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第八届全国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的 

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教研室、教科院(所)、教育

学院，各高中学校： 

为了交流全国普通高中英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探索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

途径，进一步推动我国英语课程改革，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外专委”）定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第八届

全国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会议期间，16 位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优秀教师将进行现场授课。同时，会议还组织下列活动： 

1. 邀请专家学者、特级教师对课例进行点评。 

2. 提供由外专委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最新研制的《英语课堂教学观察表》，并

就如何使用《英语课堂教学观察表》科学有效地观察课堂提供免费培训。 

3. 开通优质课 QQ 群（224874123）、新浪微博（http://weibo.com/nafle 或@

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NAFLE）等交流平台，供参会教师即时发表观点和建议。 

4. 组织座谈会，听取教师对观摩课例的评价，邀请相关教师与外专委理事

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参加座谈，面对面探讨中学英语教育的问题。 

5. 提供相关出版社和相关产业的最新出版物，演示各类网上学习资源。 

6. 本次活动后，外专委将继续通过以上平台和外专委网站组织交流与研讨。 

现将本次会议其他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湖北省教学研究室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1. 报到时间： 

    ⑴ 授课教师报到时间：11 月 22 日 08:00-18:00 

 （晚上 19:30-20:30 召开授课教师预备会议，开会地点报到时通知。） 

⑵ 参会代表报到时间：11 月 23 日 08:00-22:00 

2. 报到地点：武汉圣宝龙大酒店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97 号（桂元路） 

   电话：027-87229001（总台），87386666（总机），87229222（传真） 

3. 会议时间：11 月 24 日-26 日上午 

4. 会议地点：华中师范大学佑铭体育馆（华中师大校园内） 

   地址：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三、会议费用和缴费方式 

1. 参会代表的交通、食宿费用均由派出单位承担。会务（培训）费由中国

教育学会收取并出具发票，收费标准如下： 

     

     

 

 

 

2. 缴费方式： 

⑴ 邮局汇款 

汇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4 号北区 6号楼 201 室 

收 款 人：赵雪晶 

邮政编码：100088 

注：① 请详细填写汇款单上的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手机），并在附言

栏中注明：高中优质课。 

② 为确保钱款安全，请留存汇款凭证。 

③ 11 月 15 日之后请勿汇款。 

缴费时间 会务费 

11 月 15 日以前通过邮局汇款 

（以邮戳为准） 
400 元 

报到现场缴费 500 元 



 

 

⑵ 现场缴费：仅收现金。 

 

四、注意事项 

1. 由于历届研讨会参会人数较多，为保证会议服务水平，务请参会代表提

前缴费注册，提前缴费截止日期为 11 月 15 日。选择现场缴费注册者，会务组

不能确保安排住宿和参会。 

2. 参会回执见附件一，也可登录外专委官网 www.eltchina.net 下载。 

3. 会议注册流程：填写参会回执并发送到 gaozhongyouzhike@163.com→邮

局汇款→收到会务组“参会确认函”电子邮件，注册成功。 

4. 会议住宿由武汉龙知源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协助参会代表安排，请参会

代表在收到会务组“参会确认函”之后，直接与武汉龙知源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解决住宿问题。各宾馆因位置、条件等方面的不同，价格有所不同。武汉龙

知源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会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尽量按参会代表的要求安排住

宿。宾馆相关信息见附件二。 

5. 请参会代表务必打印“参会确认函”，现场报到时住宿接待组凭此函安

排住宿。请参会代表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6. 报到流程： 

    ⑴ 已经收到“参会确认函”并且已经由武汉龙知源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预

定好宾馆的参会代表，请持“参会确认函”直接到预先联系的宾馆报到，领取会

议资料，办理住宿手续，入住宾馆。 

    ⑵ 已经收到“参会确认函”但不需要安排住宿的参会代表，请于 11 月 24

日 8 点前直接到会场（华中师范大学佑铭体育馆）报到，领取会议资料。 

    ⑶ 没有提前注册的参会代表，请到武汉圣宝龙大酒店报到，等待会务组联

系住宿。但我们强烈建议您提前注册并与住宿接待组联系落实住宿，否则可能等

待较长时间，甚至无法安排住宿。 

7. 研讨会闭幕式后，参会教师凭入场券换取继续教育学分证。 

 

五、交通信息 

1. 武汉圣宝龙大酒店交通路线详见附件三。 

2. 车站、机场不设接待处，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报到地点。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1. 会议业务组（负责参会注册、会议内容等事项）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4 号北区 6号楼 201 室 

   邮编：100088 

   邮箱：gaozhongyouzhike@163.com 

   电话：010-62389388 转 610、615、616、617 

   联系人：李娜、杨丽红、赵雪晶、傅陈茜 

2. 住宿接待组（负责会议住宿、票务预定等事项） 

单位：武汉龙知源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027-88016707，88019588，88510716，88510783，13871446601 

联系人：朱胜芝、李小凤、牟骏荣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2012 年 10 月 19 日 
 
 
 
 
 
 
 
 
 
 
 
 
 
 
 
 
 
 
 
 



 

 

附件二  宾馆相关信息 
 

 
 
 
 
 
 
 
 
 
 

酒店名称 
房间数

(间) 
房型 

会议价 
(元/间/晚) 

早餐 
情况 

距会场距离 
(步行时间) 

40 普标 180 
圣宝龙大酒店 

80 豪标 210 
含双早 约 10 分钟 

洪山假日 80 标间 150 含双早 约 15 分钟 

南湖大厦 90 标间 260 含双早 约 15 分钟 

卓悦假日 50 标间 308 含双早 约 15 分钟 

青年酒店 40 标间 208 含双早 约 20 分钟 

银湖宾馆 70 标间 230 含双早 
建议坐车（(很多公交
车到广埠屯站下) 

40 普标 155 不含早 
格林联盟 

20 豪标 174 不含早 
约 20 分钟 

坡地商务酒店 25 标间 149 不含早 约 20 分钟 

60 标间 248 含双早 
瑞安商务酒店 

5 三人间 360 含三早 
需用车接送 

70 普标 198 含双早 
阳光 128大酒店 

30 豪标 268 含双早 
需用车接送 



 

 

附件三 武汉圣宝龙大酒店交通路线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97 号 
 

 

 

1. 汉口火车站——武汉圣宝龙大酒店 

   总路程：19.4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41 元。 

   公交路线：乘坐公交 715、536、519 路到街道口站换乘 804、586 路到桂元路

站下车。 

2. 武昌火车站——武汉圣宝龙大酒店 

   总路程：5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14 元。 

   公交线路：乘坐公交 529、556、738 路到桂元路站下车。 

3. 武汉火车站——武汉圣宝龙大酒店 

   总路程：18.5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39 元。 

   公交路线：乘坐公交 540 路到中南二路下转乘 723、586 路到桂元路站下车。 

4. 天河机场——武汉圣宝龙大酒店 

   总路程：39.9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84 元。 

   公交路线：在天河国际机场到达厅站乘坐机场线 1路在付家坡客运站下车， 

          乘坐 590、804 路或 811 路空调在雄楚大道桂元路站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