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正式邀请函
＿＿＿＿＿＿＿＿先生/女士敬启:
在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的领导下，并在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所
属澳中理事会(ACC)以及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的支持下，
第十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7 月 8 日～
10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协助举办。您提
交的论文摘要已经由本次研讨会组委会审阅通过，因此邀请您作为正
式代表与会并宣读论文。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世界格局中的澳大利亚：历史、现实与未
来（Australia in the Worl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旨在从人
类文明发展史与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双重视角探讨澳大利亚作为
亚太区域一个重要国家的发展与变化,包括其自然环境、历史、社会、
文化、民族个性、政治、经济、贸易、国际关系、教育、语言文学、
艺术以及新媒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澳大利亚在世界文明发展历
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期盼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致力于澳大利亚研究
的其他相关人士与会，就本次研讨会的相关议题进行探讨、研究与商
榷，沟通信息，共享学术研究资源，拓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途径与方
式，进一步推进澳大利亚研究的发展，促进中澳两国加强战略伙伴关
系与共同发展，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其它事项：
一、

研讨会的工作语言为英文和中文。拟用中文宣读论文的
与会代表，须提供论文的英文标题与摘要。

二、

研讨会组委会拟在研讨会结束之后将在会上宣读的论
文择优结集，2017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

研讨会收取会务费标准：正式代表每人 800 元或者 125
美元（国外代表），研究生代表会务费减半；与会代表
的交通费及研讨会期间的食宿费自理。

四、

本邀请函一式两份：PDF 版用于申请与会经费等事宜，
WORD 版用于填写回执等事宜。组委会在与会代表报到时
提供纸质邀请函。

五、

请在 6 月 15 日之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确认是否会与
的回执寄至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电子邮箱
（pkuasc@pku.edu.cn）。

专此

致礼

第十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2016 年６月

附件：与会注意事项与回执

第十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会注意事项
一、 报到时间
2016 年 7 月 7 日上午 8:00～下午 18:00
二、 报到地点
1、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一层
大厅接待处。
2、 7 日晚 18:00 以后到达的与会代表，可直接前往预定的宾
馆入住，在宾馆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后领取相关与会资料。
三、 报到程序
1、 确认与会代表登记表中的相关信息，包括预定宾馆等信息。
2、 缴纳会议费，领取会议资料，其中包括纸版正式邀请函等。
3、 前往预定宾馆入住。
4、 7 日 18：00 之前未能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一层大厅
接待处办理报到手续和领取会议资料的与会代表，8 日上
午 8:00 之后可在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
流中心一层阳光大厅接待处办理上述报到事宜。
四、 接待处电话
研讨会期间（2016 年 7 月 7 日～10 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
楼一层大厅接待处电话：010-62767396
五、 研讨会日期
2016 年 7 月 8 日～10 日，开幕式拟于 7 月 8 日上午 9:00 在北
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层阳光大厅举行。
六、 研讨会地点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位于北京大学东门内 100 米）；研讨
会举行期间主会场与分会场均安排在该中心。
七、 发言与论文
1、 每位与会者选读论文的时间为 20 分钟，此外其他与会代
表提问与讨论的时间为 5 分钟。为了便于陈述和交流，建
议与会者在发言时使用 PPT 幻灯片展示论文内容。

2、

3、

为了便于学术交流与共建绿色生态环境，建议与会者提供
参会论文的电子版本。研讨会的服务人员可协助将储存在
USB 中的论文拷贝到会场上的计算机，以便其他与会代表
拷贝与阅读。
本次研讨会闭幕时会布置与会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
定的格式提供在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以便择优出版。

八、 住宿宾馆与房间标准
1、 北京友谊宾馆
（官网 http://www.friendshipshotel.com/），
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 号(宾馆正门朝东，位于四通桥西
南角 200 米)，研讨会期间每天早晚有班车定时接送。
房间条件与价格：
标间：430 元/天 （会议优惠价，不含早餐；两人合住一个房
间可分别开具发票）
备注：与会代表可直接与宾馆联系，说明参加本次研讨会，按
照会议价格预定房间，联系电话：010～68498080；或
者填写另页所附该宾馆的预订单，并寄至下列电子邮箱：
smd@bjfriendshiphotel.com（同时抄送至本次研讨会
组委会的电子邮箱：pkuasc@pku.edu.cn），按照相关规
定提前预订房间。
2、北京大学勺园宾馆（http://www.pkusy.com/），位于北京大
学校内，接待服务中心位于勺园 7 号楼的正大国际会议中心
一层大厅。
双人间（六号楼）：每人 240 元/天
双人间（九号楼）：每人 155 元/天
套 间（六号楼）：每间 600 元/天
备注：上述房价不含早餐，两人合住一个房间可分别开具发
票。勺园宾馆预定的房间数量有限，双人间须安排两人
入住，与会代表填写会议回执后由会务组协助预定房间。
勺园宾馆预定满员之后，与会者可在北京友谊宾馆安排
住宿。
九、 票务服务中心
北京大学燕园票务中心位于北京大学 10 区 29 楼地下一层（北
京大学三角地邮局对面），营业时间：上午 9:00～下午 17:00，
联系电话：010-62753455。

十、 会议回执
第十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单 位
是否与会
电 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是否需协助预定宾馆
预定住宿宾馆与标准
预定入住日期与天数
是否需提供清真餐饮
备注
回执请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之前寄至北京大学澳研中心电子信箱: pkuasc@pku.edu.cn

附件：北京友谊宾馆住宿预订单（参见下页）

第十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ustralian Studies in China

北京友谊宾馆住宿预订单
Beijing Friendship Hotel: Accommodation Booking Form

1. Name:
2. Nationality:
3. Contact information
Mailing Address:
Phone Number:
E-mail:
4. Room Category
Hotel

Room type

Room rate
(RMB)

Deluxe Suite room in
Building No.1( 5 star)

King size
bed

950

Standard room in
Building No.1( 5 star)

King size
bed

830

Standard room in
Building No.4( 4 star)

Twin or
double

550

Standard room in
Building No.2( 4 star)

Twin or
double

480

Check-in date

Check-out date

 The above rate includes one breakfast, the extra one charges
RMB 80 Yuan in Building 1 and RMB 50 Yuan in Buildings 4
and 2. The breakfast fee can be subject to deduction accordingly
if the client prefers to waive the breakfast before checking in.
 Free of service charge.
 Free use of WIFI in the guest room.
Your reservation request in the above format should be sen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ccount: smd@bjfriendshiphotel.com.
Many thanks for your reservation.
Tel: 086-10-68498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