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环学外字〔2020〕106号 

为保护改善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发挥科学技术在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中的支撑作用，深入交流和研讨土

壤与地下水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模式，提

高我国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技术创新能力，为打

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

撑，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拟定于 2020

年 11 月 18-20 日在上海市举办“第七届土壤与地下水国际

研讨会”。 

会议以“土壤与地下水协同防治和精准管控”为主题，

将围绕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环境调查、协

同防治、科技创新、监测预警、智慧监管和前沿基础研究

等生态环境修复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交流，积

极搭建政府、企业、市场相结合的交流平台，推进科研成

果转化应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支撑服务地方和企业解

决生态环境问题。欢迎各单位组织有关人员踊跃投稿、积

极参会，现将本次会议的征文与参会报名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华东理工大学 

承办单位：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国家环



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联合主办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流域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综

合防治重点实验室、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环境保护土壤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国

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国家环

境保护地下水污染模拟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国家环境保护影响

评价数值模拟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控及修

复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上海大学、南开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

究所、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中心、上海市检测中心、有

研科技集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生态

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陕西理

工大学、上海污染场地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地下水污

染防控与修复产业联盟、中国土壤学会、《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technology》、上海环境绿色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广州绿创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协办单位：《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杂志、南加州华人环保协会、匈牙利罗兰大学、德国

赫姆霍兹国家研究委员会 UFZ 环境研究中心、美国耶鲁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法国波城大学、瑞典吕勒奥理工大学、匈牙利

圣伊斯特万大学 



二、活动安排 

（一）特邀演讲及主旨报告 

1. 拟邀请相关部委领导介绍我国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

治的有关政策与措施； 

2. 拟邀请两院院士和知名专家学者，就土壤与地下水

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环境调查等内容做主旨报告。 

（二）科技与产业发展对话 

科技与产业发展对话将政府主管部门代表、著名专家学

者、知名土壤与地下水污治理企业、在政、产、学、研、用

等五个方面展开对话，充分交流各自的需求与资源，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 

（三）分会场   

会议安排了 10 场分论坛，1 场青年学者专场，1 场专

家与企业家座谈会；1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高级研

修班。 

1. 分论坛学术议题： 

（1）工业场地土壤污染修复 

召集人：黄沈发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高 

姜  林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李  辉 上海大学教授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场地环境调查监测技术与设备，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方法与基准；污染场地风险管控适用技术与

应用实践；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适用技术与应用实践；污染场地

修复功能材料与专业技术装备；采选矿、金属冶炼、石油、化

工、农药等典型行业企业遗留场地污染修复案例；场地环境土



壤污染风险管理体系等。 

（2）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 

召集人：周启星 南开大学院长/教授  

易树平 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地下水环境风险管控理论与技术；

地下水污染防治创新技术与装备；地下水重金属污染控制与生

态修复;工业废水渗坑污染防治技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

新型污染物的调查与健康风险评估地下水质量控制、模拟与管

理等。 

（3）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 

召集人：陈同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场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李  松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中心教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

农田面源污染（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农业化学投入品）

综合防控技术；农田土壤与地下水修复新技术、新方法及新模

式；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田间工程化实施技术筛选及

实施方案编制；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预警与信息化管控技

术；农田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农用地土壤

环境风险管控技术体系、风险预警、信息化管控技术以及管控

区建设方案；沙化退化农业用地修复新技术新方法等。 

（4）金属矿山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 

召集人：刘兴宇 有研科技集团教高 

周连碧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所长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政策标

准与法律法规；矿山环境质量调查评估与监测；矿山污染防治

技术；有色金属采选等流域环境风险管控技术；矿区重金属污

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矿山生态修复技术；生态安全保障与环境

承载力预警技术；矿山生态修复产业发展。  

（5）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调查、风险评估与风险管控 

召集人：吴克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院长/教授 

孙  宁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资金申请

及入库项目实施；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技术及创新设

备；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的风险评估；土

壤与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型构建；土壤环境承载力研究；土壤

环境风险管控理论与技术；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修复及风险管控

的技术筛选、设备选型与工程实施；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修复及

风险管控方案编制、工程监理、验收与管理；土壤风险管控区

与先行示范区指标体系建设；土壤污染预警体系、方法及技术；

土壤污染防治全过程管理；土壤环境环保管家等。 

（6）生物多样性 

召集人：杨长明 同济大学教授 

贾仲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基于生物多样性的污染土壤评价

方法研究；污染土壤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应用；传统土壤

修复剂（钝化剂、氧化/还原剂、淋洗剂）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修复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特征及生物/生态效果评估；



典型矿区污染土壤生物修复及生态功能提升。 

（7）重金属污染土壤或水体的植物修复 

召集人：魏树和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于志国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院长/教授 

代惠萍 陕西理工大学教授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重金属积累以及富集植物对污染

土壤或水体的修复潜力；植物富集重金属的强化措施；植物富

集重金属的机理研究；重金属污染土壤或水体的修复实践；植

物修复风险评估与生物量处理。 

（8）石化场地污染修复 

召集人：林匡飞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王子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石化场地调查、监测与评价新技

术与新装备；环境风险评估与预警理论与方法；石化场地土壤

与地下水污染环境模拟；石化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理论与技术；

污染修复材料与修复技术装备；石化场地原位安全绿色修复技

术与工程案例；石化场地环境智能管控管理体系。 

（9）地下水和土壤中污染物监测 

召集人：殷浩文  上海市检测中心生物与安全实验室教高 

陈晓倩  上海市检测中心生物与安全实验室副主任/高工 

王向明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教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地下水和土壤监测政策法规和技

术；地下水和土壤监测方法与数据的质量控制；地下水和土壤



中污染物监测新方法、技术与标准化；污染物监测及溯源分析；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特征污染物基准。 

（10）城市屋顶立体空间生态修复 

召集人：冯小平  江南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陈红跃  广东省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

心/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  

李东安  广州绿创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平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征文及研讨的主要议题：解决控制、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

具体办法及实施技术；解决城市屋顶节能减排；解决城市立体

生态修复及治理雾霾的技术及成果推广；解决城市屋顶绿化推

广的具体方案即及可行性研究。 

2. 青年学者专场 

为给予博士生、硕士生有更多实质性交流机会，会议根

据研究生的注册情况，设立不少于一场专题报告会。  

3. 专家与企业家座谈会  

会议主要围绕土壤与地下水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科技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内容开展交流和研讨，为企业发展

提供决策咨询。 

4.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高级研修班  

邀请知名专家就该领域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模

式等内容作报告。让参加培训者系统了解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防治与修复的基础知识以及技术前沿。高级研修班设置人数

50 人，报满截止。所有成绩合格学员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颁

发《环境保护专业技术培训证书》，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网



站 www.chinacses.org 开设查询服务。报名学员报到时请提

交近期蓝底免冠彩色标准证件照 1 寸 2 张，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 A4 纸 1 张，学历证书或初级以上职称证书复印件 A4

纸 1 张。 

（四）环保科技成果展览展示 

会议期间安排了优秀环保企业展示创新环保技术、成果

和项目，推广优秀环保技术和成功经验。  

（五）墙报交流 

会议期间专门设置墙报交流区域，论文作者可墙报交流

研究成果，墙报尺寸宽 90cm×高 120cm。 

三、论文要求 

1.摘要：会议接收中英文论文详细摘要，摘要限制在 A4

纸 1 页之内，会前将印刷论文摘要集作为会议资料。  

2.全文：会议还接受英文全文论文，英文全文经审核通

过后拟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影

响因子 2.741）发表。 

3.所投稿件格式为 word 文档，应符合征稿要求，如与相

关要求不符，主办单位有权删改。论文提交的电子信箱为：

cseshg@126.com。论文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四、会议注册 

1.注册费  

时间 
优惠注册 

（11 月 13 日之前） 

标准注册费 

（11 月 13 日之后或现场） 

企业代表 3000 元 3300 元 

科研、教职人员 2600 元 2900 元 



在校学生 

（持有效证件） 1200 元 1500 元 

2.缴费  

①银行汇款  

单位名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开  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7501 0188 0003 31250 

注：（汇款时请标注“汇款人 -SG2020”，如个人汇款

还请标注发票抬头）外籍代表需提前提供护照复印件（扫

描件）由会务组向酒店报备。  

②在线支付  

请登录网站 http:// sg20.csesam.com 网上微信或支付

宝支付。  

③现场缴费  

报到现场可用现金或刷银联卡（ POS 机）缴费。  

3. 发票  

所有发票统一会后开具。  

①电子发票（仅增值税普通发票）  

电子发票链接将发送至代表在会议系统注册的手机

号，请自行下载、打印使用。  

②纸质发票  

纸质发票将于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邮寄给参会代表。 

五、联系方式 

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联系人：刘红光  张超  姚凯  金铭  孙自利  饶阳 

电  话：18500050178 刘 



2.华东理工大学 

联系人：林匡飞  崔长征   

电  话：021-64253988 

会议投稿、报名邮箱：cseshg@126.com，也可通过大会

官方网站在线投稿、报名：http:// sg20.csesam.com。  

 

附  件：1.会议学术委员会  

2. 摘要模板  

3.参会回执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0 年 10 月 10 日 



附件 1： 

会议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以拼音为序）  

主任委员： 

朱利中 院  士，浙江大学 

朱永官  院  士，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钱  锋  院  士，华东理工大学 

学术顾问： 

侯立安  院  士，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 

林学钰 院  士，吉林大学 

倪晋仁 院  士，北京大学 

王焰新  院  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柴立元 院  士，中南大学 

任洪强  院  士，南京大学 

张全兴  院  士，南京大学 

吴丰昌  院  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委员： 

于建国  主  任，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

重点实验室 

修光利  副主任，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

重点实验室 

陆书玉  常务副理事长，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 

汪华林  院  长，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委员：（委员姓氏以拼音为序） 

蔡五田、曹心德、陈  扬、陈梦舫、陈能场、陈同斌、代惠萍、

党  志、邓  皓、冯新斌、龚宇阳、谷庆宝、侯德义、胡  清、

黄沈发、黄益宗、贾仲君、姜  林、李  辉、李  松、李春萍、 

李发生、李书鹏、李挚萍、林匡飞、林玉锁、刘  国、刘兴宇、 

陆  军、罗  丽、潘响亮、仇荣亮、邵春岩、孙  宁、魏树和、 

吴吉春、吴克宁、席北斗、肖荣波、谢  辉、徐应明、杨长明、 

姚  俊、易树平、于志国、张永祥、周连碧、周启星 

会议组织执行委员会 

（1）会议执行主席 

主任委员： 

林匡飞 教 授，华东理工大学 

副主任委员： 

孙玉柱 副院长，华东理工大学 

（2）会议秘书处 

饶 阳 张 超 姚 凯 刘红光 金 铭 孙自利 崔长征 



 
 

附件 2：  

中文论文摘要题目  

（题目居中，小二黑体不加粗,上、下各空一行) 

 
第一作者

1,2
, 第二作者

3 

1.单位名称，省市  邮编；2.单位名称，省市  邮编；3.单位名称，省市  邮编 

(作者姓名用五号宋体,单位用小五号宋体,下空一行) 

 

*联系人：姓名，电话，Email 

（居中，小五号宋体） 

 

摘要正文：中文，五号字体，单倍行距。英文字符五号，Times New Roman字体。中文摘要不超

过 500字或 A4纸一页。 

 

 

 

 

Fig. Figure caption in English 

 

关键词：五号宋体，不超过 5个 

参考文献：用小五黑体不加粗,其余内容数字及英文用六号新罗马体,文字用六号宋体,行距 13磅,

上空一行 

可在文中插入主要论据图表，图标

高度不超过 4cm,图题、表题及题注

需用英文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 



附件 3： 

第七届土壤与地下水国际研讨会 

参会报名表 

时间：2020 年 11 月 19-20 日               地点：上海华亭宾馆 

请将参会报名表 E-mail：cseshg@126.com 至会务组。 

外籍代表需提前提供护照复印件（扫描件）由会务组向酒店报备。 

单位名称  

邮寄地址  

参

会

人

员

登

记 

姓  名 职务/职称 手    机 邮  箱 

    

    

    

    

    

口头 
报告 

报告题目  选择分会场  

报告人  职务/职称  

注：因增值税发票要求严格，请认真填写“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已开发票不予更换。  

发 

票 

类 

型 

发票抬头  

项 目 会议服务费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请在所需票据前打√） 

纳税人识别号  

税务登记地址、电话  

开户行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研修班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住宿 

预定 

会议召开期间住宿安排在上海华亭宾馆，提供的会议协议价格仅对本次参会代表有

效，住宿费用自理。单间/标间 500 元/间/夜 

□单间 □标间 房间数量       间，入住时间：           日至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