy.iphy.ac.cn) 

 

第五届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学会议住宿情况表 

姓名 性别 人数 预定标准间数 是否单独住 
预定单间数 

      

      

      

      

 
 
兰州飞天大酒店是四星级宾馆，本次会议特惠价为： 
标准间： 290 元 / 间*夜 
单  间： 350 元 / 间*夜 
套  间： 820 元 / 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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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1 
乘火车敦煌三日游及报价 

服务标准： 

1.兰州/敦煌//嘉峪关/兰州火車硬卧票。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住宿 

10/7 会议(8:00-12:10) 会议(14:30-18:10) 自由活动 

 

飞天大酒店 

11/7 会议(8:00-12:10) 会议(14:30-18:10) 自由活动 飞天大酒店 

12/7 会议(8:00-12:10) 会议(14:30-18:10) 自由活动 飞天大酒店 

13/7 自由活动 下午 16:25乘 T295次

火车赴敦煌 

 宿：火车上 

（硬卧） 

14/7 早餐后乘汽车赴玉

门关参观、在此您

可游览玉门关、欣

赏电影《英雄》的

拍摄地魔鬼城、雅

丹地貌 

午餐后参观举世闻名

的世界艺术宝库—敦

煌莫高窟 

晚餐后游览沙漠奇

观—鸣沙山、月牙

泉，在此您可骑乘沙

漠之舟—骆驼，欣赏

沙漠之美景 

 

宿 :敦煌阳

关 大 酒 店

(三星) 

15/7 早餐后乘汽车赴嘉

峪关，沿途欣赏戈壁

滩自然风光 

午餐后参观天下雄关

—嘉峪关城楼、长城博

物馆、长城第一墩 

晚餐品尝嘉峪关汽

锅鸡，晚餐后 20:56

乘 T658 次火车由嘉

峪关赴兰州  

宿：火车上 

（硬卧） 



  2. 行程中所列各地景点门票、各地风味餐。 

  3. 全程空调大巴，优秀导游。 

  4. 正餐标准：20 元/人（八热菜、一汤）。 

预计价格： 

房费：750 元/人（敦煌）*1 晚 =75 元/人（三星宾馆） 

餐费：20 元/人*5 正 =100 元/人 

汽车费：236 元/人 

火车费：470 元/人（兰州-敦煌 250 元/人，嘉峪关-兰州 220 元/人） 

门票：364 元（敦煌） 

保险：10 元/人 

导游服务费：10 元/人/天*3 天 = 30 元/人 

合计：1285 元/人 

备注：单房差:75 人民币元 

 



线路 2 
 
               乘飞机敦煌三日游及报价 

服务标准：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住宿 

10/7 会议(8:00-12:10) 会议(14:30-18:10) 自由活动 

 

飞天大酒店 

11/7 会议(8:00-12:10) 会议(14:30-18:10) 自由活动 飞天大酒店 

12/7 会议(8:00-12:10) 会议(14:30-18:10) 自由活动 飞天大酒店 

13/7 
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 

20:10 乘 MU2391

航班赴敦煌 

宿:敦煌阳

关大酒店

(三星) 

14/7 早餐后乘汽车赴玉

门关参观、在此您

可游览玉门关、欣

赏电影《英雄》的

拍摄地魔鬼城、雅

丹地貌 

 

午餐后参观举世闻名

的世界艺术宝库—敦

煌莫高窟 

晚餐后游览沙漠奇

观—鸣沙山、月牙

泉，在此您可骑乘沙

漠之舟—骆驼，欣赏

沙漠之美景 

 

宿 :敦煌阳

关 大 酒 店

(三星) 

15/7 早餐后 07:35 乘 

MU2433 航班赴兰

州 

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  



1.兰州/敦煌/兰州/机票、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 

  2. 行程中所列各地景点门票、各地风味餐。 

  3. 全程空调大巴，优秀导游。 

  4. 正餐标准：20 元/人（八热菜、一汤）。 

预计价格： 

房费：75 元/人（敦煌）*2 晚 = 150 元/人（三星宾馆） 

餐费：20 元/人* 2 正 = 40 元/人 

车费：250 元/人 

机票：1860 元/人（暂定九折） 

燃油费：110*2 = 220 元/人 

门票：275 元（敦煌） 

保险：10 元/人 

导游服务费：10 元/人/天*3 天 = 30 元/人 

合计：2835 元/人（因该是以上项目之和） 

备注：单房差:75 元人民币元。其中：机票部分为 1030×90%=930×2=1860(暂订 9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