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年会
暨科学出版社/施普林格期刊培训会
会议通知
由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北京中科期刊出版
有限公司、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承办的“第六届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年会暨科学
出版社/施普林格期刊培训会”
，定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13 日在福建举行。经
过认真筹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和形式
会议主题：科技期刊体制改革与集群化发展。
会议形式：邀请相关主管部门领导、科技出版专家、业内知名人士及施普林
格国际出版专家，通过主题报告、演讲交流、自由讨论等方式，结合当前科技期
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新政策和行业发展新趋势，交流改革经验，分析发展趋势，
切磋办刊心得，推进科技期刊适应改革发展要求，提升科技期刊内容和出版质量。

二、参会人员
科学出版社出版期刊代表，施普林格中国合作期刊代表和邀请的中国科学院
主管主办期刊代表及相关部门领导等。

三、学时及证书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出版专业技术
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72 小时。本次会议属于国内专业研讨
活动，经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对研讨内容审核，同意向全程参会人员授予
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颁发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共计
24 学时。

四、会议安排
1． 会议时间：2012 年 11 月 10 日～13 日，11 月 10 日（周六）全天报到；
11 月 13 日（周二）午餐后疏散。
2． 报到地点：武夷山青竹山庄。电话：0599-5253888；传真：0599-5253666；
网址：http://www.qingzhu-hotel.com
3．报到接待：会议不安排接站，请代表自行前往报到地点，请参照交通信
息（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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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科学出版社出版期刊和施普林格出版期刊代表 1700 元/人；
其他期刊代表 2000 元/人。会务由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统一安排。
2．代表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请自行与武夷山青竹山庄结算。会
议统一安排入住双人标准间，380 元/间/天（190 元/人/天），含早餐。务请代表
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前确认是否参会，以便预订房间。
3．凡于 10 月 31 日前通过汇款等形式提前缴纳会议注册费的代表，均可享
受 50 元优惠；即，科学出版社出版期刊和施普林格合作期刊代表 1650 元/人，
其他期刊代表 1950 元/人。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名称：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3 号德胜国际中心 B 座 301 室

电

话：010-5979073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黄寺支行
帐

号：0200 2194 0900 6817 379

六、联系方式
会务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3 号德胜国际中心 B 座 301 室（100088）
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年会秘书处
报名联系人、电话及信箱：
何雯雯：010-64010031

E-mail：hewenwen@mail.sciencep.com

王希挺：010-59790736 转 8036

E-mail：wangxiting@mail.sciencep.com

传

真：010-84031278

七、报名方式
详见附件。
务请参会代表在 10 月 22 日前将回执回复秘书处。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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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福建·武夷山
姓名

2012 年 11 月 10 日-13 日）

性别

职务职称

邮编

单位
（编辑部）
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是否科学出版社出版期刊（请勾选）

是□

否□

是否施普林格出版期刊（请勾选）

是□

否□

入住日期

，离开日期

，

住宿要求
预订床位

个或双人包间

间

1. 年会+考察：1700 元□（科学出版社或施普林格合作期刊）
2000 元□（其他代表）
收费标准 2. 仅参加年会：1050 元□（科学出版社或施普林格合作期刊）
1350 元□（其他代表）
（请选择）
3. 陪同或家属：1100 元□
参会事项及

备注

1. 身份证号（用于保险）
2. 发票抬头：
（重要说明：发票抬头务
请与贵单位财务人员核实，发票一经开出，不予退换，特此说明）
3. 关于返程票。11 月份恰逢国际茶博会在武夷山举办，此地又是旅游胜地，
为稳妥起见，建议参会代表最好自行提前 12 天预订往返火车票。
4. 如情况特殊，可以由会务组代为预订返程火车票，务请预订者提前 15 天完
成如下事项：
（1） 注明火车、时间、地点、车次要求等详细信息；
（2） 向会务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订票；
（3） 为保证订票成功，请按票价 50%的金额预交订票费，缴费方式：邮局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3 号德胜国际中心 B 座 301 室，
王希挺 收；邮编：100088）
（4） 订票成功后如果要求退票，火车票将按照票面价核收 10%退票费；
（5） 因举办国际茶博会的原因，预订火车票可能要收取较高的手续费，且
不保证提供手续费的正规发票；
（6） 务请代表注意：以上（1）~（3）项同时提前 15 天完成，方可由会务
组代为预订返程火车票。

注：
1. 回执表务请在 2012 年 10 月 22 日前发至 E-mail：wangxiting@mail.sciencep.com
2. 为便于确认宾馆房间，请参会代表务必提前将回执返回，否则无法保证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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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地点——武夷山青竹山庄简介及交通信息
青竹山庄座落于中国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内，占地 160 亩，其中广场 93
亩，碑林 40 亩，各种休闲路径 10.6 公里。山庄文化与自然和谐，是藏在花园里
的饭店。山庄依山畔水，有各类开窗见景、舒适温馨的客房 100 间（套），其中
总统套房一幢，四星级标准客房、餐厅、会展中心、商务中心、车队、商场、停
车场等服务设施齐全；舞厅、棋牌室、美容保健中心、茶吧、游泳池、网球场、
篮球场、足球场、户外健身场、垂钓等休闲娱乐设施完备。还有日月潭、园中园、
丹桂园、百竹园、茶园、果园、柳池等园林景观。毗邻度假区中心商业区，是旅
游休闲、会议培训、商务活动的理想之地。

武夷山火车站到青竹山庄路线图。距离约 15 公里，大约 20 分钟车程。可乘
6 路支线公交车，打的士至青竹山庄 40 元/车（不打表，建议结伴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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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机场到青竹山庄路线图。距离约 10 公里，大约 10 分钟车程，可乘 6
路支线公交车，打的士至青竹山庄 40 元/车（不打表，建议结伴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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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务承办单位组织代表考察活动的说明
武夷山主景区
11 月 12 日早餐后游天游峰（约 3.5 小时），位于武夷山景区中部的五曲隐屏
峰后，海拔 408.8 米，它独出群峰，云雾弥漫，山巅四周有诸名峰拱卫，三面有
九曲溪环绕，武夷全景尽收眼底。游览云窝、接笋峰、晒布岩、隐屏峰、水月亭、
茶洞等；农家土特产。
游览虎啸岩（约 3 小时），位于二曲溪南，怪石崔嵬，流水迂回，是一个独
具泉石天趣的佳境。“虎溪灵洞”四个大字高勒于岩上。“虎啸”之声，来自岩上的
一个巨洞，山风穿过洞口，便发出怒吼，声传空谷，震撼群山。虎啸岩有“极目
皆图画”的美称，是一条新兴的旅游热线。主要景点有天成禅院和虎啸八景。游
览一线天（约 1.5 小时），指从岩石的缝中观看苍苍蓝天，称这一自然景观为“一
线天”，又名“一字天”。游览风洞、神仙楼阁等。

九曲溪漂流
11 月 13 日早餐后乘竹筏游九曲溪（约 1.5 小时），有三十六峰、九十九岩。
峰岩交错，溪流纵横，九曲溪贯穿其中，蜿蜒十五华里。又因它有三弯九曲之胜，
故名为九曲溪。它全长约 9.5 公里，面积 8.5 平方公里。山挟水转，水绕山行，每
一曲都有不同景致的山水画意。“溪流九曲泻云液，山光倒浸清涟漪”，形象地勾
画出了九曲溪的秀丽轮廊；仿宋古街（0.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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