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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表面分析科学与技术应用学术会议 

福州，2020 年 11 月 15 日 — 11 月 18 日 

第一轮会议通知 

为积极推动表面分析科学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促进表面分析技术与

其它学科的融合，加强同行之间交流与合作，建立表面分析的交流平台，促

进表面分析研究队伍的壮大，由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平台-北京电子

能谱中心、中国分析测试协会高校分析测试分会、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表面分析分技术委员会、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表面分析专业

委员会主办，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工业园区新国大研究院，复旦大学，南

昌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协办，天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福州联

合学院，天津大学，福州大学，中国福建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 

天津大学先进陶瓷与加工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福州昆仑商务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承办，并由福州市政府大力支持的“第九届全国表面分析科学与技

术应用学术会议”将于2020年11月15日-18日在福建省福州市滨海新城数字

中国会展中心举行。会议⽹站：http://nmssa2020.medcon.net.cn/ 

本次会议包括七个分会：表面分析，表界面与二维材料，表界面与有机

半导体，表界面与储能技术，表界面与热催化，表界面与光电催化，表界面

与同步辐射技术。并包括10个大会报告、112个邀请报告、若干普通报告及

墙报展示。期望各位表面科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其他参会者积极投

稿，并借此机会进行广泛交流，探讨表面分析技术与其它学科的共同发展，

进一步拓展表面科学技术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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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特设7个青年科学家奖（每个分会1个）以及35个最佳墙报奖

（每个分会5个），也为参展仪器厂商提供机会，介绍检验检测新方法、新

技术、新设备。热忱欢迎厂商代表参加本次年会，并提供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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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组织机构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分析测试协会高校分析测试分会、全国微束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表面分析分技术委员会、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平台-北京电子

能谱中心、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表面分析专业委员会 

会议承办单位：天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福州联合学院、天津大学、福州大学、中国

福建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天津大学先进陶瓷与加工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州昆仑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会议协办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工业园区新国大研究院、复旦大学、南昌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 

 

会议主席 

陈伟（新加坡国立大学）、胡文平（天津大学）、王心晨（福州大学）       

 

会议学术委员会 

陈懿（南京大学）、Andrew T. S. Wee （新加坡国立大学）、Kian Ping Loh（新加坡

国立大学）、刘斌（新加坡国立大学）、包信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付贤智 (福州

大学)、薛其坤 (清华大学)、成会明（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中科院金属所）、刘云圻

（中科院化学所）、孙世刚（厦门大学）、洪茂椿（福建物构所）、刘忠范（北京大学）、

刘明（北京微电子所）、杨学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范滇元（深圳大学）、曹立礼 

(清华大学)、郭太良（福州大学）、迟力峰（苏州大学）、朱永法 (清华大学)、 李和

兴 (上海师范大学) 、赵乃勤（天津大学）、马新宾（天津大学）、胡文彬（天津大学）、

吴凯 (北京大学)、吕正红 (云南大学) 、马於光（华南理工大学）、苏成勇（中山大

学）、朱俊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丁维平（南京大学）、江东林（新加坡国立大学）、

吴继善（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小钢（新加坡国立大学）、陈学元（福建物构所）、郑

庆东（福建物构所）、杨黄浩（福州大学）、李振（天津大学）、巩金龙 (天津大学) 、

刘志（上海科技大学）、黄伟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傅强（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刘雷（长春光机所）、陈义旺（南昌大学）、王立（南昌大学）、魏明灯（福州大学）、

耿延候（天津大学）、杨全红（天津大学）、朱卫国（常州大学）、周鹏（复旦大学）、

徐庆锋 (苏州大学) 、唐建新 (苏州大学) 、王双印（湖南大学）、孙宜阳（上海硅酸

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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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委会 

主席：姚文清 (清华大学) 、陈惠鹏（福州大学）、江浪（中科院化学所）、苏陈良

（深圳大学） 

 

成员：谢建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何春年（天津大学）、彭扬 (苏州大学) 、祁东晨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李青 (苏州大学) 、宋飞（上海光源）、赵勇彪

（云南大学）、卞振峰 (上海师范大学) 、邓平（福州大学）、陈耿旭（福州大

学）、黄玉立（新加坡国立大学）、 林挺斌（天津大学）、韩成（深圳大学）、

牛天超（南京理工大学）、张嘉霖（新加坡国立大学）、肖舒宁 (上海理工大学) 、

王仲平（南昌大学） 

 

秘书：孔金晶（苏州工业园区新国大研究院）、田章留（新加坡国立大学）、施毅（新

加坡国立大学）、王嘉骏（天津大学）、张启涛（深圳大学）、海乐（苏州工业

园区新国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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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主题及分会主席 

第一分会：表面分析 

分会主席：朱永法（清华大学）、姚文清（清华大学）、陈建（中山大学） 

第二分会：表界面与二维材料  

分会主席：周鹏（复旦大学）、陈岚（中科院物理所）、柴扬（香港理工大学） 

第三分会：表界面与有机半导体 

分会主席：耿延候（天津大学）、董焕丽（中科院化学所）、陈惠鹏（福州大学） 

第四分会：表界面与储能技术  

分会主席：杨全红（天津大学）、陈立桅（上海交通大学）、胡勇胜（中科院物理

所） 

第五分会：表界面与热催化  

分会主席：马新宾（天津大学）、江莉龙（福州大学）、袁友珠（厦门大学） 

第六分会：表界面与光电催化  

分会主席：王双印（湖南大学）、毕迎普（兰州化物所）、苏陈良（深圳大学） 

第七分会：表界面与同步辐射技术  

分会主席：朱俊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啸嵩（上海微系统所）、宋飞（上

海光源） 

 

最佳墙报奖（共 35 个，每个分会 5 个） 

由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ACS Nano, InfoMat,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Carbon Energy，Journal of Semiconductors 等杂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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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定大会报告 

Andrew T. S. Wee 院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包信和           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成会明           院士，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中科院金属所 

洪茂椿           院士，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刘  明           院士， 中科院微电子所 

刘云圻           院士， 中科院化学所 

刘忠范           院士， 北京大学 

Loh Kianping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孙世刚           院士， 厦门大学 

杨学明           院士，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南方科技大学 

 

青年科学家奖 

“Light 青年科学家奖”  

由 Nature刊物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资助 

“ACS Nano 青年科学家奖” 

由 ACS刊物 ACS Nano资助 

“InfoMat 青年科学家奖” 

由 WILEY 刊物 InfoMat 资助 

“Carbon Energy 青年科学家奖” 

由 WILEY 刊物 Carbon Energy 资助 

“EEM 青年科学家奖” 

由 WILEY 刊物 Energy & Environmental Materials 资助 

“物理化学 青年科学家奖” 

由《物理化学学报》(Acta Physico-Chimica Sinica)资助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青年科学家奖” 

由 ELSEVIER 刊物 Applied Surface Science资助 

 

青年科学家评奖标准： 

1. 年龄：38周岁及以下（以 2020 年 1 月 1日为准），男女平等； 

2. 以在本领域的科研贡献为唯一评价标准，不看海外经历，也不看之前所获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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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交流内容（会议讨论议题）及交流形式 

本次会议包括七个主题：表面分析，表界面与二维材料，表界面与有机半导体，表界

面与储能技术，表界面与热催化，表界面与光电催化，表界面与同步辐射技术。 

会议交流形式包括大会报告（45 分钟），邀请报告（25 分钟），口头报告（15 分钟）

及墙报。 

三、会议报到时间及地点 

代表报到时间：2020年11月15日下午13：30-晚上20：30，11月16-17日全天。 

地点：福州市滨海新城数字中国会展中心 

四、会议注册费 

1、2020年10月20日之前注册费2600元。 

2、2020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15 日注册费 3000元。 

3、学生注册费 1600元。 

4、企业参会代表注册费 5000元。 

5、福州昆仑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代收此次会议注册费。 

*本类型注册费包括：参会费、资料费。 

*账户信息： 

账户 福州昆仑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 35001890007052548169 

开户行 建设银行福州城北支行 

说明 1、请备注“表面会议+单位+参会人员姓名” 

2、汇款回执务必发到邮箱：79424029@qq.com 

3. 联系人： 邱丽，13696899180 

五、应邀出席会议的代表 

1、论文作者：论文作者应参加会议交流，欢迎其他学者出席会议。 

2、会议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成员。 

3、特邀代表，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代表。 

4、赞助单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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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日程 （具体安排以程序手册为准） 

 11 月 15 日 

（周日） 

注册 

11 月 16日 

（周一） 

大会+分会报告 

11 月 17 日 

（周二） 

分会报告 

11 月 18 日 

（周三） 

大会报告 

8:15-8:30  开幕式  

8:30-8:55  

大会报告（2） 

大会场 

邀请报告 

大会报告（2） 

大会场 

8:55-9:20 邀请报告 

9:20-9:45 邀请报告 

9:45-10:00 口头报告 

 10:00-10:30 茶歇 

10:30-10:55  

大会报告（2） 

大会场 

邀请报告 

大会报告（2） 

大会场 

10:55-11:20 邀请报告 

11:20-11:45 邀请报告 

11:45-12:00 口头报告 

 12:00-13:30 午餐（自助餐） 

13:30-13:55 

注册 

大会报告（2） 

大会场 

邀请报告 

专题讨论 

会议结束 

13:55-14:20 邀请报告 

14:20-14:45 邀请报告 

14:45-15:00 口头报告 

15:00-15:30 15:00-15:30茶歇/墙报 

15:30-15:55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15:55-16:20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16:20-16:45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16:45-17:10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17:10-17:25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17:25-17:40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17:40-17:55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18:30- 自助晚宴 报告专家晚宴 大会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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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场所 

会议组委会在福州(会议酒店待定)安排会议代表住宿。 

会场暂定为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 

参会代表将享受组委会与该酒店协议的优惠住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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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天下福地 有福之州 幸福之城 

福州，又称榕城，福建省省会，地处东海之滨、闽江之畔，派江吻海、山水相依，
三山鼎立、两塔对峙。灵山与秀水在这里完美融合，自然与人文在这里有机统一，传统
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福州是有福之州，福州人是有福之人”。它是八闽古都，是
有 2200多年文化底蕴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台胞祖籍地，成为
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它是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中国（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它是生态之城，是全国
最绿和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全国环保模范城市”；它是幸福之城，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荣鹰“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宜居城市”；它是教育科学之邦，培养了一大批近
现代思想、科技、军事、文化界的先驱和名人，以及众多福州籍两院院士。走进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福州聚焦“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加快建设有福之州、打
造幸福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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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城：“三福”汇聚 “四港”齐集 

    福州滨海新城定位为省会中心城区副中心，着力打造现代化国际滨海新城、福州
新区核心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宜居宜业智慧城市。它是“数字福州”“海上福州”
“平台福州”的“三个福州”汇聚地，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东湖数字小镇蓬勃发
展；福州向面江朝海城市跨越的桥头堡和战略要地；医疗大数据平台、电子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超算平台等便民便企平台持续打造。它齐集空港、海港、陆地港、信息港
“四港”优势，重点发展大数据相关产业、临空临港产业，先进制造业，吸引国内外
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等落户，并与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促
进产城融合发展。滨海新城已呈现出智慧创新之城、开放活力之城、绿色宜居之城的
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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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福州联合学院 

 
天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福建省教育厅、福州市人民政府2018年12

月1日在福州签署多方合作协议，拟在榕开展国际合作办学，打造高水平、
开放式、国际化的一流机构和平台，于福州市滨海新城共建天津大学-新加
坡国立大学福州联合学院，将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科研条件，聚焦柔性电
子与新兴光电子，先进化学制造，能源材料和催化等研究领域，目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
研究中心，整合基础科研和工程技术创新，培养顶尖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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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赞助标准 

 

青年科学家奖或者最佳墙报奖赞助商赞助标准 

 
 
 
 
 
 
 
 

 
 

有关赞助事宜，请联系会议秘书 

傅水连，18059140992, 邮箱；457733573@qq.com 

	  

赞助商权益 钻石 

已满 

铂金      

已满 

金牌   

已满 

银牌    铜牌  

已满 

展台  

(8 个) 

 10万 8万 5万 3万 2万 1.5万 

大会晚宴独家赞助 √      

报告专家晚宴独家赞助或欢迎

晚宴独家赞助 

 √     

冠名最佳墙报奖   √    

会议册内宣传 √ √ √ √   

茶歇赞助     √  

展台 √ √ √ √ √ √ 

会议网站宣传（赞助商 logo） √ √ √ √ √ √ 

产品宣传资料（会议包内） √ √ √ √ √ √ 

会场宣传（赞助商 logo） √ √ √ √ √ √ 

免注册参展人员 4 3 2 2 1 1 

免晚宴费用的参展人员 4 3 2 2 1 1 

赞助商权益 青年科学家奖 最佳墙报奖 

 5000 5000 

展台 √ √ 

会议网站宣传（赞助商 logo） √ √ 

会场宣传（赞助商 logo） √ √ 

免注册参展人员 1 1 

免晚宴费用的参展人员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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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 

 

铂金赞助商: 

 

 

金牌赞助商 

       

银牌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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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牌赞助商 

  

  

  

  

  

 
 

  

展台赞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