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第七届全国环境地球化学大会
（第二轮通知）
2018 年 9 月 7 日~9 月 11 日 贵阳

为充分展示、交流和总结我国环境地球化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促进我国
环境地球化学的发展与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经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环境
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地表与生物地球化学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研究，定
于 2018 年 9 月 7~11 日在林城贵阳召开“第七届全国环境地球化学大会”（The 7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7th NCEG）。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及特邀专家
1、会议主题：
环境地球化学研究新进展
2、会议专题：
专题 1：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
专题 2：矿山环境重金属地球化学
专题 3：流域环境地球化学
专题 4：土壤环境地球化学
专题 5：大气环境地球化学
专题 6：物质循环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专题 7：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过程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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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8：环境污染防治与修复
专题 9：环境地球化学过程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手段

3、特邀专家：
（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笔画为序，持续更新中）

刘丛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副主任、国际地球化学学会会士、爱丁堡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名誉理事长。曾任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矿
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地表地球化学过
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和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基础
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的系统研究。

江桂斌，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
任，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
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国际环境科学与技术
领域顶级 SCI 刊物“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副主编和“Chemosphere”,“Anal. Chim. Acta”, “Intern.
J. Environ. Anal. Chem.”等国际杂志编委。

吴丰昌，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基准标准与污染防治
专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
要从事水质基准/风险评估，湖泊污染控制理论、技术与
应用等研究工作。国家环境保护技术领军人才称呼和中
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曾任国家 973 项目和国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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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公益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创新团队和国家基金委创
新研究群体负责人。目前为《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pringer)和《湖泊科
学》刊物副主编，中国环境百科地学主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和省部级
一等奖 2 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共发表论著 30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200 多篇，EI 收录 100 多篇、出版中英文论著 6 部。

陈骏，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南京大学校长、江苏省
科协主席、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地质与地球物理）召集人、《中国科学》、《科
学通报》理事会理事和《中国科学》、《地质学报》、
《地质论评》、《地球化学》等杂志的编委。

陶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
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化学污染物委员会委员、太平
洋环境与健康委员会委员、和若干国际刊物编委、中国
地理学会环境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环境毒理与化
学学会亚太分会主席、国际环境科学与技术领域顶级
SCI 刊物“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副主编、
IEAM 副主编及 EP、JEGH 等若干国际刊物编委。主要
研究微量有毒污染物排放、行为、归趋和效应等区域尺度环境过程。近年工作集
中在全球污染物高分辨排放清单、迁移及暴露健康风险模拟、农村能源结构及与
农村固体燃料相关的室内空气污染和暴露风险。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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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Gan，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终身教授、环境科
学系系主任、国家“千人计划”教授、浙江大学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现任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主编，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前 副 主 编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副主编、Nature、ES&T 等学术刊物
的特邀审稿人、ETC 编委、加州大学 UC-ANR 副主编，
主要从事与环境化学和农药环境毒理学研究。

二、会议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环境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地表与生物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京大学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山地环境信息系统与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
会议发起单位（按首字母拼音排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广州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南
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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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组织机构
1.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刘丛强

副主任（以姓氏拼音为序）：陈

骏、董海良、金章东、连

宾、肖化云、张

干、

朱永官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安太成、曾永平、常向阳、陈炳辉、陈玖斌、

程和发、党

志、董发勤、付学吾、傅平青、郭庆军、韩贵琳、何孟常、洪

冰、

黄巧云、季峻峰、贾永锋、贾仲君、景传勇、李芳柏、李福春、李 平、李秋华、
李思亮、李一良、李 伟、刘金铃、刘双江、鲁安怀、陆现彩、陆雅海、罗维均、
祁士华、汤
徐

洁、王少锋、王震宇、韦刚健、吴金水、吴龙华、吴 攀、谢树成、

胜、徐志方、滕 辉、颜崇淮、杨

张更新、张

浩、余龙江、张澄博、张传伦、张甘霖、

华、周国逸、周洪波

2. 组织委员会
主

任：冯新斌

副主任（以姓氏拼音为序）：季峻峰、李思亮、龙健、吴攀、肖唐付、肖化云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白晓永、曾

成、常向阳、 陈昌盛、陈迪云、

陈敬安、陈玖斌、陈 南、陈永亨、程安云、仇广乐、崔明超、邓红梅、丁

虎、

付学吾、傅平青、龚 剑、郭建阳、郭玉芳、郝立凯、洪

伟、

孔令军、郎赟超、李 笛、李

冰、洪义国、胡

平、李社红、李世杰、李淑更、李晓东、李心清、

李仲根、梁重山、林 剑、刘承帅、刘世荣、刘涛泽、刘
刘再华、刘

羿、龙建友、罗定贵、罗维均、倪

商立海、宋

刚、宋照亮、孙

威、刘学炎、刘永慧、

健、宁增平、彭 韬、彭

燕、

慧、孙若愚、孙新超、陶发祥、涂成龙、王宝利、

王建旭、王剑桥、王 津、王敬富、王仕禄、王铁军、王筱虹、吴翠琴、吴沿友、
夏建荣、肖保华、徐 海、闫海鱼、阎

佳、晏智锋、尹祚莹、余光辉、袁

权、

张发根、张国平、张鸿郭、张润宇、张永根、赵志琦
3.大会秘书长：张华
副秘书长（以姓氏拼音为序）：
李秋华、李

伟、李晓东、刘承帅、刘鸿雁、刘学炎、罗维均、宋 刚、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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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愚、张鸿郭

四、会议网址
会议网址：http://nceg2018.csp.escience.cn/。
会议注册、会议缴费、摘要提交、酒店预订等程序，请各位参会人员在网站
上完成，同时敬请及时关注会议网站上发布的最新通知和公告。

五、论文摘要征稿
本次会议会前印刷《会议论文摘要集》，欢迎参会代表投稿论文摘要（请勿
投稿全文），摘要限 1000 字以内，格式请参考附件 1（摘要模板）。提交的会
议论文摘要由主办方组织专家进行审稿，并发出录用或拒稿通知。会议主办方不
负责摘要的文责，请作者自负。
会议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5 日，请各位投稿者在会议网站
的“摘要提交”模块下提交论文摘要。

六、会议注册及住宿
会议注册费：2018 年 8 月 10 日前注册，参会代表 1200 元/人，随行人员和
在校学生 800 元/人（在校学生需现场检查学生证，在校学生不包含博士后）；
2018 年 8 月 10 日后或现场注册，参会代表 1500 元/人，随行人员和在校学生 1000
元/人。请各位参会人员在会议网站的“注册/登录”模块下进行注册，“会议缴
费”模块下进行缴费。

会议组织方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请各位参会人员自理。
报到及住宿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盘江饭店。
住宿费用：高级大床房（单人间）：400 元/间（含单早）
高级双床房（双人间）：460 元/间（含双早）
预订住宿可在会议网站的“酒店预订”模块预订，入住时在酒店前台进行现
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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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交流与组织方式
会议将分为口头报告和展板交流、野外考察两部分。
（1）口头报告及展板：
包括主会场专题报告、分会场报告和展板三部分。主会场专题报告由学术委
员会根据有关学科前沿和一些重大科学问题邀请有关专家报告；分会场报告将由
分会场负责人安排，同时将结合有关学科前沿邀请有关专家做主题报告；展板将
根据论文摘要情况安排，并请按照规定尺寸自行打印（15090 cm），在规定时
间和站位上张贴。
（2）野外生态环境考察路线：
①平塘县 FAST 天眼喀斯特洼坑；
②铜仁梵净山和万山国家矿山公园；
③中科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八、参会回执
请已经发送参会回执的代表在会议网站 http://nceg2018.csp.escience.cn/上注
册参加会议，最终以网站上收到的注册信息为准。
热忱欢迎国内外从事环境地球化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
研究生等参加第七届全国环境地球化学大会。

九、重要日期
会议时间：
2018 年 9 月 7 日，参会代表报到注册；
2018 年 9 月 8 日，学术报告及交流；
2018 年 9 月 9 日，学术报告及交流；
2018 年 9 月 10 日、11 日，野外考察。
会议通知：
会议第一轮通知：2018 年 6 月 5 日；
会议第二轮通知：2018 年 7 月 15 日；
会议第三轮通知：2018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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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摘要模板（1000 字以内；摘要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5 日）

摘要题目：※※※（二号黑体）
(四号字体空行)

作者姓名：※※※1,2，※※※1，※※※※2,*（四号楷体）
作者单位：1※※※※；2※※※※（小四号楷体）。
通讯邮箱：（*通讯作者，※※※@※※※）（小四号楷体）
(五号字体空行)
摘要正文：※※※※※※（五号宋体，数字及字母请用 Time New Roman 格式）。
(五号字体空行)
关键词：※※※，※※※，※※※（五号宋体）。

（整体 1.5 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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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酒店住宿
会议住宿安排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盘江饭店（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
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仅一路之隔）。
住宿费用：高级大床房（单人间）：400 元/间（含单早）
高级双床房（双人间）：460 元/间（含双早）
（盘江饭店为四星级酒店，若住宿费标准超标，周边 2 公里以内有众多经济
型酒店，参会人员可通过其他途径自行预订。）
预订住宿可在会议网站的酒店预订模块预订，正式入住在酒店进行现场缴费。

盘江饭店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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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到达盘江饭店路线：


贵阳龙洞堡机场：

(1).机场巴士酒店专线：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巴士酒店专线乘车点，乘坐盘江
饭店专线到终点站（票价 30 元，机场发车时刻表：9:00, 11:00, 13:00,
14:40）
(2).机场巴士 1 号线：贵阳龙洞堡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金阳客运站方
向） 到 市行政中心站（票价 20 元），换乘 209 公交 到 省建院站 或
龙滩坝路口站 下车，步行 5-10 分钟即达；
(3). 出租车：约 30 公里车程，40 分钟，车费 70 - 100 元。
(4).公交车：龙洞堡机场乘坐 258 路 到 一七地质队，转乘 246 路 到 绿色
未来南站 ，步行约 1 公里即可即达。
 贵阳北站（高铁站）：
(1). 地铁：在贵阳北站乘坐 地铁 1 号线 到 林城西路站 下车（车程约
20 分钟，车费 4 元），C 出口 出站步行约 10 分钟即达；
(2). 出租车：约 10 公里，车程约 20 分钟，车费约 30 元；
(3). 公交车：贵阳北站乘 263 路 公交，到 绿色未来（北） 下车步行约
1 公里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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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场巴士 1 号线：贵阳北站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到市行政中心站
下车，对向转乘 209 路公交车，到 龙滩坝路口站 下车，步行约 300
米即达；
 贵阳东站（高铁站，此站开通时间短，公共设施不太完善，建议尽量不
选此站）
(1). 公交车：在贵阳东站乘坐 274 路公交车，到 市行政中心站下车，换
乘 209 路 或 281 路到 省建院站 下车，步行 5-10 分钟即达；
(2). 出租车：车程约 16 公里，车费约 40 元；

 贵阳火车站
（1） 公交车：乘坐 29 路公交车，到 绿色未来（北）下车，步行 1
公里即可达；或乘坐 60 路公交车，到 石标路站 下车，步行 373
米到 西南美食广场站 转 209 路公交车 到 龙滩坝路口站 下车，
步行约 300 米即可达。
（2） 出租车：约 18 公里，车程 45 分钟，车费 50-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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