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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 

 科学技术年会的预通知（第一轮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环境科学学会，环境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环境企事业单位，学会各分支机构，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我会 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拟定于 8 月初在江苏省南

京市举办。 

年会围绕‚开局‘十四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主题，主要内容设置有：（1）特邀主旨报告；（2）高级研

讨会；（3）分会场研讨会；（4）青年科学家专场；（5）交

流对接会；（6）培训班；（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八届理

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8）第四届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

中心技术交流年会；（9）全国环境科学学会工作交流会；（10）

环保科技成果展等。 

欢迎各单位组织有关人员、相关专家踊跃投稿，积极

参会。征文议题请参阅‚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初步方案‛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环学办字〔202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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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1），参会报名请填写‚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参会

报名表‛（见附件 3），参加培训请填写‚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和区域协同治理培训班报名表‛（附件 4），并发送到年会专

用 信 箱 。 年 会 相 关 信 息 请 参 阅 附 件 或 登 陆 官 方 网 站

（w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科学技术年会）查看。  

联系人：张中华 王国清 高强 闫政 姜艳萍 

电  话：（010）62259894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 54 号（100082） 

信  箱：xueshunianhui@126.com 

附件：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年科学技术年会初步方案 

2.学术议题召集专家及工作单位 

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参会报名表 

4.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培训班报名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年 3月 17日印发 

http://w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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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初步方案 

2021 年是开启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目标迈进的起步之年，也是‚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2021 年年会

主要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PM2.5 和 O3 协同控制、‚三水‛

统筹 水污染防治和海洋污染综合治理、土壤污染修复、生态保护和修

复、环境管理等内容，积极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交流平台，促进科

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年会主题 

开局‚十四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生态环境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联办单位：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大学  

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交上海

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卓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宇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三、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1 年 8 月初（拟） 

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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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安排 

年会拟安排大会特邀主旨报告、高级研讨会、分会场研讨会、青

年科学家专场、交流对接会、培训班、墙报交流、环保科技成果展以

及专题活动等。 

（一）开幕式和闭幕式 

1.开幕式。（1）领导致辞：拟邀请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以及江苏省人民政府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2）颁奖：颁发“2020

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第四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学家奖”

和优秀论文（设计）优胜者表扬等；（3）特邀主旨报告：邀请院士和

知名专家学者就碳中和，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

修复,环境管理等领域作特邀报告。 

2.闭幕式。（1）特邀主旨报告：邀请院士和知名专家学者就减污降

碳协同控制、生态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生产和生活等领域

作特邀主旨报告；（2）颁奖：颁发 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优秀组织奖；

（3）学术总结。 

（二）论文征集及研讨的主要议题 

年会拟安排 4 个高级研讨会，28 个分会场（123 个学术议题）, 1

个青年科学家专场，1 个交流对接会和 1 个培训班。  

1.高级研讨会。包括：美丽中国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高级研讨会；减

污降碳协同控制高级研讨会；江苏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高级研讨会；

第三届水土污染协同控制高级研讨会。  

2.分会场。设 28 个分会场（123 个学术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

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1 个分会场（7 个学术议题），PM2.5和 O3 协同控

制 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提升领域 4 个分会场（14 个学术议题），‚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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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水污染防治和海洋污染综合治理领域 7 个分会场（29 个学术议

题）；土壤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领域 4 个分会场（22 个学术议题）；生

态保护和修复领域分会场 5 个（27 个学术议题）；环境管理领域分会场

7 个（24 个学术议题）。 

（1）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主要议题包括：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碳达峰实施路径，RRTT 动态

制造工程国际绿色标准发展方向，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协同应对，能

源行业碳排放检测与控制，污染物处理过程碳中和与资源化技术，京

津冀工业企业低碳减排资源化新技术与绿色发展新模式，生命周期碳

中和与节能减排等。 

（2）PM2.5和 O3 协同控制 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提升   

①PM2.5和 O3协同控制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十四五‛VOCs 污染

防控与治理，城市 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及智慧化解决方案，区域空气

质量的调控原理与技术途径等。②大气生态环境效应分会场。主要议

题包括：边界层气象与大气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大气

沉降与生态环境效应，大气多介质复合污染与环境效应等。③大气环

境监测技术及应用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实时动态排放清单技术方

法及应用，油气回收与在线监控技术，扬尘污染监测与防治技术等。

④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理

论与关键技术，非电行业烟气深度治理及超低排放，超重力场净化呼

吸粉尘和油雾，城镇供热与大气污染防治等。 

（2）“三水”统筹 水污染防治和海洋污染综合治理 

①‚十四五‛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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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流域-河流-河口系统碳氮磷循环、水质

响应与模型，流域氮磷迁移转化过程与水体富营养化，湿地水环境保

护与生态修复，长江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湖库

水源污染特征与原位控制技术，湖库水生态演变与保护等。②海洋污

染综合治理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海洋生态安全现状与未来，海洋

生态环境协同安全保障，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等。③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城市河流与黑臭水体治理，水体生态修

复标准及新技术新工艺，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及有效利用等。④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高浓度高盐高危害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新技术、新工艺，废（污）水

深度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新技术原理及应用等。⑤行业领域污水处理分

会场。主要议题包括：特种环境水资源保护与特种废水处理新技术新

工艺，纺织印染及化纤行业环境污染治理，重点行业废水及污泥处理

处置及资源化，工业（矿山）废水处理新技术，养殖废水污染防控等。

⑥水处理功能材料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水处理与水处理剂，先进

膜分离与环境纳米技术，厌氧生物膜和膜生物反应器，环境功能材料

与水污染治理技术等。⑦水处理工艺及应用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

电容去离子技术及环境应用，物化-生化水处理技术与应用，新型水污

染控制工艺设计与应用，环境催化及低碳环境修复理论和技术等。 

（3）土壤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①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土壤与地下水污

染控制与治理技术，场地污染成因与治理技术，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机理

和修复技术新进展，固体废物填埋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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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石化污染场地调查监测评价与防治，旱区地下水文与生态效应等。

②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重金属污染控制与治理，

农田与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防治等。③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分会场。主

要议题包括：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及技术发展，固体废弃物回收再利

用之绿建材，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工业固废资源化技术及装备，新

时代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行业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资源高效利用，垃圾

分类与资源化利用，聚焦垃圾分类 探索湿垃圾处置之路等。④有机固

废处置与综合利用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污水厂污泥安全处理处置与

资源化利用，市政污泥处理新技术与发展趋势，有机废弃物化学处置与

综合利用，有机固废高效热化学转化与清洁利用，有机固废资源化生物

与材料技术，废旧塑料绿色循环与高值利用等。  

（5）生态保护和修复 

①生态保护理论与研究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生态环境模型，

生态修复：过去和未来的桥梁，生态地质环境，极地生态环境研究与

教育，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两山‛实践等。②生态监测与评估分会

场。主要议题包括：生态遥感监测与综合评估和环境 DNA 生物监测与

水生态健康评估。③生物多样性保护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美丽中国建设，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生物安全，植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等。④区域与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分

会场。主要议题包括：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区域

环境综合治理实践与思考，石化行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油田生态环

境保护，矿山环境治理与修复，绿色矿山污染防控与治理技术，工业

园区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综合服务，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等。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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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综合治理新型材料与技术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环境工程技

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环境修复材料，MOFs 基新型环境功能材料，环

境功能材料及应用创新技术，矿物材料在环境中应用，环境微生物理

论与应用，环境矿物材料，流体力学助力蓝天碧水净土等。  

（6）环境管理  

①环境经济与绿色发展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全面推进绿色发

展 建设美丽中国高级研讨会，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高级研讨会，现代

气候治理体系建设与环境经济政策创新，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清洁生

产与工业园区绿色发展。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会场。主要

议题包括：环境社会多方共治新格局的探索与实践，推进建立现代生

态环境审计与绩效管理制度，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制度、理论与实践，

环境基准与标准，绿色‚一带一路‛与国际环境治理等。③环境影响

评价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十四五‛环评与排污许可改革，石化化

工行业关键领域环境管理和技术，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与评估等。④

环境监测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环境监测与预警，海洋环境监测，

辐射环境监测及评价等。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分会场。主要议题

包括：新形势下的生态环境执法与‚十四五‛展望，移动源污染防治

法律机制，环保督察监察与机制建设等。⑥环境信息化分会场。主要

议题包括：生态环境数据治理与大数据应用，美丽中国·大数据与生

态环境，环境信息化等。⑦环境与健康分会场。主要议题包括：环境

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和室内环境中新冠等病毒传播途径与控制。  

3.青年科学家专场 

为更好地托举优秀青年科学家，促进青年科学家成长，年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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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举办青年科学家专场，主要围绕科学谋划‚十四五‛、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等内容进行交流和研讨。 

4.对接交流会：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第三方在线服务对接交流会。 

5.培训班：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培训班。 

6.墙报交流：筛选优秀的研究成果进行墙报展示。 

（三）环保科技成果展 

展示创新环保技术、成果和项目，宣传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

和新项目等，推广优秀环保技术和成功经验。 

（四）专题活动 

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2.第四届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技术交流年会； 

3.2021 年全国环境科学学会工作交流会。 

五、论文征集与出版 

1.征文范围及要求：按照年会征文及研讨的议题提交论文，论文

摘要不超过 500 字，全文不超过 5000 字。 

2.审核及录用：投稿论文将组织专家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将以邮

件形式告知，审核通过的年会论文将以论文集的形式正式出版发行。 

3. 论 文 提 交 ：（ 1 ） 请 登 录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学 会 网 站

（w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科学技术年会）进行网上注册后提交

论文；（2）发送论文到电子信箱：xueshunianhui@126.com。 

4.征文截止日期 2021 年 5 月 10 日。 

六、参会报名 

参会可通过学会官网、小程序以及年会专用邮箱等三种方式报名。 

http://w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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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登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网站（w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

科学技术年会）进行网上注册 

2.关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议管理系统进行在线注册。 

 

 

 

 

 

 

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年科学技术年会参会报名表”（附件 3）

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培训班报名表（附件 4）电子版发

至邮箱：xueshunianhui@126.com，或纸质件传真至（010）62259894。 

七、会议注册 

1.会议服务费 

 
优惠注册 

（7 月 25 日之前） 

标准注册费 

（7 月 25 日之后或现场） 

非学会会员 2400 元 2600 元 

学会会员 2100 元 2300 元 

在校学生 1600 元 1800 元 

2.培训费：培训班收费 3500 元/人。包括培训费、资料费、用餐、

证书费等。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收取培训费并开具发票（一律开具增

值税普通发票）。 

3.缴费 

①银行汇款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议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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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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发送汇款底单（扫描件）、开具发票的纳税人识别号和发

票抬头到年会专用邮箱；2.汇款请在备注栏填写缴费者姓名和电话。 

②在线支付 

请登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网站（w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科

学技术年会）在年会专网或扫描会议管理系统二维码在线支付。 

③现场缴费 

报到现场可用现金或刷银联卡（POS 机）缴费。 

4.发票 

①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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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注册缴费的纸质发票，请于报到日在服务台领取。现场缴费

的纸质发票将于年会结束后一个月内邮寄给参会代表。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中华 王国清 高强 闫政 姜艳萍 

        翟建伟 于宝源 饶阳 郝宝莲 张鹏 李向阳 张培胜 

电  话：（010）62259894  64059573 67091385 68668291  

60272046 62711622 60846163 6370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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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信息 

1.本次年会的正式会议通知将于年会前一个月发出。 

2.更多信息将在年会网站上公布。 

3.年会官方网站：ww.chinacses.org/学术交流/科学技术年会。 

4.有关论文征集及年会筹备工作的具体事项请直接与年会组委会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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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级研讨会、分会场和国际研讨会 

学术议题召集专家及工作单位  

一、高级研讨会 

会议名称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美丽中国建设与高

质量发展 
王金南 

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研究员 

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柴发合 
大气环境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大气领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江苏省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 
刘伟京 

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环境

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第三届水土污染协

同控制 
刘 国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二、分会场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议题名称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

碳达峰实施路径 
程春明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专委会主任委员 

RRTT 动态制造工程

国际绿色标准发展方

向 

崔伟宏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院士 

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

协同应对 
付加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能源行业碳排放检测

与控制 
李兴春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石油石化污染物控制与处理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污染物处理过程碳中

和与资源化技术  

郭婉茜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  

盛国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

授 

京津冀工业企业低碳

减排资源化新技术与

绿色发展新模式 

姚 宏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生命周期碳中和与节

能减排  

王秀蘅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王洪涛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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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M2.5 和 O3 协同控制 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提升 

学术议题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十四五‛VOCs 污染

防控与治理 
叶代启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华

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城市 PM2.5 与臭氧协

同控制及智慧化解决

方案 

王自发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秦东明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区域空气质量的调控

原理与技术途径  

陆克定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段 雷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吴学成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边界层气象与大气环

境  

刘树华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薛建军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大气环境-生态系统

相互作用  

冯兆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教授 

潘月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大气沉降与生态环境

效应 

刘学军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潘月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 霖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研究员 

大气多介质复合污染

与环境效应 
马宏瑞 陕西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实时动态排放清单技

术方法及应用 
程金平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环境保护环境大数据与智能决策重

点实验常务副主任 

油气回收与在线监控

技术 
李 钢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扬尘污染监测与防治

技术 
黄玉虎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所长/研究员 

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

理论与关键技术 
王永桂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非电行业烟气深度治

理及超低排放 
李明玉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超重力场净化呼吸粉

尘和油雾 
陈明功 安徽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 

城镇供热与大气污染

防治 
丁圣权 合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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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水‛统筹，水污染防治和海洋污染综合治理 

学术议题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十四五‛流域生态

环境污染防治  

郑丙辉 
水环境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彭增亮 中交生态保护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流域-河流-河口系统

碳氮磷循环、水质响

应与模型 

晏维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流域氮磷迁移转化过

程与水体富营养化  

李叙勇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朱广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湿地水环境保护与生

态修复 
章光新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

员 

长江环境治理与生态

保护关键问题及解决

方案 

李爱民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湖库水源污染特征与

原位控制技术 
黄廷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 

湖库水生态演变与保

护  

霍守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金小伟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 

海洋生态安全现状与

未来 
李开明 

海洋生态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生态环

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海洋生态环境协同安

全保障  

高振会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

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院长/教授  

乔 冰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海洋生态环境整治修

复 
张志锋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城市河流与黑臭水体

治理 
宋永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水体生态修复标准及

新技术新工艺 
彭剑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 

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与

修复及有效利用 
张饮江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 

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

用 

胡洪营 
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广立 
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张 建 
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山东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高浓度高盐高危害难

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新

周科朝 中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魏秋平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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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新工艺  王 黎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废（污）水深度处理

及资源化利用新技术

原理及应用  

柳建设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汤 兵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特种环境水资源保护

与特种废水处理新技

术新工艺  

董发勤 西南科技大学校长/教授 

叶正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纺织印染及化纤行业

环境污染治理 
龚 䶮 北京服装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重点行业废水及污泥

处理处置及资源化 
薛 罡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工业（矿山）废水处

理新技术 

李小兵 
中国矿业大学国家煤加工与洁净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教授 

席治国 
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孙 伟 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养殖废水污染防控 范德朋 
广东省环境治理微生物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 

水处理与水处理剂 郑怀礼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 

先进膜分离与环境纳

米技术 

汤初阳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 

孟凡刚 中山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董应超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厌氧生物膜和膜生物

反应器 

盛国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        

陈 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授 

环境功能材料与水污

染治理技术 
周彦波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电容去离子技术及环

境应用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刘建允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物化-生化水处理技

术与应用 
金鹏康 

西安交通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授 

新型水污染控制工艺

设计与应用 
孙雪菲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环境催化及低碳环境

修复理论和技术 
张高科 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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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学术议题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控

制与治理技术 
李广贺 

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场地污染成因与治理

技术 

李  辉 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 

安太成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健康与污染控制研究院院

长/教授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机
理和修复技术新进展 

钟 华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固体废物填埋场地土
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
管控与修复 

詹良通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石化污染场地调查监

测评价与防治 

王子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张兆吉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 

蔡五田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旱区地下水文与生态

效应 
王文科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重金属污染控制与治

理 
曾庆轩 

重金属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

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教授 
农田与农作物重金属
污染防治 

辛俊亮 湖南工学院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

理及技术发展 
胡华龙 

固体废物分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固体废

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固体废弃物回收再利

用之绿建材 
梁洲辅 南宁师范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 王 晨 齐鲁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工业固废资源化技术
及装备 

李灿华 安徽工业大学宣城研究院院长/教授 

新时代危险废物处置

利用行业产业发展与

科技创新 

王 琪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资源高效利用 李金惠 循环经济分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 刘建国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聚焦垃圾分类，探索

湿垃圾处置之路 
刘 军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 

污水厂污泥安全处理

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市政污泥处理新技术

与发展趋势 
朱书景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系主任/教授 

有机废弃物化学处置 关清卿 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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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综合利用 张士成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有机固废高效热化学

转化与清洁利用  
张会岩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有机固废资源化生物

与材料技术 
周顺桂 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废旧塑料绿色循环与

高值利用 
陈庆华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校长/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五）生态保护和修复 

学术议题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生态环境模型  
岳天祥 

生态环境模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许 强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生态修复：过去和未

来的桥梁 
饶良懿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生态地质环境 郑春苗 
生态地质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方科

技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教授 

极地生态环境研究与

教育 
李一凡 

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

员；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

‚两山‛实践 
全占军 

生态农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人事处 处长 

生态遥感监测与综合

评估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研究员    

侯 鹏 
生态遥感监测与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研究员 

蒋卫国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教授 

环境 DNA 生物监测与

水生态健康评估  

张效伟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金小伟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美

丽中国建设 
徐海根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 

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 於 方 
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

物安全 
肖能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植物多样性与环境保

护 
薛建辉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教授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邹长新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实

践与思考 
何海周 

江苏省宏观经济学会环境与资源开发专委会

秘书长 

石化行业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 
宗保宁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教授 

油田生态环境保护 潘贵和 辽河油田安全环保技术监督中心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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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环境治理与修复 宋少先 
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教

授 

绿色矿山污染防控与

治理技术 

姚 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环境科学与工程中心

主任/教授 

党 志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 

仇荣亮 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温挨树 内蒙古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 

工业园区污染控制与

资源化综合服务 
张炜铭 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教授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

修复  

杜冬云 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郑展望 浙江农村环境研究所所长/教授 

环境工程技术创新与

应用研讨会 
朱晓华 

环境工程分会；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环境修复材料 马 杰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MOFs基新型环境功能

材料  
王崇臣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环境功能材料及应用

创新技术 
赵宜江 淮阴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 

矿物材料在环境中应用 陈 洪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 

环境微生物理论与应用 苏俊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授 

环境矿物材料 杨华明 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流体力学助力蓝天碧

水净土 
钱付平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六）环境管理  

学术议题 主席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全面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吴舜泽 环境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张修玉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气候治理体系建设

与环境经济政策创新 
葛察忠 

环境经济学分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研究员 

绿色金融创新发展 曹和平 绿色金融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清洁生产与工业园区

绿色发展  

乔 琦 
生态产业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周长波 清洁生产分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环境社会多方共治新

格局的探索与实践 
任 勇 

环境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生态环
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研究员 

推进建立现代生态环境

审计与绩效管理制度  
董战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朱留财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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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理论与实践  研究员 

环境基准与标准 
蒲生彦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白英臣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绿色‚一带一路‛与

国际环境治理 
周国梅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分会主任委员；生态环

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研究员 

‚十四五‛环评与排

污许可改革 
王冬朴 

环境影响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
长；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 

石化化工行业关键领

域环境管理和技术 
刘伟生 

能源与环境分会；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
中心副主任/党委书记 

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

与评估 
臧文超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环境监测与预警 李健军 
环境监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海洋环境监测 韩 震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河口海洋测绘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辐射环境监测及评价 肖德涛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新形势下的生态环境

执法与‚十四五‛展望 
王亚男 

环境监察分会副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
工程评估中心 总工程师 

移动源污染防治法律

机制 
王灿发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
究所所长/教授 

环保督察监察与机制

建设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生态环境数据治理与

大数据应用 
魏 斌 

环境信息化分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信息

中心总工程师/研究员 

美丽中国·大数据与

生态环境 
胡 清 

生态环境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方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南科大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北京）主任；北京环丁环保大数据研究院院长 

环境信息化 吴昌子 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教授 

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

估 
于云江 

环境风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生态环境部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室内环境中新冠等病

毒传播途径与控制 

要茂盛 
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北京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钱 华 
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
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杨子峰 广州呼吸道研究所教授 

安太成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健康与污染控制研究院院

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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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参会报名表 

 

 

 

单 位  邮 编  

地 址  手 机  

姓 名  职 称  邮 箱  

是否会

议发言 
 选择分会场  

发言题目  

汇款 

帐号 

账户名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银行账号：75010188000331250 

1.请发送汇款底单（扫描件）年会专用邮箱；2.汇款请在

备注栏填写缴费者姓名和电话。 
扫描会议管理系统 

二维码在线支付 

注：因增值税发票要求严格，以下信息请认真填写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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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单间     间， 标间     间   

备注 请在发票类型填写正确信息，如无特殊情况，已开发票不予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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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科学技术年会 

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名称  邮编  

通信地址邮寄

（证书使用） 
                 电话  

联 系 人  邮箱  传真  

培训人员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职务 移动电话 

            

     

 

 

     

汇款帐号 

账户名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银行账号：75010188000331250 

.汇款请在备注栏填写“多污染物协同+缴费者姓

名+电话” 
扫描会议管理系统 
二维码在线支付 

开票信息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提示 

1.报到时请交近期 1寸蓝底免冠彩色标准证件照 2张；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A4纸 1张； 

3.学历证书或初级以上职称证书复印件 A4纸 1张。 

4.请将此表于培训报到前报至会务组（此表复印有效）。 

住宿 单间     间， 标间     间   

报名联系人 
姓名：张中华 张超 马建民  

联系方式：电话：010-62259894  68668291 64059573  

注：培训费一律开具增值税纸质普通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请在报名表中正确

填写“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如无特殊情况，已开发票不予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