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
第三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暨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学术研讨会
( 第二轮通知 )
2017 年 10 月 13 - 15 日， 江苏扬州， 扬州大学
为促进“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 前沿学术问题交流，根据中国自然资源学
会指导精神，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主办，扬州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等承办的“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全
国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13 - 15 日在江苏扬州举行。
本次会议采取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墙报展示、会议论文集相结合的
形式，围绕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开展交流，会议旨在为全国该领域学者提供
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通过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拓展知识面、推动学术创
新、促进多学科交叉合作。同时，促进学科青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为青年学者
成才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大会将邀请相关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做 5 - 6 个特邀报告，分享该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和前沿发展趋势。在分会场报告的过程中，参会代表将分别针对各重点议
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欢迎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相关学者和研究
生积极投稿与参会。
本次研讨会投稿中英文皆可，英文论文将择优在 SCI 期刊《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刊发，中文论文将择优在《农业资源与环
境学报》刊发；同时，大会将遴选优秀报告和论文，并颁发证书。

一、 会议主题
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

二、 会议主要议题
（1）农业资源利用与全球环境变化；
（2）新材料、新能源与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
（3）污染环境修复原理与技术；
（4）废弃物利用过程中的农业环境安全问题；
（5）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6）土地资源开发与信息化；
（7）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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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邀嘉宾
张洪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中国作物学会栽培专业委员会主任、农
业部长江流域稻作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周启星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院长、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

张福锁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沈其荣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常务理事兼有机肥
与土壤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

Zhihong Xu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环境未来研究所教授、所长，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杂志主编

Paul Bodelier

荷兰皇家科学院生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四、 学术委员会
主席
周启星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院长、长江学者、国家杰青、资
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

副主席
罗

义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国家杰青、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谷

成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资源循环利用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

籍国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环境技术中心副主任、资源循环
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段金廒

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名）
封

克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何成达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韩建刚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法云

辽宁石化大学生态与环境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小平

陕西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

梁继东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林志芬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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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嫦娥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刘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

睿

务副主任
毛大庆

天津大学副教授

莫测辉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钱庆荣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孙约兵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中心副主任

唐景春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天津市城市环境污染诊断与修复
技术工程中心主任

王

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科学系系主任、教授

王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韦朝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徐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建

余家国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杰青，国家级新世纪千百万人才

张凯松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五、 组织委员会
主任
何成达

副主任
钱晓睛、赵海涛

委 员
封

克、殷士学、单玉华、胡

陈满荣、汪晓丽、居

建、朴

哲、王小治、王云霞、周晓见、缪莉、

静、柏彦超、姚粉霞、王进军、余彬彬、王娟娟、王圣森、

曹春玲、蒋新跃

秘 书
余彬彬、王进军
六、 论文征集
扩展版摘要（限 A4 纸 1 页）投稿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15 日

录用通知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30 日

论文全文（限 A4 纸 4 页）投稿截止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投稿邮箱：bbyu@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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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天津市城市环境污染诊断与修复技术工程中心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八、 时间与地点
会议时间：2017 年 10 月 13 日报到
2017 年 10 月 14 日全天及 15 日上午会议
2017 年 10 月 15 日会后考察，费用自理，方案可选（详见回执）
会议地点：扬州
九、 注册费与会议回执
1. 会议注册费：2017年9月20日前报名参加会议并完成注册费支付将享受早
期注册优惠，非学生代表注册费1200元/人（高校科研院所），学生代表注册费800
元/人。
早期注册费可通过银行转账，财务信息如下：
户名：扬州大学
账号：110802200900000204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
汇款时请备注：自循会。
2. 2017年9月20日起及现场注册将执行晚期注册费标准，非学生代表注册费
1500元/人（高校科研院所），学生代表注册费1000元/人。注册费包含：会议资料、
论文摘要集、会场租用、工作餐（13日晚餐、14日午餐和晚餐、15日午餐和晚餐）
和茶歇等。
本次会议由扬州大学具体承办，出具正式会务费发票。
3.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相关信息见回执）。
4. 会议回执：报名参会者，请将本通知所附会议回执（见附件）填写后，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发至会议联系人。
十、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余彬彬（13511757593）、蒋新跃（15396761819）
联系电话：0514 – 87979528/87979615
通讯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华阳西路 196 号，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邮

编：225009

会议邮箱：bbyu@yzu.edu.cn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循环利用委员会
201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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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1. 参会回执
2. 投稿说明
3. 论文格式要求
4. 交通及其他住宿信息
（1）高铁可到镇江（南）：镇江（南）均有客运班车到达扬州客运中心，车程
30 分钟左右，班次间隔 10 - 20 分钟；
（2）飞机可到扬泰机场或南京机场：扬泰机场或南京机场均有机场大巴到达扬
州，扬泰机场车程约 50 分钟，南京机场车程约 7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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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循环利用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第二轮）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住房要求

注册类型

位

职称

电子邮箱
 普通单人间_

间；（340 元/天）

 普通标间_

间；（340 元/天）

（注：1.以上为酒店会议协议价；2.上述房费含早餐）

 研究生

到会时间

 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

___月___日
 是

是否要求
论文报告

单

离会时间

___月___日

 否

题目为：
请提前准备好 PPT 报告材料，时间为 15 分钟。
 是

是否要求
墙报展示

 否

题目为：
尺寸为 A0(84.1×118.9 cm,宽×高)，请自行打印，会务组提供张贴工具。
 是

 否

会后考察
2017 年 10 月 15 日下午，会后考察。

备注

1.若与他人同住，请在此说明同住人员信息；
2.若不需会务组预定酒店请在此说明。

注：请将此表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前填写好返回。

6

附件二

投稿说明
1）论文请自行作非密化处理，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型号和技术秘密以及单位
商业秘密。
2）论文内容应符合会议主题，能反映作者本人近年来在科技工作中取得的最
新成果。
3）应征论文不编页码，论文字数一般不得超过 4000 字，论文格式见附件三。
4）论文及摘要请自留底稿，恕不退还。
5）会议将对参会论文（扩展摘要）编辑成论文集（由

出版社出版）、论

文（全文）形成电子版，报到时分发各位代表。
6）愿意公开发表的英文论文本次会议将择优推荐到《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发表；中文论文本次会议将择优推荐到《农业资源与环
境学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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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论文格式要求
1．请使用 Word 文件格式排版，用纸规格为 A4（210mm×297mm），排版格式
为：
上边距：24mm 下边距：22mm
左边距：21mm 右边距：21mm
2．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摘要、
关键词。
扩展版摘要字数 800～1000 字为宜，论文全文一般不超过 5000 字。
3．字号要求：
a. 正文标题：黑体加粗，二号，标题前后各空一行，居中；
b. 作者姓名：楷体五号；
c. 单位名称及邮编：宋体，小五；
d. 摘要及关键词：摘要为黑体，内容为楷体，小五；关键词为黑体，内容为楷
体，小五；行距设为固定值 14 磅；
e. 以上行距均设为最小值 17 磅；
f. 正文：宋体，五号；一级题目为宋体加粗，小四号，段前段后设为 0.3 行；
二级题目为黑体，五号，段前段后设为 0.3 行；三级标题同正文；
g. 正文行距均设为最小值 17 磅；
h. 随文稿附上作者简要介绍，内容包括：性别、出生年、职称、专业和研究方
向、工作成就（获奖情况）、通讯地址（含邮编）或 E-mail 地址、联系电
话、手机、传真。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