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第八届“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通知

（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专家：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制约，加快科

技创新和成果应用，提高科技的创新度和产业的融合度、贡献

度，推动农业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质量型转变，促进现代农业的

绿色、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农产品产地和产品质量安全，

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是当前

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探索方向。

为进一步交流近年来我国农业环境领域在基础和应用研

究、理论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绿色生产理

念和方式转型，推进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生态环境安

全，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农

业环境科学学报》编辑部牵头组织的“第八届全国农业环境科

学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9 年 9 月 20—22 日在天津召开。本次

大会也是两年一次的“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的延续，

旨在搭建农业资源与环境科技“产学研”的交流平台。连续七

届的“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更多的学界精英，

已经逐渐成为行业领域学术交流的品牌。



一、会议主题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绿色发展

二、会议内容

本届年会将设农田重金属污染与修复、农业面源污染与治

理、农田有机污染与修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与高效安全利用、

乡村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青年科技工作者专场分会场以及

研究生论坛专场。同期举办国际会议。

年会期间将特邀国内外著名专家做大会报告。大会将表彰

2016—2017 年度《农业环境科学学报》优秀论文，优秀审稿人，

颁发“第八届全国农业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研

究生优秀报告奖等。

三、学术委员会

主 席

唐华俊 中国农业科学院 院长 院士

副主席

刘 旭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吴孔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 院士

赵春江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委 员

Hongjie DI
林肯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新西兰皇家

科学院 院士



Jian LIU 联合国环境署 首席科学家兼科学司司长

Linxiu ZHANG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 主任

Maarten KEPPELLE 联合国环境署科学司专题处 处长

Frederic FRANCIS 比利时列日大学让布卢农业生物技术学院 院长

Oene ONEMA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教授

Baoshan XING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 教授

Yan JIN 美国特拉华大学植物与土壤科学系 教授

Jizheng HE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教授

Mingyuan DU 日本国立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Felix HERZOG 瑞士联邦农业科学院农业生态与环境系 副主任

王学军 北京大学 教授

陆雅海 北京大学 教授

刘宝存 北京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

沈珍瑶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张 颖 东北农业大学 教授

安太成 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李芳柏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欧晓明 湖南化工研究院 研究员

王祥科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

党 志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李永涛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谭文峰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杨林章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高彦征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赵方杰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蔡祖聪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孙红文 南开大学 教授

周启星 南开大学 教授

刘荣乐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张克强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刘仲齐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徐应明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刘潇威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杨殿林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郑向群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翁莉萍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漆新华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

安 毅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副研究员

朱鲁生 山东农业大学 教授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研究员

李廷轩 四川农业大学 教授

何品晶 同济大学 教授



何腾兵 贵州大学 教授

吴一平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韦革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李 元 云南农业大学 教授

刘维屏 浙江大学 教授

陈宝梁 浙江大学 教授

徐建明 浙江大学 教授

李发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席北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李 季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曾希柏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任天志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局 研究员

朱永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

冯新斌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周东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颜晓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施卫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魏树和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李世清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研究员

仇荣亮 中山大学 教授



四、各分会场设置

分会场一：农田重金属污染与修复

召集人：

李芳柏（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翁莉萍（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

分会场二：农业面源污染与治理

召集人：

刘宝存（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员）

杨林章（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分会场三：农田有机污染与修复

召集人：

李永涛（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张 颖（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分会场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与高效安全利用

召集人：

李 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张克强（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

分会场五：乡村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召集人：

郑向群（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

席北斗（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分会场六：青年科技工作者专场



召集人：

王玉军（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李 伟（南京大学，教授）

钟 寰（南京大学，教授）

分会场七：研究生论坛专场

五、会议组织

1.会议主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编辑部

2.会议承办单位

天津东方绿色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农村部产地环境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农业环境与农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

3.会议协办单位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安全工程学院

天津市农田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工程中心

国家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联盟

国家乡村环境治理科技创新联盟



中关村众信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云南农业大学生态环境研究所

天津市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4.媒体支持单位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环境科学研究》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中国给水排水》

《环境卫生工程》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BECT期刊）

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网

农业环境科学微信公众平台

六、会议注册与收费

会议注册：与会代表需通过网上进行注册，注册网站为

http://www.cae.org.cn，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

如因技术等原因无法进行网络注册，可将会议回执表的电子版

通过邮箱发送至：zheng@cae.org.cn。

会议费用：参会代表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缴纳注册费，费

用为 1600 元/人；全日制研究生凭学生证注册，费用 1000 元/

人；企业参会代表注册费为 3000 元/人。银行转账注册交费时



间截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此日期前注册缴费可保证住宿）。

现场注册代表可通过现金或刷公务卡的方式缴纳注册费，

费用为 2000 元/人；全日制研究生凭学生证注册，费用 1200 元

/人；企业参会代表注册费为 3500 元/人。会议的注册费主要用

于租用会场、会务设施及制作会议资料等。参会代表的食宿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本次会议由天津东方绿色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协助承办，出具正式会务发票。

[汇款方式]

账户名称：天津东方绿色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天津天诚支行

银行帐号：200501040000189

汇款时间：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前

[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庆祥 张丹丹 阎爱华

电话（传真）：022-23674336 18222599178（郑庆祥）

E-mail：zheng@cae.org.cn

七、会议论文征集

（一）征集范围

1.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

2.农业面源污染与治理研究

3.农田有机污染与修复研究



4.农业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研究

5.乡村环境整治与可持续发展

6.其他

（二）论文提交

1. 截 稿 日 期 ： 2019 年 8 月 10 日 ； 投 稿 网 站 ：

http://www.cae.org.cn。

2.论文格式请按《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征稿简则及论文模

板（见学报网站首页，http://www.aes.org.cn）的要求撰写。

参会代表可提交论文摘要或论文全文。参加优秀论文奖评选的

代表，必须提交论文全文。

3.论文摘要将择优收入年会论文摘要集，大会评选出的优

秀论文全文将集中刊登在《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9 年第 12

期，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八、会议酒店安排

会议酒店：天津社会山会议度假酒店群 （天津都喜社会山

酒店、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南

站知景道 198 号；电话：022-58038666。

九、其他

热诚欢迎相关企业、公司等机构参与赞助。具体见《赞助

说明》和《赞助协议》。

2019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