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中植病发[2021] 5 号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通知
（第一轮）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我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发展，由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主办，贵州大
学等单位承办的“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拟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1 日在贵
州省贵阳市召开，欢迎广大植物病理学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踊跃参加。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大会报告：8 月 18 日全天，20 日下午，由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安排大会特邀报告。
2.分组交流：8 月 19 日和 20 日上午，会议按照学术研究领域拟分六个分会场，以方便大家
交流。分会场 1，2-植物病原真菌学；分会场 3-植物病毒学；分会场 4-植物病原细菌学 I 与
植物病原线虫学 II；分会场 5-植物抗病性与抗病育种；分会场 6-植物病害防治(生物防治 I、
化学防治与综合防治 II)等。拟在分组会议上作报告的参会代表，请于 6 月 15 日前将报告题
目及相关信息发送电子文档至邮箱 dlpeng@ippcaas.cn 及会议邮箱 zbnh2020@163.com 并请
选择分会场，根据报名情况，每个专题将特邀 2～6 个水平较高专题报告，每个报告 20～30
分钟，分组会特邀报告由各专题召集人确定并由植病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核准。
3.墙报展示：会务组将为参会人员免费提供 200 个墙报的板面。注册时，请注明是否提供墙
报（规格宽度 90 cm，高度 120 cm，版面上下页边距为 25 mm），自己印刷后携带至会场根
据会议日程安排布展和撤展，墙报展示等同于分组报告。
4.奖励：大会将从参会研究生或中级职称以下会员提供墙报中评选出最佳墙报奖（一等 2 名，
二等奖 6 名以上）。同时评选优秀博士生或中级职称以下会员最佳报告奖（12 名左右）。
在闭幕式上颁发奖励证书。
5．会议论文与摘要：欢迎入会者提供论文或论文摘要，会议将正式出版《中国植物病理学
会 2021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会上免费发送给参会人员。有提供论文或摘要的代表，请将
论文或摘要于 6 月 15 前发送电子文档至邮箱 dlpeng@ippcaas.cn。论文经编委会审阅通过后
直接收入论文集（每位参会代表论文 1 页内免收版面费，超过 1 页按照 100 元/页收版面费）。

撰写论文格式参照《植物病理学报》，接受英文摘要投稿。在本论文集发表的论文摘要不影
响在其他学术刊物发表全文，特此说明。
6．学会理事会、监事会和党委会：8 月 18 日下午 16：00-18：00。
7．中英文植物病理学报编辑委员会会议：具体时间待定。

二、时间、地点和规模
1.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17 日-21 日（17 日报到，18 日-20 日开会，21 日离会）
2.会议地点：贵阳市群升豪生酒店
3.会议规模：1000 人左右

三、会议费与回执
1.会议注册费
采用提前注册形式，提前注册交费标准：代表 950 元/人，学生 750 元/人；现场交费：代表
1300 元/人，学生 1100 元/人（学生须是 2021 年 9 月前在读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本次会
议提前交费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提前交会议注册费的代表请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
汇往中国植物病理学会（见通知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银行账户）。
2．参会报名回执
凡报名参会者需于 6 月 15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以电子邮件形式传送到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办
公室邮箱（office@cspp.org.cn），同时抄送至会议邮箱（zbnh2020@163.com）。

四、食宿费安排
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1.就餐：早餐由宾馆提供，午餐和晚餐由会议统一安排自助餐。家属需额外购买餐票或附近
餐厅就餐。
2.住宿：
住宿标准见表。由于房源较紧张，请尽量合住。请在注册时注明所订房间类型、数量。

住宿房间类型和价格
酒店名称

住房类别

房价（元）

房间数量

贵阳群升豪生大酒店（五星，

标间

520

190

单间

400

150

标间

350

100

单间

350

20

标间

350

120

单间

350

30

主会场）

贵阳群升花园酒店（四星，与
主会场紧邻）

贵阳多彩贵州酒店（距主会场
约 200 米）及其周边 2 家酒店
正在联系中。

五、联系方式
1．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地址：北京市圆明园西路 2 号，中国农业大学植保楼 1036 室，邮编：100193
联系人：邹菊华（会务）电话：010-62731025，13021240227；E-mail：office@cspp.org.cn
彭德良（学术）电话：010-62814611，13381056763；E-mail：dlpeng@ippcaas.cn
2．贵州大学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贵州大学西校区崇学楼 472 室，邮编：550025
总负责人：王 勇 电话：18798899302；E-mail：dreaman.123@163.com
联 系 人：李向阳 电话：13765013500；E-mail：xyli1@gzu.edu.cn
赵志博 电话：18785019816；E-mail：zbnh2020@163.com
谢 鑫 电话：17585108412；E-mail：xiexin2097757@163.com

六、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银行账户
开 户 行：北京银行万泉路支行
账户：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账号：01091345900120105002561
行号：313100001442

七、注意事项：
1.因为学会没有提供 POS 机刷卡业务，现场交费只能收取现金。请需要刷公务卡交费的代
表，务必会前通过银行汇款办理注册手续。

2．汇款请附言：注明参会人姓名、单位简称、电话。
4．因会议规模大，旅游旺季房源紧张，会务组将优先安排提前交纳注册费的代表，如未提
前注册或无会议回执的代表，住宿安排将有可能不能保证，如果通过会务安排的具体宾馆住
宿没有入住者需要承担发生至少一晚空房的费用，敬请谅解。
5．会议费实行分段收费制度，住宿和参会回执底线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5 日，通过电子信
箱报送学会邮箱。

附件：会议回执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
贵州大学
2021 年 4 月 12 日

附件
中国植物病理 2020 年学术年会回执表（请在学会网站下载 Excel 表填写）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信息
联系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E-mail
是否提
论文
发言
交论文
题目
题目
酒店名称：（
）
住宿要求
房间类型及数量：单间（）标间（） 住宿天数（）
拟参加分会场
（请打勾）

真菌
□

病毒
□

细菌及线虫
□

抗病性
□

防治
□

附路线图

A. 高铁
乘坐高铁到达贵阳北站，到达西广场公交站，乘坐 B267 公交，到达“贵州
省职工医院公交站”（约 45 min）；转乘 806 路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站”（约
20 min）。
乘坐高铁到达贵阳东站，在“东站广场公交站”，乘坐 k271 路公交，到达
终点站“北京路站”（约 50 min）；转乘 806 路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站”（约
50min）。
从贵阳高铁北站打车到群生豪生大酒店大约需 70 元，从贵阳高铁东站打车
到群生豪生大酒店大约需 110 元。

B. 飞机
方案 1： 乘坐飞机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 乘坐机场巴士 2 号线，到达“纪
念塔公交站”（20 min），步行 350 米至路对面的“纪念塔公交站”，转乘 807
路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站”（约 45 min）。
方案 2：乘坐飞机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步行约 200 米到达“龙洞堡机场
公交站”，乘坐 254 路公交， 到达终点站“洛平公交枢纽站”（约 90 min）；
转乘 207 路或花溪 15 路到达“思雅北路站”（约 20 min）， 或转乘 404 到达“群
升大智慧站”（约 20 min）。
从贵阳龙洞堡机场打车到群生豪生大酒店大约需 100 元。
C. 火车
方案 1： 乘火车到达贵阳火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到达“北京路地铁站 A
口”（20 min），从“北京路公交站”转乘 806 路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站”（约
50min）。
方案 2：乘火车到达贵阳火车站，出站口乘坐 255 路公交到达到达“贵州省
职工医院公交站”（约 45 min）；转乘 806 路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站”（约
20 min）。
从贵阳火车站打车到群生豪生大酒店大约需 70 元。
酒店照片：

酒店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