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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国化学工程前沿博士生学术论坛 

（第二轮通知） 

由浙江大学、衢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衢州市委组织部

人才工作办公室、衢州市科技局、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承办，

巨化集团协办的 2019 年全国化学工程前沿博士生学术论坛将于 2019 年 11 月 3-6 日在衢州举

行。 

论坛旨在促进博士生学术交流，提高博士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为化学工程及相关学科领

域的博士生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论坛热烈欢迎化学工程相关领域的博士生和学者们前

来参会。现将论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论坛日期与地点 

论坛日期：2019 年 11 月 3-6 日 

论坛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白云中大道 66 号东方大酒店（衢州西区店） 

二、 分论坛设定 

时间 
地点 

芙蓉一厅 桂花厅 

11 月 4 日下午 分会报告一 分会报告二 

11 月 5 日上午 分会报告三 分会报告四 

11 月 5 日下午 分会报告五 分会报告六 

（分论坛报告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三、 论坛形式 

1、大会报告 

时长 40 分钟，由论坛特邀专家报告； 

2、口头报告 

报告时间 12 分钟，提问时间 3 分钟，要求统一着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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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PPT 请于 10 月 31 日中午 12:00 前发送至论坛官方邮箱 gcces@zju.edu.cn，命

名方式：分论坛名称-序号-姓名-学校，PPT 如有保密需求，请在邮件中注明； 

PPT 若需更新，请于 11 月 3 日当天在报到台指定位置进行替换； 

PPT 展示一律使用官方笔记本电脑，会务组将在报告前一日组织测试 PPT，具体时

间及地点将在论坛微信群公告中发布（请尚未入群的同学尽快联系会务组周老师，电话：

15757175625）。 

3、墙报报告 

墙报规格为 80 cm *120 cm，参会博士生请按要求自行准备并带往会场张贴，会务

组将提供张贴工具； 

墙报张贴工作请于 11 月 3 日当天完成。 

4、人才对接洽谈活动 

5、企业参观 

四、 论坛奖项 

优秀口头报告奖（12 名） 

由各分论坛点评专家按评分表打分，并经评奖委员会讨论选出。 

优秀墙报奖（6 名） 

由受邀专家及参会博士生投票选出。 

五、 论坛议程 

论坛行程总表 

（个别行程有待调整，具体行程以最后发布为准）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 月 3 日 

10:00-24:00 报到 
东方大酒店（衢州西区店）大厅 

（20:00 后前台报到） 

15:00-20:00 
衢州市重点企业 

人才对接洽谈活动 
百合厅 

18:00-19:00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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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 

8:30-9:00 开幕式 牡丹厅 

9:00-9:20 合   影 酒店门厅外 

9:20-12:00 大会报告 牡丹厅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5:30 
分会报告一 

分会报告二 

芙蓉（一）厅 

桂花厅 

15:30-15:45 茶   歇 

15:45-17:30 
分会报告一 

分会报告二 

18:00 晚   宴 牡丹厅 

11 月 5 日 

8:30-10:00 
分会报告三 

分会报告四 

芙蓉（一）厅 

桂花厅 

10:00-10:15 茶   歇 

10:15-12:00 
分会报告三 

分会报告四 

12:0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5:00 
分会报告五 

分会报告六 

芙蓉（一）厅 

桂花厅 

15:00-15:15 茶   歇 

15:15-16:45 
分会报告五 

分会报告六 

16:50-17:20 评奖委员会会议 指定地点 

17:20-17:40 闭幕式 牡丹厅 

18:00-19:00 晚   餐  

11 月 6 日 

8:00-10:00 参   观 
衢州市城市展览馆、 

衢时代创新大厦、孔庙 

10:00-12:00 企业考察 巨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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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   餐 

14:00 离会 

六、 交通方式 

各交通中心到东方大酒店（衢州西区店）的交通方式： 

1、衢州火车站：距离约 7.7 公里，乘坐 27 路公交车至白云中大道站下车即到，票价 2

元。或者乘坐出租车至西区东方大酒店，约 15 分钟，价钱约 20 元； 

2、衢州机场：距离约 6.4 公里，乘坐出租车至西区东方大酒店，约 16 分钟，价钱约 20

元； 

3、11 月 3 日报到当天，会务组将在衢州火车站出口处设接待点，并安排中巴车往返衢

州火车站与衢州西区东方大酒店，往返时间 9:00-23:00，每 30 分钟一班。参会者可以选择

乘坐中巴车前往酒店。 

七、 注意事项 

1、对于摘要被录用的博士生，会议免收注册费、会议资料费，会议期间统一安排食宿（不

收取费用），会议主办方将报销参会者往返旅费，请保管好票据并在返程结束后将往返

双程票据寄至会务组（收件地址：浙江省衢州市九华北大道衢州学院行政楼 423 室；

收件人：江丽丽；联系电话：18057019298）； 

2、摘要未被录用的博士生或其他人员参会时，会务组将提供餐饮服务，住宿费及交通费

请自理。预计论坛举办期间周边酒店房源紧张，需尽早预订酒店； 

3、11 月 6 日结束午餐后，会务组将安排大巴车前往衢州高铁站，各位参会者早晨出发时

即可带上随行物品； 

4、论坛期间请佩戴好胸牌，以便会务组服务。 

八、 论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会务组信息：  

总协调：朱耕宇（13757120223），叶雪雁（18967003696），周玉立（15757175625） 

学生联络及报到：周玉立（1575717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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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负责：牡丹厅（朱耕宇、叶雪雁） 

桂花厅（杨柳 17857996005），芙蓉（一）厅（胡佳丹 15088785674） 

交通：陆海盈（13867028211），杨尉（17505706989） 

餐饮：江丽丽(18057019298) 

住宿：许惠嘉(15105700521) 

墙报：沈华芬(15858148264)   岳冲冲（17826855901） 

E-mail：gcces@zju.edu.cn 

           

 

2019 年全国化学工程前沿博士生学术论坛组委会 

2019 年 10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