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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计算材料学会议 

第二轮通知 

由浙江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主办的第十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计算

材料学会议暨第八届凝聚态物理前沿研讨会将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在中

国金华市召开。会议主要以邀请报告的形式，交流国际凝聚态理论与计算材料领

域的最新进展。欢迎国内外从事凝聚态物理与计算材料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

者及研究生踊跃参加！ 

一、会议主题 

本次大会将主要针对凝聚态理论与计算材料学的以下分支领域进行交流： 

 

          

 

 

 

二、会议组委会 

主办单位：中国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主席: 龚昌德（浙江师范大学） 

王恩哥（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委员:（按姓氏拼音序）冯世平（北京师范大学），林海青（北京计算科学研

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牛谦（德克萨斯大学），田光善（北京大学），王玉鹏（中

国科学院物理所），吴长勤（复旦大学），向涛（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谢心澄（北

京大学/阿克拉荷马大学），邢定钰（南京大学），张广铭（清华大学），张振宇（橡

树岭国家实验室）   

秘书: 刘伍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陈庆虎（浙江师范大学）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densed 
Matter Theory and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July 13-17, 2011, Jinhua, China 

A. 拓扑绝缘体、自旋电子学         

C. 铁基超导、强关联系统、高温超导

E. 石墨烯、表面和低维物理 

G. 软凝聚态物质与生物物理 

I. 密度泛函理论及其应用 

B. 固体量子信息和计算 

D.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超固体 

F. 极端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 

H. 清洁能源技术和新能源材料 

J. 蒙特卡罗方法与分子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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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组委会:  

主任: 龚昌德  

委员: (按姓氏拼音序) 陈庆虎，丁革建，高先龙，黄仕华，李盛，林机，

王一飞，吴樟兴，赵建民  

承办单位会议秘书： 梁清，李慧军  

三、会议地点 

     浙江省金华市 浙江师范大学 

四、会议日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2011-7-13 报到注册（8:00~23:00） 

2011-7-14 开幕式，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宴会 

2011-7-15 分会报告 分会报告  

2011-7-16 分会报告 大会报告，闭幕式  

2011-7-17 参观交流 

五、会议网站 

会议相关信息可登录如下网站查询： 

http://cstcmp.zjnu.edu.cn/cmp2011/index.asp 

六、会议注册 

1. 会议注册方式：（1）通过会议网站注册；（2）填写 “第十届国际凝聚态

理论与计算材料学会议注册表”，发送至：qliang@zjnu.cn（梁清）或 hjli@zjnu.cn 

(李慧军)即可。 

2. 会议注册费用：大会报告专家不收注册费，其他在职参会人员注册费 900

元，研究生 600 元（凭学生证）；会议期间交通、食宿以及会后旅游等费用自理。 

七、住宿安排 

    1、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原浙师粤海酒店，四星标准） 

   商务标准间（单人，大床），238 元/间；  

商务标准间（双人），238 元/间。 

地址：金华市迎宾大道 688 号；电话：0579-82796888。 

（从金华火车西站乘坐出租车 10 分钟左右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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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望江饭店（三星级，适合年轻教师及研究生住宿） 

       标准双人间，140 元/间（协议价）； 

       地址：金华市中山路 112 号；电话：0579-82336680。 

       （从火车西站乘出租车（10 分钟左右）或 37，330 路公交车到恒大百货

站下车） 

八、重要日期 

1.会议注册截止日期：2011 年 6 月 10 日 

2.报告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1 年 6 月 30 日 

3.住宿登记截止日期：2011 年 6 月 25 日 

九、参观旅游 

会议结束后，会务组根据报名情况协助旅行社组织感兴趣的代表参观金华

附近的千岛湖、横店影视城或富春江等景点。旅游费用由参加旅游的代表自理，

会务组帮助协调。 

十、交通信息 

1.飞机：（1）到达杭州萧山机场：①乘坐从萧山机场到金华的机场大巴（每

天上午 11:00 和下午 5:40 各一班）(进入金华市区后跟司机讲您要在离浙师大最

近的地方下车)；②乘机场大巴到杭州市火车站转乘火车到金华火车西站；或乘

机场大巴（或出租）到杭州汽车南站，转乘大巴到金华汽车西站（大概间隔 20-30

分钟有一大巴到金华）；（2）到达义乌机场：①乘坐机场大巴或出租车到义乌

长途汽车站或火车站，转乘到金华的汽车或火车；②直接乘坐出租车到金华，车

程大约 40 分钟左右。 

2.火车、汽车：到达金华火车西站和金华汽车西站可直接乘出租车到浙师大

国际交流中心（原浙师粤海酒店）或望江饭店，车程 10 分钟左右。 

注意：7 月 13 日下午，我们将派两辆大巴到杭州萧山机场接乘坐飞机到萧

山机场的代表，从萧山机场返回金华的发车时间分别是下午 4:00 和晚上 8：00，

所以，各位代表最好不要晚上 7 点以后到达萧山机场。如果没有赶上晚上 8：00

的大巴， 那么请在机场打的到杭州城站火车站， 再转火车到金华西站。另外，

如果 13 日晚上到达义乌机场的代表比较多，我们也会考虑派一辆大巴前往义乌

机场接机。请乘坐飞机到达萧山和义乌机场的代表尽早告知行程，我们好尽早安

排接机事宜。 

十一、会议联系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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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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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190 

电话：86-10-82649249 (O) 

传真：86-10-62553698，82649531 (Fax) 

E-mail：wmliu@aphy.iphy.ac.cn 

2. 金华联系人：陈庆虎，梁清，李慧军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 

邮政编码：321004  

联系方式： 

陈庆虎： 13675830460， qhchen@zjnu.cn 

梁  清： 15057843849， qliang@zjnu.cn 

李慧军： 13867975035， hjli@zjnu.cn 

十二、资助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 

浙江师范大学海峡两岸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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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本次会议的报告分四类：大会报告（35+5 分钟），邀请报告（15+5 分钟），

一般口头报告（12+3 分钟）和青年报告（10+2 分钟）。每个报告包括报告和

提问两部分，括号内前面的数字为报告时间，后面的数字为提问时间。本次

会议不设墙报。 

2. 鉴于本次会议的代表主要为国内科研机构的同行以及部分海外华人，我们推

荐使用中文进行报告和交流。 

3. 6 月份以来，注册会议的人数猛增（目前已超过 350 人），造成之前预定的丹

枫白露酒店无法接纳如此多人。所以，我们重新为各位代表预订了三星级的

望江饭店，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住宿。房间价格按我们跟他们商定的协议价

140 元/(间·天)。这样，预定丹枫白露酒店的代表将被重新安排。由于望江

饭店的房间也有限，所以，所有研究生和部分年轻教师原则上将两人合住一

间房。如果您有特殊要求，请尽早提出。由此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4. 由于会议时间正处于学生放暑假时间，车票可能会比较紧张，建议各位代表

提前在当地买好返程票（目前铁路已全国联网，全国大部分城市都能买往返

票）。如需我们帮您购买返程火车票（非动车）的代表请务必在 6 月 30 日之

前将您的行程告诉我们。但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紧张的车票，我们也无法保

证最终能够买到。 

5. 报到注册地点：浙师大国际交流中心；望江饭店。 

6. 还没有提交报告摘要的代表，请在 6 月 30 日之前通过 Email 提交报告摘要。 

7. 会议注册费用现场缴纳(现金)，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提供任何其它缴费途径。 

8. 由于报名参加富春江和横店影视城旅游的代表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不再

统一安排这两条旅游路线。如果少数代表愿意前往上述两个地方旅游，我们

可以协助联系旅行社，但是费用可能比较高。 

9. 7 月 17 日，千岛湖旅游结束后，考虑到部分代表可能从杭州乘坐飞机或火车

返程，部分代表可能从金华返程，我们将分两路返回：一路直接到杭州，到

达杭州的时间大约在晚上 7：00 左右；另一路返回金华，到达金华的时间同

样在晚上 7：00 左右。 

10. 地理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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