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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09:00-09:10

09:10-09:20 

主持人：周涛，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国际部负责人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

执行主编 彭宾 致辞

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处长 董文萱 致辞

主题一：创办世界一流期刊的使命与路径 

09:50-10:20 推进高校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路径 —— 刘志强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学术工作部主任，上海大学期刊社副社长，编审

09:20-09:50 

主持人：李国刚，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管理》执行主编

一流科技期刊的梦想和追求 —— 白雨虹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Light学术出版中心主任，Light常务主编，吉林

省政协委员，研究员 

10:20-10:30 休息

主题二：生态环境科技期刊的体制创新与数字化变革

10:50-11:10 SCI 视角下的环境科技期刊 —— 宁笔
科睿唯安业务总监

10:30-10:50 助力科技创新，拓展学术传播
-- 生态环境期刊群建设与使命定位 —— 张利田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文献信息中心主任，《环境工程学报》编辑部主任

11:10-11:30 Scopus 助力中国环境学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 —— 陈秋霞
Scopus 产品经理

主持人：艾星涛，爱思唯尔中国区战略合作总经理

主题三：嘉宾对话

1. 科技期刊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作用；
2. 科技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互济互成；
3. 科技期刊与学术人才协同发展；
4. 生态环境研究的学术首发权问题；
5. 生态环境期刊联盟建设和互助成长。

11:30-12:00 对话环节将围绕以下议题展开：

主持人：陶彧，《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编辑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副研究员

主题 讲好绿水青山故事，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会议日程



12:00-14:00 午餐

主题四：生态环境期刊的特色发展之路

14:00-14:20 JES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主编X. Chris Le院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刘思

金研究员代报告）

14:20-14:40 跟踪学科发展，深耕选题出版
--《生态学报》专题报道经验分享 —— 孔红梅
《生态学报》编辑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编审

14:40-15:00 GEE的国际化和特色化办刊探索 —— 何宏艳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编辑部主任，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主持人：刘怡，《工业建筑》杂志副社长，《环境工程》期刊负责人

15:00-15:10 休息

主题五：开放创新提升科技期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15:10-15:30 Changeable and Unchangeable: 
Journal Publishing with Innovation ——王重芳
科爱出版总监

15:30-15:50 Innovation with Change -- 变化中求机遇 —— 韩美娇
美国化学会编辑服务高级经理

15:50-16:10 爱思唯尔助力中国环境学期刊发展 —— 杨超
爱思唯尔环境学和农学出版人

主持人：于东霞，《环境生态学》编辑部主任

主题六：新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如何实现媒体融合发展 

16:30-16:50 FESE那些年给自己挖的“坑” —— 张姣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运营编辑

16:10-16:30 The Innovation: 
A Journal to See the Unseen & Change the Unchanged —— 张炜
《The Innovation》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16:50-17:10 新媒体在未来学术出版和传播中的作用
-- 以“环境人Environmentor”微信公众号为例 —— 曾华斌
微信公众号"环境人Environmentor”副主编

主持人：宋兰，《Sustainabl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编辑部主任，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嘉宾：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彭宾执行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Water Research》郝晓地副主编，北京建筑大学

·《Emerging Contaminants》刘国瑞副主编，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科学》李林编辑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参会嘉宾 （按会议日程排序）

博士，国家二级研究员，现任中科院长春光机所Light学术出版中心主任，《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s》常务副主编。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织委员会委员；美国盖茨
基金会中美联合国际合作清洁项目中方主管；中国光学学会光电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期刊
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

吉林省政协委员。曾获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吉
林省“三八红旗手”等。

主任，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Light学术出版中心

一流科技期刊的梦想和追求
白雨虹

负责9种中、英文科技期刊（其中3种SCI，1种EI，3种北大核心）出版管理工作；担任中国高校
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工作部主任，上海市科技期刊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高校科技期
刊专委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担任《学报编辑论丛》主编（2011—），《上海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副主编（2010—），《科技期刊发展与导向》副主编（2016—），《博物馆·新

科技》副主编（2018—），《编辑学报》编委（2016—）等；担任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中文科技期刊精品建
设计划评审专家等；发表科技期刊编辑学论文70多篇，主持和参与10多项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项目。

副社长，编审
上海大学期刊社

推进高校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路径
刘志强

中共党员，研究员。1998年7获得北京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10月进入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环境科学学报》编辑部任执行副主编、编辑部主任，2007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人事教育处处长，2013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人事教育处处长兼文献信息中心主任，2015
年11月起兼任《环境工程学报》编辑部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文献信息中心主任、E方知库期刊群理事
长、《环境工程学报》编辑部主任。

文献信息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助力科技创新，拓展学术传播
-- 生态环境期刊群建设与使命定位
张利田

在信息服务行业拥有二十年从业经验，熟悉全球和中国的学术期刊和信息服务业状况。其先后在
科学技术部、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
位主办和承办的各种会议和培训中，就科技与社会、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知识产权、学术期刊
等主题进行200多场次会议发言、培训授课和学术讨论。宁笔先生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人才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学术等工作委员会委员。

业务总监
科睿唯安

SCI 视角下的环境科技期刊
宁笔



主要负责数据库系列出版物内容管理工作。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获得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硕
士学位。2018年7月加入爱思唯尔（Elsevier）科研产品部，组织Scopus中国学术委员会项目。
Scopus中国学术委员会于2018年8月底正式成立，第一本由委员会推荐审核的期刊于同年12月
被Scopus收录。2010年加入爱思唯尔，在学术出版领域有超过10年的工作经验。上一任职位为

海洋工程和岩土工程领域十余本顶尖国际期刊出版人。

产品经理
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Scopus 助力中国环境学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
陈秋霞

正高级工程师，《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期刊执行主编，世界工程组织联
合会中国委员会委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前经济事务官员，
长期从事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在国际发展援助、国际贸易、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China-ASEAN）、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GMS）、大图们次区域环境合作（GTI）、中
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合作（TEMM）、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NEASPEC）、联合国西北太平

境合作行动计划（NOWPAP）等跨界环境合作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主持完成联合国亚太经社会（UNESCA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中国环境保护部等国内、外机构支持的20多项研究课题。

嘉宾对话｜彭宾

副秘书长、理事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北京建筑大学全席讲座教授（二级），从事市政与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获荷兰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TU Delft）环境生物技术博士（PhD）学位；任国际水协（IWA）权威学术期刊 —
— Water Research区域主编 (Editor)；先后在荷兰TU Delft与TNO、法国CEMAGREF、香港理
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奥本大学，日本歧阜大学等单位从事合作研究7年。学术代表作:  
《可持续污水—废物处理技术》、《Water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China 

and the World》；《磷危机概观与磷回收技术》；《污水处理碳中和运行技术》；《蓝色经济下的水技术策略》； 
《Water in China》(《Water Research》特刊)。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嘉宾对话｜郝晓地

教授
北京建筑大学

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分析、环境行为和污染控制研究，识别了
多种新POPs的排放源，建立了我国新POPs的排放清单，评估了典型城市及青藏高原区域新型
POPs的污染特征及迁移行为，在Emerging Contaminants, ES&T和TrAC等杂志发表论文70余
篇，撰写专著1部。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嘉宾对话｜刘国瑞

博士，副编审，长期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发表编辑相关研究论文十余篇。

嘉宾对话｜李林

《环境科学》编辑部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
学家。研究方向与奖励：主要从事环境肿瘤与血液学、纳米材料和颗粒物的安全性与转化毒理方
面的研究，已发表SCI学术论文150余篇，作为POPs 研究集体的主要完成者，获中科院2013 年
度杰出科技成就奖；获2015年度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2016 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等；2016年获

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7年入选国家青年科技领军人才；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JES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刘思金

生态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编审，中国生态学学会期刊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生
态学报》执行副主编，《生态学报》、《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EHS)、《Acta 
Ecologica Sin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AES)编辑部主任，“新中国60年具有影响力期刊人”

奖获得者。负责编辑出版的中英文期刊具有较高的国内外影响力。《生态学报》和EHS获得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项
目支持，《生态学报》曾连续获得“精品科技期刊工程Top50项目”支持,核心总被引频次位居中国自然科学期刊第一影响
因子位居生物学期刊第一，EHS被SCI收录，AES国际总被引频次也在不断上升。

编审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跟踪学科发展，深耕选题出版
--《生态学报》专题报道经验分享
孔红梅

博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期刊编辑部
主任。主要方向为基于离子液体的绿色过程，重点开展界面离子液体结构-功能、离子液体特殊
氢键与反应性能、离子液体催化木质素/CO2转化等方向的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在Chem、
Small、J Mater Chem A、Chem Eng Sci、AIChE J、Green Chem、PCCP等期刊发表SCI论

文8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7项，获授权6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基金和中科院基金等多项。获侯德榜化
工技术青年奖、中国化工学会离子液体专委会青年创新奖、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等。2017年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担任《化学进展》和《物理化学学报》青年编委。

研究员，编辑部主任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GEE的国际化和特色化办刊探索
何宏艳

具有10年以上期刊出版管理经验，负责KeAi整体期刊发展策略，带领出版人团队优化期刊运营
与管理，加深与科研工作者的合作关系，拓展与学术机构的合作机遇；策划、组织并主持国内外
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交流。加入KeAi前曾任职Wiley高级出版人，负责Wiley在中国地区

医学项目的期刊出版，市场开发和国际学术交流。主导与多家知名医院的合作，策划并主持Wiley在CSCO的学术研讨会。
在此之前还分别任职于Elsevier和MDPI，涉猎多项学术出版职能，与学术界和出版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出版总监
科爱出版公司

Changeable and Unchangeable: 
Journal Publishing with Innovation
王重芳



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美国化学会（ACS）出版部编辑服务运营高级经理。主要负
责与ACS全球期刊编辑紧密联系，提供点对点信息服务以及中国地区的外展项目支持，曾供职
于多家国际大型出版社，拥有十多年的出版经验，工作内容涉及期刊的创立、运营管理、合作
期刊发展、跨部门协作、战略制定等。

高级经理
美国化学会（ACS）出版社

Innovation with Change -- 变化中求机遇
韩美娇

拥有多年学术出版从业经验负责管理该学科领域的一组高质量国际期刊以及国内外学协会合作期
刊，并负责制定相关学科期刊发展战略与执行，开展与该领域的学协会、高校及组织合作，创办
新刊，积极推动开放获取期刊的发展。曾任Taylor & Francis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环境学、
地学期刊出版经理,  De Gruyter (德古意特)出版集团高级编辑，在新刊创办、学协会期刊合作、

国际期刊管理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并曾经成功策划组织上百本学术专著出版。

环境学和农学期刊出版人
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爱思唯尔助力中国环境学期刊发展
杨超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清华大学博士、博士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学者，学术研究方
向为膜法水处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究。于2018年加入FESE期刊编辑部，担任运营编辑，工作
涉及组稿策划、宣传、项目申请与实施、作者服务、编委会运维等方面，是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重点项目骨干成员。共发表Science 评论1篇，期刊论文14篇，合著书1部。

运营编辑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FESE这些年给自己挖的“坑”
张姣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中科院青促会会员，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激光拉曼专业委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评审会评专家，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预算评审会评专家，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临床工程学分会委员。主要从事功能化二维

纳米材料、光谱环境分析检测技术研究，及相关仪器装置研制与应用开发。主持国家“863”计划课题（2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中国科学院、重庆市科技攻关计划（重大）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SCI论文100余篇。Cell Press合作期
刊《The Innovation》创始人之一，担任《Photonics Today》期刊副主编，《中国光学》《光散射学报》等期刊编委。在
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10次，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5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1 项（授权），授权国际发明专利（国际、美
国、欧洲）1 项。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The Innovation: 
A Journal to See the Unseen & Change the Unchanged
张炜



2009~2013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士学位；
2013~2016年，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硕士学位；
2017~2020年， 芬兰 拉彭兰塔理工大学， 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是环境催化降解水体污染物，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SCI论文6篇；其中《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
nology》2篇，《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3篇，《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1篇。现任微信公众号“ 环境
人 Environmentor ”副主编，主要负责催化方向的相关工作。

副主编
微信公众号“环境人Environmentor”

新媒体在未来学术出版和传播中的作用
-- 以“环境人 Environmentor”微信公众号为例
曾华斌

研究员、理学博士。历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副站长兼总工。曾任《中国环境监测》期
刊主编。现任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环境发展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
环境管理》期刊执行主编。

副主任，《中国环境管理》执行主编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主持人｜李国刚

物理学博士，德国Dortmund光化学研究所博士后。曾在德国和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科研工作。
现任爱思唯尔中国区战略合作总经理。在这之前曾任科学通报编辑部主任，美国物理联合会
（AIPP）中国区总经理。有近20年在国内和国际出版业从业经验。

中国区战略合作总经理
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主持人｜艾星涛 

“城市水安全智慧管控”孔雀团队成员，《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期刊编辑
部主任。本硕博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曾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2015-2018)，国家公派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联合培养博士 (2011-2013)。目前担任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土
木水利建筑工程学科青年编委，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委员，国际水协会

（IWA）、国际微生物生态协会（ISME）会员。主持和参与4项国家级课题和2项国外研究课题，获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
在国内期刊和国际SCI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中科院一区论文29篇），被引近1300次，H因子24。

副研究员，ESE编辑部主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主持人｜陶彧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注册责任编辑，现任《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境工
程》期刊负责人，中国期刊学会冶金期刊分会副秘书长等。长期从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科技
出版传播工作。发表学术论文5篇，参编学术专著1部。

副总经理
《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

主持人｜刘怡

硕士，副编审，主要从事科技期刊图书出版、数字出版和科技服务工作，先后担任责任编辑、编
辑部主任、副主编、执行主编等职务。承担环保部ODS物质调研项目、科技部科普统计与科技
论文评价的宣传出版、财政部创新中国数字出版示范项目的申请与实施等工作。

执行主编
《环境生态学》杂志社

主持人｜于东霞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玛丽居里学者），丹麦科技大学硕士（丹麦政府全额奖学金获得者）。英国
艾克斯特大学和西班牙国家农业和食品研究与技术研究所访问学者。博士期间受欧盟第七框架
“Environmental ChemOinformatics”项目和“Quality Nano”项目资助。其博士论文获荷兰环
境化学和毒理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并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做口头报告。于2015年加入爱思唯尔任
环境科学与健康方向SCI杂志总编辑，支持多个JCR1区杂志的运作和发展，包括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Chemosphere等 。2016年晋升为爱思唯尔荷兰总部副出版

人后晋升为出版人，全权负责环境科学与工程方向十多个JCR1区SCI期刊，包括Aquatic Toxicology,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Geoinformation等。管理超过120位来自顶尖大学/研究所的国际编辑，主要负责期刊战略和预算，
编辑选拔和管理，新期刊的创立，社交媒体传播和产品创新。使用数据分析绘制市场需求和设定战略规划，在美国、欧洲
和亚洲国家的大学策划并举办30多场研讨会。

副研究员
南方科技大学

主持人｜宋兰



一、地址

报到、住宿酒店：北京友谊宾馆（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电话010-68498888）
会议地址：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二层多功能厅

二、报到

12月3日（星期四）10:00-20:00
外地来京代表，在北京友谊宾馆敬宾楼大堂报到处报到，包括：出示健康码、签到、
缴纳会议费、领取餐券、领取资料、安排住房等，随后持身份证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12月4日（星期五）08:30-09:00
代表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大堂报到，包括：出示健康码、签到、缴纳会议费、领取
餐券、领取资料等，报到后可进入二层多功能厅参会。

有关说明 ：参会费用1200元/人，含会议费、会务、餐饮、会议资料等费用。住宿统一
安排，费用自理。

三、用餐

本次会议提供12月4日午餐。
参会代表请持房卡在住宿酒店用早餐。
用餐形式 ：自助餐（午餐需持餐券用餐）
用餐地点 ：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一层餐厅（与会议住宿楼敬宾楼有连廊相通） 
用餐时间 ：早餐 07:00-10:00，午餐 12:00-14:00

四、住宿

北京友谊宾馆敬宾楼：单间550元 (含单早)，标间600元 (含双早)，早餐50元/人。
参会代表退房时间为当天下午14：00之前，超过14：00退房按半天收取房费，超过
18：00退房按全天收取房费。
参会代表请爱惜房间内所有设施，如有损坏，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房间内一切消费
费用须由参会代表自理，若需消费，请到前台办理相关手续。
住宿发票请在酒店前台开具。

1. 
2. 

3. 

4. 

五、费用结算

参会代表缴纳的会议服务费发票统一会后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默认开具电子发票，
如需纸质发票请提前说明。

六、注意事项

会议期间，进入会场须佩带代表证，并将手机关闭或置于振动状态。
未经主办方许可，请勿在会议期间散发与本次大会无关的任何宣传资料。
会议期间，如果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主办方有权对会议日程、活动进行临时更改。

参会须知



七、疫情防控事项

会议报到时，所有参会人员主动上报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出示健康码（北京健

康宝）、行程码，确认正常（绿码）方可注册。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参会。

健康申报有异常者不得参会，对有发热、咳嗽、气促等呼吸道症状人员不得参会。

酒店大堂设置体温检测岗，所有参会人员需积极主动配合进行体温测量，体温在

37.3度以内方可凭健康码、代表证进入会场。

会议期间，会场内实行分散就座，相邻座位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会议期间均需全程

佩戴口罩，会间休息尽量避免长时间交谈。

所有参会人员实行分批用餐、错峰错时就餐方式，用餐时间听从会务组公示安排，

用餐时分散就坐，快速就餐，迅速离开。

会议期间如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呼吸道症状，请及时告知会务组，并积极配合

会务组工作安排。

请出发前准备必要的防护用品，沿途做好个人防护。 

会议期间，请代表注意安全，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除参加会议外，原则上尽可

能减少外出。

1.

2.

3.

4.

5.

6.

7.

8.

八、行程码（国务院疫情防控客户端二维码）、健康码（北京健康宝）获取

可打开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二维码，进行实名身份认证及行程申报，即可生成健

康码和行程码，显示绿码状态方可参加会议。

九、交通指南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乘坐大兴机场大巴中关村线至四通桥站，步行175米至友谊宾馆；或乘坐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线转10号线外环转4号线大兴线，至人民大学站D西南口出站，步行463米至

友谊宾馆。打车约58公里，费用约150元。

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乘坐机场大巴4号线公主坟线至友谊宾馆公交站，步行305米至友谊宾馆；或乘坐首

都机场线转2号线或10号线转4号大兴线，至人民大学站D西南口出站，步行463米至

友谊宾馆。打车约32公里，费用约90元。



十、会务组联系方式及班车安排

1. 会务工作

杨东旭：15110005977，孙自利：13522636047

李东华：13301209306，何    川：13936642511

2. 住宿、嘉宾联络

王梓瑄：13121891800

3. 北京站

乘坐地铁2号线内环转4号大兴线，至人民大学站D西南口出站，步行463米至友谊宾

馆。打车约19公里，费用约50元。

4. 北京西站

乘坐地铁9号线内环转4号大兴线，至人民大学站D西南口出站，步行463米至友谊宾

馆。打车约10公里，费用约30元。

5. 北京南站

乘坐地铁4号大兴线，至人民大学站D西南口出，步行463米至友谊宾馆。打车约19

公里，费用约50元。

会议酒店平面图

会议地点：贵宾楼

住宿地点：敬宾楼

用餐地点：友谊宫一层餐厅

12月4日午餐用餐方向：

请沿红色箭头方向行进，午餐地点：友谊宫一层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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