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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2019 年度会议 第二次征文通知
2019 年 7 月 12 日－14 日

中国·上海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Global Chinese Real Estate Congress）2019 年度会议将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中国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举行，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本次会议将围绕“高质量的房地产业发展推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一主题，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政府官员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共同探讨房地产业发展的最
新动态与趋势。为了促进多元化交流，本次会议设置中文与英文论文研讨专场。此外，还为博士生增设研讨交流会。
本次被接纳的论文将有机会获得由上海克而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赞助的“克而瑞优秀论文奖”。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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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同官方英文学术期刊）等国际性学刊的主编们都将参与此次年会，并将从发表的
论文中发掘适合学刊发表的论文。刊物的主编们将会协助这些论文作者加快论文的评审过程。
本次年会论文研讨拟定以下分组，但不局限于以下议题：
（1）房地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
（2）可持续的住房政策与住房保障机制建设
（3）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长效机制建设
（4）房地产税收改革
（5）房地产价格研究
（6）土地利用与管理
（7）国土空间规划
（8）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与长租公寓发展
（9）房地产金融与资本市场
（10）PPP 与城市建设投融资创新
（11）特色小镇与智慧城市建设
（12）绿色地产与可持续发展
（13）养生养老地产发展
（14）房地产管理与运营创新
（15）房地产企业转型与创新
（16）其它房地产相关议题
如果您有意在会议上发表论文，请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将论文或摘要提交到如下邮箱：GCREC2019@126.com。
重要时间节点：
2019 年 3 月 31 日
递交论文摘要截止日
2019 年 4 月 10 日
论文接纳通知
2019 年 5 月 8 日
递交全文参选最佳论文截止日
2019 年 5 月 20 日
注册费优惠截止日
2019 年 5 月 20 日
递交论文全文截止日
注：
（1）交付会议注册费后因故不能参会者，请及时通知大会组委会，5 月 20 日之前的全退，5 月 20 日至 6 月 16
日提出退费的可退 50%注册费，6 月 16 日后会议注册费不再退还。
（2）参评最佳论文评选的作者若最终不参会宣讲或
不出席颁奖晚宴，则取消获奖资格。
联络方式:
秘书处联系方式：潘洁、朱祎
Email：GCREC2019@126.com

联系电话：13816745845、15802139068
会议网站：gcrec2019.sh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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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 2019 博士生论坛 第二次征文通知
2019 年 7 月 13 日中国·上海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将于 2019 年会期间举行博士生论坛。论坛将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在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举行，
由房地产领域的知名学者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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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欢迎 2019 年注册在读的博士生参加本届博士生论坛。有意参加的博士生必须由一名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理事
推荐，并在 2019 年 5 月 8 日前提交一篇尚未在期刊发表的完整学术论文。会议将严格执此期限，所有未在期限前提交
的论文将不予考虑。请将申请资料以电子邮件发送至论坛委员会主席贾生华教授的邮箱：jsh@zju.edu.cn。每位学会理
事限推荐一名博士生参加。
论坛委员会将甄选邀请合格的博士生参加论坛并与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的理事会成员共进晚餐。与会博士生在论
坛中将报告其提交的论文及相关研究方向，学者将就其研究点评，同时也可对博士生毕业后的生涯规划提供咨询。
学会欢迎其他所有学生及会员到场聆听，但不提供晚餐。
所有提交的论文将参加“2019 最佳不动产博士生论文奖”的评选。一至二篇优胜论文将于 2019 世界华人不动产
学会年会期间颁奖，奖金总额为 3,000 美元。参评最佳博士论文评选的作者若最终不参会宣讲或不出席颁奖晚宴，则取
消获奖资格。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A Publ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Asian Real Estate Society and
the Global Chinese Real Estate Congress
Editorial Office: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usiness Economics,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Av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GSSI 2020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Best Paper Awards
To promote research in real estate and show appreciation for the authors who submit articles to the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IRER), the Global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GSSI) has established
the 2020 Best Paper Awards for papers published in IRER. A total of four GSSI 2020 Best Paper
Awards will be awarded to articles published in Volume 2019 and Issues 1 & 2 of Volume 2020 of
the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1 Gold Award: USD 10,000,
1 Silver Award: USD 5,000, and
2 Bronze Awards: USD 2,500 each.

The 2020 GSSI Best Paper Awards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IRER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determined by executive editors on the papers publish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six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Publications by the executive editors of IRER shall not be eligible
to win any of the awards. The prizes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awardees at the 2020
AsRES-GCREC-AREUEA Joint Conference in Singapore.
GSSI, a U.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the publisher of the IRER, is organized and operated
for educational and charitable purposes. Its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and conduct education and
encourage research that applies academic theory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in real estate, housing
finance, and allied areas;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o students pursuing a graduate degre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o assist, maintain, and endow the study and research in real estate and allied
areas.

Telephone: +(853) 8822-4728 Fax Number: +(853) 8822-2377 E-mail: irer@umac.mo

Website: http://www.umac.mo/fba/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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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REC 2019 参会人士注册表
（以人民币付款）
姓名

性别

公司/大学

职位/职称

地址
电子邮件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注册类型*
□
□
□
□

提前注册（5月20日之前）

非提前注册（5月20日之后）

2500 元
900 元
720 元
300 元

3500 元
1200 元
1000 元
500 元

普通或企业代表
GCREC会员
眷属
学生

是否提交论文

□是

□否

是否完整论文

□是

□否

是否英文论文

□是

□否

是否有意担任

□点评人

论文是否已投稿

是否愿意将论文提交《不动产研究》审稿
是否需要发票

□是

□否

□专题主席

□是

□否

□是

□否

发票抬头

*普通或企业代表、GCREC 会员和学生的注册费包含：会议资料，7 月 13 日-14 日两个中餐、两个晚宴，7 月 13 日-14
日会议期间的 4 次茶歇。
*眷属注册费包含 7 月 13 日-14 日的两个中餐、两个晚宴。
烦请将注册费缴至以下收款单位名称和账号（内地参会人员注册只接受汇款）：
账户名称：上海财经大学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
银行账号：454673639249
请于汇款时备注“2019 世界华人不动产会议注册费”。注册付款后，请参会人员务必将注册表及注册费汇款凭证扫描
件发送至：GCREC2019@126.com。邮件标题请以“姓名+注册类型+缴纳时间”的格式进行标明。学生请同时附上学
生证扫描件或在学证明，谢谢！
注意：交付会议注册费后因故不能参会者，请及时通知大会组委会，5 月 20 日之前的全退，5 月 20 日至 6 月 16 日提
出退费的可退 50%注册费，6 月 16 日后会议注册费不再退还。
*会议酒店为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该酒店有协议价客房，由参会人员直接向酒店预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