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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行星科学大会 

二号通知 

 

(2021年 6月 18 — 21日，中国 苏州) 

   为推动我国行星科学和行星探测领域的机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广

泛交流，展示科研新成果，开发科研新思路，探索未来行星科学一级学科

建设道路，促进我国行星科学人才的培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行星物理专

业委员会定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1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 2021 年全

国行星科学大会。 

 

一、会议主题 

1.行星科学研究前沿 

2.行星探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3.未来行星探测计划 

4.行星科学人才培养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

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1 年全国行星科学大会 中国∙苏州    

科学委员会： 

主任委员：常  进  潘永信  王  赤  赵玉芬 

委    员：曹晋滨  陈  耀  邸凯昌  东苏勃  杜爱民  傅绥燕 

葛  健  贺怀宇  季江徽  胡永云  黄乘利  黄江川 

李爱根  李  斐  李  磊  李  陶  李向东  林杨挺 

廖新浩  刘继峰  刘建忠  刘凯军  刘立波  刘  耘 

陆全明  毛淑德  秦礼萍  王劲松  王汝成  汪毓明 

魏  勇  吴  波  夏利东  肖  龙  徐伟彪  徐夕生 

张可可  张绍东  张铁龙  张效信  赵  刚  周济林 

宗秋刚  邹永廖 

地方组织委员会： 

程波  惠鹤九  梅苞  薛向辉  周礼勇 

大会秘书组： 

李勤秀  李珊  刘宁  刘颖  宋玉环 

注：以上姓名皆按姓氏拼音排序 

 

三、会议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会议报到（苏州市澹台湖大酒店宝带楼） 

2021年 6月 19日：会议开幕式暨大会特邀报告 

2021年 6月 19日下午 — 20日：分组报告 

2021年 6月 21日：分组报告，闭幕式 

 

四、会议地点 

    苏州市澹台湖大酒店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东路 299号 

联系电话：0512-66358888 

 

五、会议安排 

1. 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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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协调人：刘洋、肖智勇） 

主题（B）陨石与天体化学（协调人：惠鹤九、秦礼萍） 

主题（C）行星固体物理（协调人：孔大力、綦超、孙伟家） 

主题（D）行星大气（协调人：郭建恒、杨军） 

主题（E）行星空间环境（协调人：倪彬彬、尧中华） 

主题（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协调人：白雪宁、周礼勇） 

主题（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协调人：王炜、谢基伟） 

主题（H）小天体和尘埃（协调人：史弦、赵玉晖） 

主题（I）天体生物学（协调人：李一良、林巍） 

主题（J）未来行星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协调人：何飞、赵海斌、

张晓静） 

2. 会议住宿： 

推荐参会代表入住皇家金煦酒店、吴中希尔顿欢朋酒店或苏州全季

酒店（宝带路地铁站店）。此外，会场周边步行 15分钟内有吴中福朋喜来

登酒店、雅杰大酒店，及各类经济型酒店，也可自行落实其它酒店。 

3. 会议注册： 

请登录学会网站注册：

http://www.cgscgs.org.cn/drupal/?q=meeting/planet2021 

在线注册若有问题请致电：010-82998014 

参会人员类型 在职人员 学 生 陪同人员 

注册费 2500元 2000元 2000元 

（1）银行转帐（上传转帐凭证）： 

开户名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7609014454432 

注册成功后，在注册表页面中选择会议缴费，使用线下支付(汇款扫描件

上传)，上传转帐凭证。 

（2）支付宝在线支付 

http://www.cgscgs.org.cn/drupal/?q=meeting/plane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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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后，在注册表页面中选择会议缴费，使用支付宝支付，支

付后实时到帐（使用支付宝支付，不用上传凭证）。 

（3）会议接受现场注册 

 

六、展览会及产品介绍会 

会议期间为各单位、厂商提供条件，展示、介绍产品、技术成果。 

请参展单位于 6月 17日到苏州市澹台湖大酒店宝带楼布置展厅。 

 

七、报告及颁奖 

1.张贴报告要求：会议采用 X展架竖立式宣传海报，作者需自行印刷。

海报要求：80cm(宽)*180cm(高)，并将四角打孔，以便悬挂。 

2.口头报告要求：特邀报告时间为 20分钟；口头报告为 15分钟。PPT

尺寸建议设置为宽屏模式（16*9）。 

3.优秀论文奖评选：根据各个专题青年参会代表数量，评选出一定比

例的优秀青年论文奖，并在闭幕式上宣读获奖名单，颁发获奖证书。 

 

八、 其他说明 

会议期间，组委会将严格执行国家疫情防控要求，参会代表在参

会前，需确保符合当地出行政策。 

 

九、会议联系人 

宋玉环      13661349288 

李  珊      13556144873 

刘  颖      15180736519 

组委会邮箱：planet_cgs@mail.iggcas.ac.cn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 

2021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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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会议和酒店地点 
 

1、澹台湖大酒店  2、皇家金煦酒店  3、吴中欢朋希尔顿酒店  4、全季酒店（宝带路店） 

 

距上海虹桥机场     80公里 约 1小时车程    

距上海浦东机场    135公里 约 3小时车程 

距无锡苏南机场     45公里 约 45分钟车程  

距汽车南站          3公里 约 7分钟车程  

距苏州站           13公里 约 25分钟车程  

距苏州高铁北站     23公里 约 35分钟车程 
 

1、澹台湖大酒店 

酒店地址：吴中区太湖东路 299号（东楼）       电话: 0512-66358888 

苏州站，乘坐地铁四号线，宝带路站 3号出口，向南直行东吴塔左拐 300

米，大约 8分钟即可到达酒店；出租车大约 28分钟（大约 25元左右）即

可到达酒店；高铁北站乘出租车大约 40 分钟（大约 66 元左右）。乘坐公

交车 9 路到吴中区政府站下，直行 50 米左右到酒店。苏州南门汽车站，

出租车大约 7分钟（大约 14元左右）。 

2、皇家金煦酒店 

酒店地址：吴中区太湖东路 1号                 电话: 0512-65686666 

苏州站，乘坐地铁三号线，迎春路站 1号出口，步行约 1公里即可到达酒

店；出租车大约 28分钟（大约 25元右）即可到达酒店；乘坐公交车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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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到太湖东路丹桂路站下，步行 300米左右到酒店。苏州南门汽车站，出

租车大约 7分钟（大约 14元左右）。 

3、欢朋希尔顿酒店 

酒店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迎春路 38号            电话：0512-66196188 

苏州站，乘坐地铁三号线，迎春路站 1 号出口，步行 100 米即可到达酒

店；出租车大约 28 分钟（大约 25 元右）即可到达酒店；乘坐公交车 91

路到文曲路站下，直行 100米左右到酒店。苏州南门汽车站，出租车大约

5分钟（大约 12元左右）。 

4、全季酒店（苏州全季宝带路地铁站店） 

酒店地址：吴中区东吴北路县前街 58号          电话: 0512-68581999 

苏州站，乘坐地铁四号线，宝带路站 10 号口东吴北路出口，红绿灯右转

直行 300米，大约 4分钟即可到达酒店；出租车大约 28分钟（大约 25元

右）即可到达酒店；乘坐公交车 5路到吴中区人民医院站下，直行 400米

左右到酒店。苏州南门汽车站，出租车大约 7分钟（大约 14元左右）；乘

坐公交车 3 路、62 路、60 路、高峰 6 路到东苑路公交站下直行 452 米即

可到达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