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指南 

Conference Guide 

1、会议时间（Conference Time）： 

2019/3/25-2019/3/29 

2、会议注册（Registration）： 

报到时间（Time）：2019/3/24, 14:00-20:00； 

报到地点：青岛海泉湾酒店一楼大厅； 

（Location: Lobby of the Crowne Plaza Qingdao Ocean Spring Resort） 

注册费（Registration Fee）：800 RMB。                                                                                  

3、会议地点（Venue）：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 N7 楼 122  

（Room 122, Building N7,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4、住宿（Accommodation）： 

住宿标准：400/间（含双早）     

400 RMB/Room with two breakfast 

青岛海泉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位于即墨鳌山湾畔。距青岛市区40公里，距青

岛流亭机场30公里。酒店内设室内恒温泳池及健身中心，并免费向入住人员开

放。地址：青岛市即墨区滨海公路188号。 

（Address：No.188 of Binhai Road, Jimo, Qingdao） 

 
 

https://www.ihg.com/hotels/gb/en/find-hotels/interstitial?forwardUrl=https://maps.google.com/?daddr=36.400255,120.699349&saddr=&srcUrl=https://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gb/en/qingdao/taojc/hoteldetail?newRedirect=true&qIta=99602392&icdv=99602392&glat=SEAR_mdpr-_-Baidu-_-PC-_-Search-_-GC-_-B-GC-CHN-Qingdao-TAOJC-_-CHN-Qingdao-N-M-_-%E9%9D%92%E5%B2%9B%E6%B5%B7%E6%B3%89%E6%B9%BE%20%E7%9A%87%E5%86%A0%E5%81%87%E6%97%A5%E5%BA%A6%E5%81%87%E9%85%92%E5%BA%97&qSlH=taojc&setPMCookies=true&qDest=No.188%20of%20Binhai%20Road,%20Jimo,%20Qingdao,%20SD,%20CN&cm_mmc=mdpr-_-Baidu-_-PC-_-Search-_-GC-_-B-GC-CHN-Qingdao-TAOJC-_-CHN-Qingdao-N-M-_-%E9%9D%92%E5%B2%9B%E6%B5%B7%E6%B3%89%E6%B9%BE%20%E7%9A%87%E5%86%A0%E5%81%87%E6%97%A5%E5%BA%A6%E5%81%87%E9%85%92%E5%BA%97&srb_u=1&type=gdpr


5、会务组联系人（Contacts）： 

张兰 

尹娜 

Lan Zhang  

Na Yin  

 

电话：13793114353 

电话：18953246996 

 

邮箱：lanzhang@sdu.edu.cn 

邮箱：yina@sdu.edu.cn 

 

6、交通（Transportation） 

   1）机场/火车站——海泉湾皇冠假日酒店 

From Airport/Train Station to Crowne Plaza Qingdao Ocean Spring Resort 
 

线路 班车 打车 乘坐公交/地铁 

机场——海泉

湾酒店 

3 月 24 接机

一次，具体

时间待定。 

距离：40 公里， 

费用：约115元。 

乘坐机场巴士 703 路至深圳路仙霞

岭路站，再由苗岭路站（A 口）换

乘地铁 11号线至水泊站，用时 2小

时 

即墨北站——

海泉湾酒店 

3 月 24 日接

站一次，具

体 时 间 待

定。 

距离：30 公里， 

费用：约 87 元。 

乘坐 136 路，由即墨火车北站（始

发站）至港中旅站，用时 1 小时 28

分 

青岛北站——

海泉湾酒店 

 距离：53 公里， 

费用：约154元。 

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李村站，换乘地

铁 2 号线至苗岭路站，再换乘地铁

11号线至水泊站，用时 1小时 37分 

青岛站——海

泉湾酒店 

 距离：57 公里， 

费用：约197元。 

乘坐地铁 3 号线至五四广场站，换

乘地铁 2 号线至苗岭路站，再换乘

地铁 11号线至水泊站，用时 1小时

51 分 

 
I would like to go to Crowne Plaza Qingdao Ocean Spring Resort (Address: No.188 of 

Binhai Road, Jimo, Qingdao). 

我想到海泉湾皇冠假日酒店（地址：即墨区滨海大道 188 号），谢谢。 

Hotel Telephone: +86 532 89068888 

 

 2）机场/火车站——山东大学  

From Airport/Train Station to Shandong University 
 

线路 打车 乘坐公交/地铁 

机场——山东

大学 

距离：36 公里， 

费用：约107元。 

乘坐机场巴士 703路至深圳路仙霞岭路站，再由苗

岭路站（A 口）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山东大学站，

用时 2 小时 

即墨北站——

山东大学 

距离：32 公里， 

费用：约100元。 

乘坐 136路，由即墨火车北站（始发站）至山东大

学公交换乘站，用时 1 小时 42 分 

青岛北站——

山东大学 

距离：39 公里， 

费用：约116元。 

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李村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苗岭

路站，再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山东大学站，用时 1

小时 40 分 

青岛站—— 

山东大学 

距离：53 公里， 

费用：约155元。 

乘坐地铁 3 号线至五四广场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

苗岭路站，再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山东大学站，用

时 1 小时 35 分 

 

I would like to go to Shandong University (Address: No.72 of Binhai Road, Jimo, Qingdao). 

我想到山东大学（地址：即墨区滨海大道 72 号），谢谢。 

7、用餐（Dining） 

mailto:lanzhang@sdu.edu.cn
mailto:yina@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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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4  Dinner： 

海泉湾度假酒店（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Crowne Plaza Qingdao Ocean Spring Resort (meal coupon) 

2019/3/25  Lunch：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5  Dinner：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6  Lunch：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6  Dinner：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7  Lunch：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7  Dinner：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8  Lunch：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8  Dinner：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2019/3/29  Lunch： 

山东大学曦园餐厅三楼自助餐（就餐请凭餐券用餐） 

Shandong University Cafeteria (Floor 3) (meal coupon) 

注：晚宴时间地点待定。 

（Notes: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banquet will be decided later.） 

 



8、会场及校园布局（Campus Layout） 

  



 

9、会场网络（Wireless Access） 

方法一：加入eduroam并使用所在单位提供的上网认证账号进行认证，仅限加

入 eduroam 联盟的高校和研究所。 

                Eduroam is available throughout the campus. 

 

方法二： 加入sdu_net，打开校园网认证系统 http://101.76.193.1，点击“访客

登陆”（见左图），使用手机号进行注册（见右图）： 

Sdu_net could be connected on http://101.76.193.1. You need to register 

with your telephone number. 
 

1.填写手机号（Fill in phone number in first line）； 

2.点击“获取验证码”并在收到后填写； 

（Click “获取验证码” and fill the number in the second line） 

3.设置新密码（该密码在登陆时需填写，请务必牢记）；（Set new 

password） 

4.点击“立即注册”。（Click “立即注册”） 

注册成功后，登陆校园网认证系统 http://101.76.193.1，用户名为手机号，密

码为注册时填写的新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即可。 

（After finishing registration, log in on http://101.76.193.1, Username is phone 

number and Password is the one you set.） 

  
  

http://101.76.193.1/
http://101.76.193.1/
http://101.76.193.1/
http://101.76.193.1/


10、周边旅游简介（Travel Information） 

（仅做参考，不统一安排） 

栈桥 
青岛栈桥（Zhan Qiao Pier）又称前海栈桥、南海栈桥、大码头。栈桥旁边就是青岛火车站，青岛栈桥

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海滨，青岛湾北侧，与小青岛隔水相望，北端与中山路成一直线相连，被视为青岛市

重要标志。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太平路12号 

交通：可乘坐地铁11号线从山东大学站（从港中旅酒店出发则在水泊站乘坐）至苗岭路，换乘地铁2号线

至五四广场站，再换乘地铁3号线至青岛站。（约2小时） 

周边旅游区点:小青岛公园、小鱼山公园、鲁迅公园、青岛海滨风景区、青岛天后宫 

 

 

 

崂山风景区 
崂山位于青岛市东部的崂山区，是山东半岛的主要山脉，最高峰崂顶海拔1133米。 它耸立在黄海之滨，

高大雄伟，是我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 “第一名山”之称。目前，崂山风景名胜区由巨峰、流

清、上清、太清、棋盘石、仰口、北九水、华楼、登瀛9个风景游览区和沙子口、王哥庄、北宅、夏庄、

惜福镇5个风景恢复区及外缘陆海景点3部分组成。 

 
 

开放时间:旺季：6:00-19:00 淡季：7:00-17:00 

门票价格: 

旺季4.1-10.31：巨峰: 80元/人、仰口: 90元/人、北九水: 65元/人 

淡季11.1-次3.31：巨峰: 50元/人、仰口: 60元/人、北九水: 40元/人 

【索道】巨峰:单程40元/人，往返80元/人 

太清:单程45元/人，往返80元/人 

仰口:单程35元/人，往返60元/人 

【旅游观光车票】仰口：40元/人、北九水30元/人、巨峰40元/人 

交通：可在山东大学南门乘坐673路公交车至松岭路浦里站，换乘926/109/620/635路至仰口站(约1小时

30分钟） 

 



 

五四广场 
五四广场北依青岛市政府办公大楼，南临浮山湾，总占地面积10公顷。五四广场因青岛为中国近代史上

伟大的五四运动导火索而得名。五四广场分南北两部分，分布于中轴线上的市政府办公大楼、隐式喷

泉、点阵喷泉、《五月的风》雕塑、海上百米喷泉等。广场主体雕塑“五月的风”高30米，直径27米，

采用螺旋向上的钢体结构组合，以螺旋上升的风,以单纯洗炼的造型元素排列组合为旋转腾升的“风”之

造型”，造型是火红色，体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基调和民族力量。这里已成为新

世纪青岛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9号 

交通：可乘坐地铁11号线从山东大学站（从港中旅酒店出发则在水泊站乘坐）至苗岭路，换乘地铁2号线

至五四广场站。（约1小时40分钟） 

周边旅游区点: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第一海水浴场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位于汇泉湾畔，拥有长580米，宽40余米的沙滩，曾是亚洲最大的 海水浴场。这里三

面环山，绿树葱茏，现代的高层建筑与传统的别墅建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景 色非常秀丽。海湾内水清

波小，滩平坡缓，沙质细软，作为海水浴场，自然条件极为优越。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南海路23号 

交通：可乘坐地铁11号线从山东大学站（从港中旅酒店出发则在水泊站乘坐）至苗岭路，换乘地铁2号线

至五四广场站，再换乘地铁3号线至汇泉广场站。（约1小时4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