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第二轮会议通知
中国数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20—21 日（19 日报到，22 日离会）
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这是中国数学工作者一年一次的学术盛会，我们诚挚地邀请您
参加本次大会。请会议代表（包括理事、分组报告人）尽快完成网上注册并尽早缴纳
注册费，否则将会影响您的入住安排（酒店房源较紧张）。会议网站：
http://cms2018.csp.escience.cn/dct/page/1，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一、会议主要内容：
1、邀请数学家汤涛（南方科技大学）、孙斌勇（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周晓华（北京大学）做大会报告。
2、邀请百余位数学家在代数与数论、几何与拓扑、分析数学、计算数学、概率和
统计、运筹与控制、组合与计算机数学 7 个领域做分组报告。
3、邀请院士、专家到附近大中院校做公众报告。
4、召开中国数学会党委扩大会议，正副理事长、秘书长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和
理事会会议。
二、会议地点：贵阳市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豪生大酒店
三、会议日程：
1、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0－21 日；离会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报到时间及地点：2018 年 10 月 19 日（10:00-21:00），贵州群升豪生大
酒店一楼大厅
2、参加 19 日党员活动的理事 18 日自行到大成精舍酒店报到、入住（仅 18 日一
晚）。活动安排另行通知。联系人：龙正荣，电话：13765032921。
四、会议注册：
序号

参会人员类型

注册费标准 住宿费

1

特邀嘉宾，大会邀请报告人

免

提供

2

数学会理事，分组报告人

900 元

自理

1000 元

自理

3

10 月 14 日前缴纳注册费的中国数学会会员
（提供会员号）

加入中国数学会会员：http://www.cms.org.cn/
4

标准注册费（普通参会人员）

1200 元

自理

5

学生（出示学生证）

600 元

自理

五、注册费缴纳办法：
1、登陆年会网站进行网上缴费。
请先登陆会议网站 http://cms2018.csp.escience.cn/dct/page/1 进行注册，点
击右侧“参会人员登陆”，再点击“费用预定”选择参会类型进行缴费。
2、通过银行汇款方式缴纳注册费。
户 名：中国数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海淀西区支行
账 号：0200 0045 0908 9161 419
请在汇款同时发送邮件至 cmsfinance@amss.ac.cn,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以下字
样：年会+参会代表姓名（不能写代办人姓名）+单位简称。
在邮件中请提供以下信息：
a、银行汇款信息截图；
b、参会代表姓名+单位全称+税号+汇款金额+手机；
请认真核对本单位开据发票的全称+税号（不包括院、系），一旦本人提供的
信息有误，数学会将不能重新开据发票。为保证您在会议期间领取发票，请参会代
表在汇款同时提交缴费信息（以收到邮件为准）。
c、发票；
鼓励代表尽可能索取电子发票（相比纸质发票更快）。
因每月电子发票和纸发票均有额度限制，我们不能保证您收到发票的日期，只
能按缴费顺序寄出发票。
3、现场缴纳注册费（请提供本单位的名称和税号）：
现场缴纳注册费一概不收取现金，可刷 POS 机缴费。现场缴费代表不能在会议
期间领取发票。
由于每月发票额度有限，我们遵守先收到先开发票的原则，且纸质发票会后以
到付的方式快递寄出，且目前不能保证您收到发票的日期。
请参会代表尽快网上缴纳注册费，争取我们会前能够开据较多发票。
注：注册费包含会议资料和会议期间餐费，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六、住宿地点：
本次会议为参会代表提供三家酒店供选择（所有房型均含早餐）。请选择您需要
的酒店，直接联系酒店预定即可，发邮件时请在主题中注明“中国数学会年会预定房
间”字样。
1、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五星）
房

型

会议协议价格

五星级单间

448.00 元

五星级标间

448.00 元

五星级套房

1288.00 元

贵州群升花园酒店（四星）
房

型

会议协议价格

四星级单间

320.00 元

四星级标间

320.00 元

联系人：余奇东，电话：17685067079
邮箱：reservations.plazaqunsheng@hojochina.com
2、多彩贵州酒店
房

型

会议协议价格

标准双人间

270.00 元

标准单人间

270.00 元

联系人：李有才，电话：13178444432
邮箱：531609044@qq.com
注：群升豪生大酒店和多彩贵州酒店附近有共享汽车服务，如有需要可自行租赁
使用。
七、接站信息
10 月 19 日 10:00—21:00 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安排大巴接站：
10:00—20:00 间每 2 小时发车 1 班，21:00 发车 1 班。
若与会者在非接站时间、非接站地点到达可自行前往，请参考网站
http://cms2018.csp.escience.cn/dct/page/70012 或下面的“交通信息”前往酒店，如果有
特殊要求者请务必提前告知会务组。

交通信息：
1、乘出租车自贵阳龙洞堡机场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下车，时间约
50 分钟，打车费约 80 元；乘出租车自贵阳站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下
车，时间约 60 分钟，打车费约 65 元；自贵阳北站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
店下车，时间约 50 分钟，打车费约 82 元；自贵阳东站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
大酒店下车，时间约 50 分钟，打车费约 100 元（走高速打车费约 140 元）。
2、乘坐公交车自贵阳龙洞堡机场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下车，时间
约 2 个小时，路线：步行 130 米龙洞堡机场站乘公交 254 路到中曹司站（13 站）下车，
换乘 207 路到思雅北路站（13 站）下车，步行 420 米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
酒店。
3、乘坐公交车自贵阳火车站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下车，时间约 1
小时 40 分钟，路线：步行 700 米火车站乘公交 203 路到新发装饰市场站（3 站）下车，
换乘 207 路

到思雅北路站（15 站）下车，步行 420 米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

大酒店。
4、乘坐公交车自贵阳北站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下车，时间约 2 小
时，路线：步行 140 米贵阳北站乘公交 292 路到新发装饰市场站（6 站）下车，换乘
207 路 到思雅北路站（15 站）下车，步行 420 米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
店。
5、乘坐公交车自贵阳东站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下车，时间约 2 小
时 50 分钟，路线：步行 10 米贵阳东站乘 K271 路到州医科大学站（13 站）下车,换乘
248 路到新发装饰市场站（8 站）下车，换乘 207 路到思雅北路站（15 站）下车，步
行 420 米到东盟国际会议中心群升毫生大酒店。
八、联系方式：
贵州民族大学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沈长春：sccyjs2008@163.com,13984036482
徐 宁：934019511@qq.com,15608518306
中国数学会联系人：
武建丽，李丽芳，陈景辉， 邮箱：cms@math.ac.cn
联系电话：010-82541197/1448
九、通讯地址
承办单位地址：
贵州省 贵阳市 花溪区 党武镇思雅路贵州民族大学新校区，邮编：550025

主办单位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 55 号思源楼中国数学会，邮编：100190
中国数学会 贵州民族大学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