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具体交通指引、住宿安排 

一、交通指引 

1.飞机 

昆明长水机场：机场候机楼直接从地下乘昆明地铁 6号线，至塘子巷站换 

乘地铁 1号线至呈贡联大街站下车（或者机场乘 6号线至菊花站换乘地铁 4号线

至呈贡联大街站下车），联大街出站后距离会议报到处（丽水云泉大酒店）3 公

里，可以打车、共享单车或者步行。 

2.高铁/动车/火车 

1）昆明站（市区北京路）：乘地铁 1号线至呈贡联大街站下车，联大街出站后距 

离会议报到处（丽水云泉大酒店）3公里，可以打车、共享单车或者步行。 

2）昆明南火车站（呈贡）：出站后打车或者步行直接到会议报到处（丽水云泉大

酒店），距离 3公里。 

3、其他：昆明市区打车至呈贡（报到处丽水云泉大酒店）费用约 100 元，且容 

易堵车，建议地铁出行最为便捷。 

二、住宿安排 

1.会务组不统一安排住宿，只推荐附近酒店，请参会代表自行与酒店联系预定房 

间（建议网上预订，如“去哪儿”、“携程”等）。 

2.住宿酒店网络预订地理位置范围：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呈贡第七街区附近 

均可（距离会议报到处及学校开闭幕式、比赛场地都在一公里范围内，非常方便）。 

3.教师代表及参赛学生按自身情况及要求选择相应类型的酒店。 

4.推荐酒店（距离报到处及学校开闭幕式、比赛场地都在一公里左右范围内）： 

（1）丽水云泉大酒店（会议报到处），豪华型，网络价格 420元/间、晚-起（具

体房型价格不同）。 

（2）银园酒店，豪华型，距离报到处 1.5公里，网络价格 260—320 元/间、晚- 

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 

（3）昆明南站希尔顿欢朋酒店，高档型，距离报到处 1公里，位置梁王路路口， 

距离报到处 1100米，342-380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 

0871-63963333（167 间房）。 

（4）花阑酒店（昆明高铁南站店），商务酒店，位置第七街区，距离报到处 900 



米，186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0871-64870199（78间房）。 

（5）丽枫酒店（昆明高铁南站店），商务酒店，位置第七街区，距离报到处 900 

米，242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 电话：0871-65896699（70间房）。 

（6）厚品精选酒店（昆明高铁南站店），快捷舒适型，位置第七街区，距离报到 

处 900米，224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0871-67476078（79 

间房）。 

（7）昆明谷粒精品酒店（高铁南站店），快捷舒适型，位置第七街区，距离报到 

处 900米，90-160 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0871-65948828 

（55间房）。 

（8）维也纳酒店（昆明高铁南站呈贡大学城店），商务型，位置梁王路 8号，距 

离报到处 2公里，120-240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 

0871-68509655（108 间房）。 

（9）昆明艾菲尔酒店，快捷舒适型，位置第七街区，距离报到处 900 米，100-170 

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0871-65928899（52间房）。 

（10）云棠酒店（昆明南站店），快捷舒适型，位置第七街区，距离报到处 900 

米，120-180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0871-65918866（60 

间房）。 

（11）昆明高铁南站大学城亚朵酒店，高档型，位置谊康南路涌鑫哈弗中心，距 

离报到处 1.5公里，240-340元/间、晚-起（具体房型价格不同）电话： 

0871-68116368（111 间房）。 

*****特别提醒：学校会场附近快捷酒店非常多，老师同学们网上预订时务必输 

入“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丽水云泉酒店”、“第七街区”等位置信息，这 

样酒店距离都在 1 公里左右，不会太远。也可以在导航软件上查询，心仪的酒 

店距离会场的距离，最终选定！***** 

三、会后考察安排 

11月 8日，考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斗 

南鲜花交易市场，费用 180元/人。 

备注：11 月 8日参加会后考察的人员，建议订 19:30以后的机票及火车票。会 

后考察全权委托旅行社代为完成，拟参与者自行与旅行社签署协议，费用 



自理。 

四、 会议缴费及开具发票说明 

1. 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避免会议报到缴费大量人员聚集，减少排队缴费时间， 

请各位参赛学生及老师，提前汇款至大赛组委会指定专用收款账户 

名称：昆明连纵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昆明市南市区支行 

账号：135627032998 

2. 汇款请注明用途为“会务费”； 

3. 汇款成功后，请将发票开票信息以邮件形式发送至开票信息专用邮箱： 

505459811@qq.com 

填写开票信息标准格式为: 

单位名称：xxxxxxx (必填信息) 

纳税人识别号：xxxxxxxxx(必填信息) 

地址、电话：xxxxxxxxxxx（按单位要求选填） 

开户行及账号：xxxxxxxxx（按单位要求选填） 

4. 会议报到当天请先到会务组报到处进行会议报到； 

5. 在报到处查询会务费缴费情况成功后，将收到电子发票信息； 

6. 疫情防控期间，尽量避免现场缴费，如有特殊情况必须现场缴费的单位或个 

人，请提前与大会收款及发票负责人联系，联系人：杨老师 13308806142； 

7. 发票为全国统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至少提供开票单位名称及该单位纳 

税人识别号（有的单位还需要地址、电话、开户银行及账号），请参会老师及

同学们务必落实清楚自己单位的开票要求； 

8. 大赛参赛人数众多，所开发票不予跨月作废，请仔细落实； 

9. 缴费及发票开具咨询电话：杨老师 1330880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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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学创新大赛与物理教育研究论坛具体参赛要求 
 

一、参赛对象 

高校物理教育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及中学物理教师 

二、比赛细则 

1.教学创新大赛：  

比赛由教学设计、模拟授课、现场提问三个部分构成。比赛的总时长为 18

分钟，其中模拟授课 15分钟，现场提问 3分钟。比赛满分 100分，其中教学设

计 20分，模拟授课 70分，评委提问环节 10 分。 

（1）教学设计。参赛选手要提交与 15 分钟授课内容一致的教学设计。内容

可选初中或高中物理教材中的课题。 

（2）现场模拟授课。参赛选手根据提交的教学设计进行 15 分钟的模拟授

课（授课时可以自行组织其他参赛选手听课，选手可与之互动）。同时提供黑板

和多媒体教学设备，如需实验及教具，请自备。 

（3）专家提问环节。授课结束后，由评委就选手的模拟授课相关内容进行

提问，选手当即回答，时间 3分钟。 

2.物理教育研究论坛： 

由论文、现场自我报告和提问三个部分构成。现场报告和提问的总时长为

13分钟，其中现场报告 10分钟，提问 3分钟。满分 100分，其中论文 40分、

报告 40 分、提问 20 分。 

（1）论文选题建议在本次论坛的主题中选择。 

（2）作者自我报告。报告时间限于 10 分钟，报告时最好有 PPT。 

（3）提问。报告结束后，由评委就选手的论文和报告进行提问，选手当即

回答，时间 3分钟。 

  



附件 3： 

教学创新大赛与物理教育研究论坛报名细则 

 

一、报名要求 

1．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参赛，每名选手限报 1个赛项，参赛选手需独立完成

相关赛项。 

2．教学创新大赛 

（1）高校物理教育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比赛。每

校报名人数要求为：每校本科师范生不超过 3名，研究生不超过 4名。 

（2）全国各中学物理教师均可报名参加，每校不超过 1名。 

3.物理教育研究论坛 

论坛限于高校物理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在校研究生、中学物理教师和物理教

研人员。凡在大会上交流的论文，一般需经过大赛专家委员会初审通过，初审论

文电子版与 2021年 10月 15日之前发至邮箱 huaxiabei2021@163.com，命名规

则“学校+姓名+论文名称.pdf”。 

（1）高校物理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在校研究生每校不超过 3名。 

（2）全国各中学物理教师每校不超过 1名。 

二、报名方式 

请按照要求填写参会回执、单位发票信息，具体见附件 4，并于 2021年 9

月 30日之前发送到邮箱 huaxiabei2021@163.com。报名后，请各校注意查看您

的邮箱，检查是否收到报名确认信息，如果没有收到，请再次发送或电话联系。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9月 30日。 

三、其他说明 

报到需要提交的资料 

1．教学创新大赛：单位推荐表 1份（见附件 5）、教学设计打印版 4份、电

子版教学设计 1份、电子版授课 PPT一份（命名规则：学校+选手+授课题目）。

注：教学设计与授课 PPT封面只包含参赛选手姓名与课题名称，不得标注参赛单

位。 

2．物理教育研究论坛：单位推荐表 1份（见附件 5）、初审通过论文打印版

4份、电子版论文 1 份、讲解 PPT一份（命名规则：学校+选手+论文题目）。注：

论文与讲解 PPT封面只包含参赛选手姓名与课题名称，不得标注参赛单位。 

3．赛场电脑装有一般 OFFICE软件、常规影音播放软件，如有特殊技术支持，

如安装指定软件等，相关软件需要自备。 



附件 4 

 第八届“华夏杯”师生报名信息统计表 

单位名称  

教师

信息 

姓  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联系电 

话      
身份证号码 

任教的主要课程/研究

方向 

      

      

      

      

      

需要展

示光盘 

是/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寄地址 

    

选手信

息 

姓名 

参赛类型 选手类型 身份信息 联系电话 

大赛 论坛 
本科

生 

硕士

生 

中学

教师 
身份证号码  

        

        

        

        

        

注：请在创新大赛、论坛两项中选择一项，每个选择只能参加一项。

请在本科生、研究生和中学教师中选择选手类型。疫情防控需求，大

家准确填写身份证号码。 

 

 



附件 5 

2021年第八届“华夏杯”全国物理教学创新大赛暨物理教育研究论坛推荐表 

 

学校:                    院(系)/教研室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推荐选手信息 

1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方向  学历 □本科  □硕士生  □博士生 

授课/论坛题目  

2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方向  学历 □本科  □硕士生  □博士生 

授课/论坛题目  

3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方向  学历 □本科  □硕士生  □博士生 

授课/论坛题目  

学校院系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手确认

签名 

主办方享有对比赛课例的非盈利性展示、交流的权利，课例内

容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由赛者本人负责。 

 签名（所有推荐者均需签名）  

注：1.推荐选手信息栏不够的可自行添加。 

2.中学教师请盖学校章，研究生、本科生盖学院（系）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