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科普基地（生命科学馆）建设研讨会
会议通知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科普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提高民族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在中国科协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
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传统的科普工作方
式已不适应现代技术快速发展，科普方式必须由传统的“灌输式、讲座式”的单
一模式向“选择式、体验式”的互动模式转变。目前各地建设了众多的人体陈列
馆或生命科学馆，这些馆在向社会开放，普及解剖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科普基地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生命奥秘博物馆是中国解剖学会下属的唯一的国家级科普基地，也被评为优
秀的国家级科普基地，在科普基地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对各地科
普基地建设起到了样板意义。为了搞好全国科普基地建设，进一步发挥生命奥秘
博物馆的经验作用，中国解剖学科普委员会决定于 2019 年 8 月 3 日-6 日在大连
金石滩举行“解剖学科普基地（生命科学馆）建设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解剖学
会主办，大连医科大学和生命奥秘博物馆承办。现就有关会议安排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2019 年 8 月 3 日 8:00-22:00 报到
2019 年 8 月 4 日 9:00-18:00 学术交流
2019 年 8 月 5 日 8:00-22:00 自由研讨
2019 年 8 月 6 日 离会
二、 会议地点及报到地点
1. 会议地点：大连市金石滩(具体地址见第二轮通知)
地址：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金石路 65 号
2. 报道地点：大连市金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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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金石路 65 号
三、 会议注册机缴费
1. 注册：登陆中国解剖学会学术会议系统（http://meeting.csas.org.cn）或登陆
中国解剖学会网站（http://www.csas.org.cn）进入“ 2019 年学术年会”进行
网上注册，填写参会回执。
论文征稿期间已注册的人员，用投稿时注册的电子邮箱进行注册，按步骤完
成大会注册（注册详细步骤请见网上说明），网上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1 日。
2. 缴纳会务费：
（1） 根据相关规定，会议对中国解剖学会会员、非会员及学生参会人员，实行
差别收费标准。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和会务工作的有效安排，请注册后尽
快按相应标准缴纳会务费，并进行宾馆预订。
注册并交费后，如 7 月 15 日前提出不能出席会议者，退还一半的注册费
款；此后提出不能出席会议者，将不退还任何注册费款。不注册交费者不
能进入会场和参会，亦不能参加会议组织的任何活动。
7 月 1 日-31 日

人员类别

8 月 1 日至现场注册

会员

1000

1200

非会员

1200

1400

学生

600

800

家属

400/人（中晚餐+晚宴）
注：会员已交纳 2019-2022 年会费的会员，未交会员会费者请及时将会
费汇入学会账号。注册时请填写会员号，学生参会在报到时请出示有效学
生证。

（2） 付费方式：在会议系统中填写参会回执后可在线交费（强烈推荐在线交费），
在线交费成功后，即生成电子发票，请及时自行下载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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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线交费者，也可从银行汇款至
户名：中国解剖学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账号：0200004109014480529（银行汇款时请注明“研讨会+参会者姓名”），
汇款后将汇款信息发送至电子信箱 ham628@sina.com 注明：汇款人姓名
（银行卡户名）、参会人员姓名、汇款数额、单位、发票抬头、纳税人识
别号等。
四、 宾馆预订
五、 交通：会议期间不安排接站，请自行前往。
（一）大连周水子机场
1、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142 元）

2、

乘地铁：（908 路→38 路大站车或 38 路→3 号线 票价：9 元）
机场公交站→908 路（开往大连北站南广场方向）6 站→华南国际
商城公交站（同站换乘）→38 路大站快车或 38 路 1 站（开往泉水
快轨站方向）→泉水快轨站公交站（步行 345 米大约 5 分钟）→泉
水地铁口（出入口）→3 号线（开往金石滩方向）8 站→金石滩地
铁口（南口）下车→步行 1.6 公里（23 分钟）→金石滩

3、

乘公交车（908 路→2001 路→昌赫 803 路 票价：9 元）
机场公交站→908 路（开往大连北站南广场方向）7 站→远洋自然
公交站→换乘 2001 路（开往保税区南门方向）5 站→工业区公交
站→换乘昌赫 803 路（开往金石广场方向）39 站→金石滩轻轨站
公交站下车→步行 1.7 公里（25 分钟）→金石滩

（二）大连火车站（南站）
1、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1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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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乘地铁：（3 号线直达 票价：8 元）
大连火车站地铁口（步行 197 米，3 分钟）→3 号线（开往金石滩
方向）11 站→金石滩地铁口（南口）下车→步行 1.6 公里（23 分
钟）→金石滩

3、

乘公交车（2001 路→昌赫 803 路 票价：7 元）
大连火车站公交站（步行 246 米，4 分钟）→2001 路（开往保税区
南门方向）18 站→工业区公交站（步行 164 米，3 分钟）→换乘昌
赫 803 路（开往金石广场方向）39 站→金石滩轻轨站公交站下车
→步行 1.7 公里（25 分钟）→金石滩

（三）大连火车站（北站）
1、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109 元）

2、

乘地铁：（1012 路→3 号线 票价 7 元）
大连火车站北站（步行 522 米，8 分钟）→海盛花园公交站
→1012 路（开往福佳新城方向）6 站→后盐快轨站公交站下
车（步行 221 米，4 分钟）→后盐地铁口→3 号线（开往金
石滩方向）7 站→金石滩地铁站（南口）下车→步行 1.6 公
里（23 分钟）→金石滩

3、

乘公交车：（2001 路→昌赫 803 路 票价：7 元）

大连北站南广场公交站（步行 860 米，13 分钟）→2001 路（开往
保税区南门方向）4 站→工业区公交站（步行 164 米，3 分钟）→
昌赫 803 路（开往金石广场方向）39 站→金石滩轻轨站公交站下
车→步行 1.7 公里（25 分钟）→金石滩
六、 返程票预定（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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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八、 注意事项：
1、

开会期间请携带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2、

请随时关注学会网站，如会议通知与网站有冲突以网站通知为准。

3、

有事请按如下方式联系：

4、
中国解剖学会办公室电话机传真：010-69156459；010-65273712
霍爱民 手机：13671034850

邮箱：ham628@sina.com

祁栋

邮箱：d07@cast.cn

手机：13801262286

会务组联系人：
迟彦艳 电话：13942813692
李荻

电话：15840889930

邮箱：lidi@hoffen.com.cn

学会网站联系人：刘荣志（0377-63526121,13849778898）
学会系统技术支持：杨尚龙（010-88516981,13811992180）

谢谢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祝您参会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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