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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本次会议赞助标准分为金牌、银牌、铜牌三个等级；会务组将为赞助商提供一定

数量的展位、大会报告、学生颁奖、胸牌挂带、资料袋、晚宴冠名等。具体事宜请与

裴曦老师联系，联系方式：0551-63607073，xpei@ustc.edu.cn。

参会注册

 参会人员请在会议官方网站注册，参会信息以官网注册为准；

 网站地址：http://hifrmp2016.csp.escience.cn/

 如有住宿要求，请务必在注册时备注栏注明

会议日程安排

 会议时间：2016年 10月 16日-19日，10月 16日报到。

 会议地点：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

 邀请嘉宾：

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

肖国青 研究员/所长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夏佳文 研究员/院士/副所长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李 强 研究员/医学物理研究室主任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方守贤 院士/前任所长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赵振堂 研究员/所长 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蒲越虎 研究员/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樊明武 教授/院士/前任校长 华中科技大学

樊宽军 教授/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华中科技大学

宋云涛 常务副所长/副主任
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所/合肥离子医学中

心

陆嘉德 临床肿瘤学教授/常务副院长/千
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孔 琳 副主任医师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胡逸民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 凡 临床肿瘤学教授/主任医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费振乐 主任 合肥解放军第 105医院肿瘤放疗中心

吴爱东 副主任 安徽省立医院放疗科

董传中 教授/院长
台湾長庚大學 / 長庚醫院 放射醫學研究

院

赵自强 教授
台湾长庚大学/ 長庚醫院 放射醫學研究

院

马长明 教授/放疗科物理部主任 美国 Fox Chase癌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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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明 教授/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放疗科临

床物理部

李左峰 教授 /主任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放疗科物理部

Lei Dong 教授/主任
美国 Scripps Proton Therapy Center/临床物

理部

Ronald Zhu 教授/主任
美国 U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放疗

科临床物理部

Jeff Yue 教授/主任 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放疗科物理部

朱崇德 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rian Wang 教授/主任 美国 Univ Louisville/放疗科物理部

王 鹏 博士 美国 Texas Proton Center
Fang-Fang Yin 教授 /主任 美国杜克大学/放疗科物理部(及昆山分校)
王 石 教授/所长 清华大学工物系/医学物理研究所

卓维海 教授/所长 复旦大学辐射医学研究所

全 红 教授 武汉大学物理系

侯 氢 教授 四川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凌宏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文万信 教授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和防护学院

何文胜 教授/院长 安徽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青年物理师和学生论文投稿

 投稿要求：会议投稿论文应为未在国内外正式发表及未参加过学术交流的论文，

来稿应符合本次会议主题（包括放疗、影像、或医学辐射防护等），能够真实、

准确地反映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科研成果，数据翔实可靠、语言文字精炼、论

点明确、论证合理，具有一定创新性；

 格式要求：青年医学物理师（工龄 5年以内）和在校学生以论文摘要形式投稿，

摘要内容应不少于 1000 字，按照：目的和创新性、材料与方法、结果和结论等

模式撰写。具体格式要求见附件一；

 本次会议将由学术委员会评审出 3个青年物理师优秀奖和 3个学生优秀奖，获奖

者将颁发获奖证书以及现金人民币 500元。

 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6年 9月 30日

 论文将以墙报形式交流，墙报尺寸为：180 cm*80 cm

注册费用

本次会议注册费 1000元/人，在校研究生及博士生注册费 600元/人（须凭学生证）。

建议参会前（9月 30日前）将注册费汇入以下账户，以便会议现场领取发票。会务

组将提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具的正式发票。汇款时请注明开票单位，并及时联系确



4

认。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开户行：中国银行合肥南城支行

账号：184203468850

 银行、邮局汇款均请在“留言”栏务必注明“您的姓名 + 合肥放射医学物理论坛注

册费”字样；

 注册费一经收到，组委会将回复确认邮件；

 会议报到现场凭出示汇款凭证原件领取正式发票。

酒店住宿

名称：合肥两淮豪生大酒店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科学大道 6号

参考价格：单间/标间均为 350 RMB/间·天

为确保参会人员住宿，请在 9月 20日前务必在报名回执中将住宿信息标明并反馈给

会务组。由于会议处于旅游旺季，未提前注册的与会人员，会务组将不保证住宿，

请予以谅解；

会议期间我们将安排巴士往返酒店与会场之间的接送；

酒店联系人：程 欣 经理（金峰国际旅行社）13956036389

会议报到

10月 16日下午 14:30~21：00：两淮豪生大酒店一楼大厅

10月 17日上午 8:00~10:30：会议现场大厅

关注会议的最新信息，请登陆网站：http://hifrmp2016.csp.escience.cn/

报告及投稿邮箱：rmd@ustc.edu.cn

会议秘书长 陈 志 教授 (办公室) 0551-63606142

会务联系： 何丽娟 老师 (办公室) 0551-63607073

财务联系： 盛 瑞 老师 (办公室) 0551-63607073

mailto:rmd@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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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论文格式要求

中文题目（二号黑体）

作者11，作者21,2，作者31，作者41,2 （三号仿宋体）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230026；

2.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北京100000) （五号宋体）

摘要：（五号黑体）

关键词：（五号黑体）

英文题目（新罗马3 号、加粗，首字母大写）

Author1 Author2… （五号新罗马）

（1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Anhui, Hefei 230026；

2Institute of××××××××, Beijing 100000）(六号新罗马，斜体)

Abstract:（小五号新罗马)

Key words:（小五号新罗马，分号间隔，首字母大写)

1 标题（小四黑体）

1.1 标题（五号黑体）

正文正文正文（五号宋体，行间距为固定值18 磅）

参考文献（五号黑体，居中）

［l］文献1（小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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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报名回执

“合肥放射医学物理论坛”第二次会议报名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职称

选一（在选项后面括号中打“√”）：

教授/研究员：（ ）

青年医学物理师（工龄5年以内）：（ ）

在校学生：（ ）

其他：（）

是否预留房间 □是□否

□单住 □合住

入住时间 退房时间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E-mail

填写此回执，于 2016年 9月 20日前，将附件发电子邮件到：rmd@ustc.edu.cn或传真

至 0551-6360-6142

mailto:rmd@ust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