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征文通知 

 
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The Global Chinese Real Estate Congress，GCREC) 
年会将于 2012 年 7 月 3 – 5 日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君悦酒店举行。这次年会由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主办，其目的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及政

府官员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以探讨房地产业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年会将设中文

及英文的论文研讨专场 (开幕式设同声翻译)及博士生研讨交流会。 

 

《不动产研究》(GCREC 的官方中文学术期刊),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美国 SSCI 检索期刊) 和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GCREC 及 AsRES 合

办的英文学术期刊) 的学刊主编均将参与这次年会,并为期刊搜寻合适的论文。与会

发表论文者可选择将其论文刊登于公开出版的《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2012 年年会暨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内，并有机会获得由“易居中国”赞助的优秀论文奖。澳门大

学备有少量宿舍以供学生参会者选择。 

 

有意于会议上发表论文者 (或担任分组研讨主持人或论文评论人), 请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前将论文 (或摘要)以及相关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大会邮箱 : 

GCREC2012@umac.mo。主要议题包括: 房地产周期和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价格和泡

沫 、房地产金融和投资、房地产市场和政策、绿色建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土地经

济学、房屋保险和技术、房地产税收、房地产法律问题和工程建设管理。 

 

重要时点: 

2012年 3 月 10 日 递交论文摘要截止日期 

2012年 3 月 31 日 论文接纳通知日期 

2012年 5 月 1日 递交参选最佳论文奖的论文全文截止日期 

2012年 5 月 1日 优惠报名截止日期 

2012年 5 月 15 日 递交论文全文截止日期 

 

联络方式: 

联络人：梁嘉宝小姐或黎宁副教授 

地 址：中国澳门凼仔徐日升寅公马路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电 话：+853 – 8397 4183  传 真：+853 – 2883 8320 

电 邮：GCREC2012@umac.mo  网 址：http://www.umac.mo/fba/gcrec2012/ 

 

mailto:GCREC2012@umac.mo
mailto:GCREC2012@umac.mo
http://www.umac.mo/fba/gcrec2012/


 

 

2012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博士生论坛征文通知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将于澳门第四届年会期间举行 2012 博士生论坛。论坛

将于 2012 年 7 月 3 日下午在君悦大酒店举行，由房地产领域的知名学者主持。

该论坛旨在为博士生提供一个与知名学者们交流其学术研究和职业生涯计划的

机会。与会博士生将报告其博士学位论文，学者将会进行点评，同时也会针对

博士生毕业后的教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的计划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1. 会议欢迎将于 2012 年通过答辩的博士生参加本届博士生论坛。有意参加的

博士生必须由其主要学术导师推荐,并在 2012年 4月 1日前提交已完成或即

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摘要（中文稿）。如果提交申请的人数过多，会议将优先

考虑于 2012 年 8 月前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参加论坛报告。请将申请资料以

电子邮件发送至张元捷博士的邮箱：Jessie.zhang@ifegroup.com。 

 

2. 会议将挑选 16位博士生在 2012博士生论坛中报告其博士学位论文。每位受

选在论坛报告的博士生将与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的理事会成员共进晚餐，及

获得 100美元的旅费补助。 

 

3. 学会欢迎其他所有学生及会员到场聆听，但不提供晚餐和旅费补助。 

 

4. 所有报名的学生将受邀参加“安赋社科书院 2012 最佳不动产博士学位论文

奖”的评选。有意参加最佳博士学位论文遴选的博士生需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文稿）,并提供通过博士答辩的证明

文件。优胜论文将于 2013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年会期间颁奖，奖金为

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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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士注册表(以人民币付款) 

姓  名  

职位/部门  公司/大学  

地址  

城市  省/市  

邮政编码  电邮  

电话  传真  

注册费
*
 提前注册 

2012年 5月 1日之前 

非提前注册 

2012 年 5月 1日之后 

□普通或企业代表
 
 

□GCREC会员 

□眷属
*
               

□学生 

RMB 2,800 

RMB   900 

RMB   720 

RMB   300 

RMB 3,800 

RMB 1,200 

RMB 1,000 

RMB   500 

是否提交论文 
□是  

□否 
是否有意担任 □专题主席 □点评人 

* 普通或企业代表, GCREC 会员和学生的注册费均包含会议资料，7 月 3 日欢迎酒会，7 月 4 日

早上简餐，7 月 4 日-5 日两个中餐、两个晚宴，7 月 4 日-5 日会议期间的 4 次茶歇。眷属注册

费包含 7月 3日欢迎酒会，7月 4日-5日两个中餐、及两个晚宴。 

烦请把注册费缴至以下收款单位名称和账号 

      户名：  上海国际银行金融专修学院 

      银行名称： 044162 中国银行上海市东昌路支行 

账号：  444259215678 

注册付款后，请参会人员将注册表及注册费汇款凭证复印件用传真至：

+8621-65908759；或将扫描件 E-mail 至：info@sibfi.com。 

 
 

 



 

 

Registration Form 
(Paid with Credit Card in US dollars) 

 

Surname 
 

Given Name 
 

Title  Affiliation  

Address 
 

City 
 

Region/Country 
 

Zip code 
 

E-mail 
 

Phone 
 

Fax 
 

Interested in serving as       □ Discussant     □ Session Chair 

Registration Fee* On or before 01 May, 2012 After 01 May, 2012 Total Amount 

□ Regular/Institutional Delegates     

□ GCREC Member 

□ Spouse*              

□ Student 

USD $470 

USD $150 

USD $100 

USD   $75 

USD $640 

USD $200 

USD $170 

USD   $85 

 

* Registration fee includes conference program and package, pre-conference reception, one light wake-up snack, four 

coffee breaks, two lunches, one grand dinner and one Gala dinner. Spouse registration fee includes the pre-conference 

reception, two lunches, one grand dinner and one Gala dinner. 

 

Send completed registration and credit payment information with Signature to Global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Fax: +1-301-309-6562(USA) Email: gcrec2012@gssinst.org 

Credit Card Payment Authorization： 

   Visa     Master Card      Payment amount  US $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n card       

Card Number        

Expiration Date       

Signature       

mailto:gcrec2012@gssinst.org


 

 澳门君悦酒店澳门君悦酒店澳门君悦酒店澳门君悦酒店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新濠天地新濠天地新濠天地新濠天地 澳门路澳门路澳门路澳门路氹氹氹氹连贯公路连贯公路连贯公路连贯公路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853 8868 1234     

 澳门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大学 – 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预订代号预订代号预订代号预订代号: UN03 

2012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3 – 5日日日日 澳门君悦酒店澳门君悦酒店澳门君悦酒店澳门君悦酒店订房申请表订房申请表订房申请表订房申请表 

 
 请把填妥之申请表发至澳门君悦酒店请把填妥之申请表发至澳门君悦酒店请把填妥之申请表发至澳门君悦酒店请把填妥之申请表发至澳门君悦酒店订订订订房房房房部部部部 

 电邮: macgh.reservations@hyatt.com 传真: 853 8867 1788 电话: 853 8868 1788 客人资料: 住客名称: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氏/ 拼音: ______________ 英文名字/ 拼音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入住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飞机/渡轮航班: ________________  到达时间: ____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飞机/渡轮航班: ________________  到达时间: 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区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预订房间预订房间预订房间预订: 

2012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3 – 5日日日日 ( ( ( (以入住日期计算以入住日期计算以入住日期计算以入住日期计算)))) 之房间价格之房间价格之房间价格之房间价格 房间类型房间类型房间类型房间类型 房价房价房价房价 含一份早餐含一份早餐含一份早餐含一份早餐  含两份早餐含两份早餐含两份早餐含两份早餐 君悦豪华客房 (大床房)       君悦豪华客房 (双床房)  君悦套房 (大床房) 君悦套房 (双床房) 

� HK$1,400 

� HK$1,600 

� HK$1,700 

� HK$1,900 

� HK$1,550 

� HK$1,750 

� HK$1,850 

� HK$2,050 

 

 

 

 

� HK$1,700 

� HK$1,900  

� HK$2,000 

� HK$2,200 

�  

- 上述价格适用于 2012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3 – 5日日日日, 如需要此期间以外的如需要此期间以外的如需要此期间以外的如需要此期间以外的房房房房价价价价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另行报价另行报价另行报价另行报价 

- 以上所有价格按每房每晚计算,价格 需收取需收取需收取需收取 10%服务费及 5%政府税  

- 额外早餐为港币 198元+10%服务费 -   上述价格适用于出席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之客人. 请于 2012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之前预定房间. 客房的確認以预定时酒店情况而定 

 

 额外优惠额外优惠额外优惠额外优惠:  

- 全酒店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 免费穿梭巴士免费穿梭巴士免费穿梭巴士免费穿梭巴士 由新濠天地提供之免费穿梭巴士来往澳门君悦酒店, 主要地标和各个客运站, 有关闸, 港澳码头, 澳门国际机场等等. 预订保证预订保证预订保证预订保证: 在确认房间之同时, 需阁下提供以下信用卡資料 

� 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 大莱信用证 Diners Club    � 万事逹 Mastercard    � 维萨 Visa    � JCB 信用卡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持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持有人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酒店条款酒店条款酒店条款酒店条款: 

-客人办理入住手续的时间为当地时间下午三时后.  退房时间为当地时间上午十一时前.      

-房费和杂费需在退房之同时付清     

-客人如需取消预订, 必需于 7天前通知酒店, 否则澳门君悦酒店将收取全段房晚之费用。    

-入住当天, 所有已预定但未能入住之房客, 本酒店将收取全段房晚之费用, 并以閣下提供之信用卡结帐. 房间会预留至入住的第二天中午. 

-入住时需提供有效之身份证明 



 

 君悅豪華客房君悅豪華客房君悅豪華客房君悅豪華客房 

 

君悅套房君悅套房君悅套房君悅套房 

 澳門君悅酒店澳門君悅酒店澳門君悅酒店澳門君悅酒店 

 

 



 

澳门大学 – 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GCREC) 

2012 年 7 月 3 – 5 日 

澳门大学东亚书院订房申请表 

由 申 请 入 住 学 生 填 写   

中文姓名/Name in Chine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 

姓名拼写/Name in Block Lett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住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达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房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入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晚) 

大学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读学位 : _________________(博士生/硕士生)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区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间预订: 

2012年7月1 – 7日 (以入住日期计算) 之每床位价格 为每晚 澳门币$100元 (需2人同房) 。 

- 上述价格适用于出席第四届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之客人.请于 2012 年 6 月 01 日之前预定房间.  客房数量有限, 请尽早报名 。 

东亚书院设施 

- 地点: 位于澳门大学校内宿舍,  

- 房间类型: 房间统一为双人房, 2间双人房连接共享一间浴室 。 

- 日用品: 提供被褥, 枕头和卫生纸(一卷); 拖鞋，肥皂和洗发水等日用品将不会提供。 

- 服务:清洁或垃圾处理等服务需由入住者负责。 

宿舍付款条款: 

 房费和杂费需在入住之同时付清 

 入住时需提供有效之身份证明 

 入住手续统一为当地下午三时. 退房时间为当地上午十二时。如不能在这时间办理, 请预先通知我们, 以便我们安排相关人手。 

 

联 络 及 预 订 方 式 / Contact and reservation Information 

请把填妥之申请表发至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联络人 : 虞晓芬院长 

电邮   : yxf@zjut.edu.cn 或 yxf8807039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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