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届农业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

创新农业科技，应对环境变化!
2018 年 10 月 14 日—18 日,
中国 ● 南京
主办方：中国土壤学会氮素工作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江
苏省土壤学会
协办方：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土壤环
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土壤养分管理国家工程实验室、江苏常熟农
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农业环境科学学报编辑部、河
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官方网址：http://agr-env-2018.csp.escience.cn/dct/page/65540

新形势下，中国农业正处于由过渡依赖农用化学品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
满足“量”需求的粗放生产方式，向更加注重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追
求“质”需求的集约生产模式的关键转型期。为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土
壤与环境等问题，加强学习交流农业环境保护世界科技前沿，有力推动我国现代
农业创新和绿色发展理论完善与技术研发，中国土壤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定于 2018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第 11 届农业与环境
国际学术研讨会”（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农业与环境国际研讨会由国际学界发起，每两年举办 1 次，
自 1998 年起至今已在欧美洲等国家举办 10 届。此次会议为首次在中国召开，
大会主题为：创新农业科技，应对环境变化! 欢迎国内外同行相聚金陵古都！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议题：


农业水土保持与土壤肥力



农业碳氮循环与全球变化



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农业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



果菜与设施农业环境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

二、 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席：颜晓元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秘书长：王慎强 研究员，土壤养分管理国家工程实验室



委员：
严卫东，中国土壤学会
周东美，中国科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
薛利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罗春侠，江苏省土壤学会
李无双，农业环境科学学报编辑部
党 琦，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秀华，中国科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
周伟、王书伟，江苏常熟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于寒青、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李玉顺、岳艳军，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施卫明、王一明、夏永秋，赵旭、马力、周虎、单军、闵炬、张广斌、

程谊、汪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三、 会议科学委员会：



主席：朱兆良 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委员：
蔡祖聪 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颜晓元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Chi-hua Huang 教授，美国普渡大学
李勇 研究员，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AGEE 主编
沈其荣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Donald Gabriels 教授，比利时根特大学，
任天志 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
Deli Chen 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Alfredo De-Campos 教授，巴西坎皮纳斯大学
施卫明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Dennis Flanagan 教授，美国普渡大学
张民 教授，山东农业大学
赵方杰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秘书长：赵旭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四、 特邀报告：
蔡祖聪 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Chi-hua Huang 教授，美国普渡大学
李勇 研究员，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AGEE 主编
Pete Smith 教授，英国阿伯丁大学
沈其荣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Donald Gabriels 教授，比利时根特大学，
Avi Shaviv 教授，以色列理工大学
杨林章 研究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Deli Chen 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omoyuki Makino 教授，日本东北大学
Alfredo De-Campos 教授，巴西坎皮纳斯大学
Chad Penn 博士，美国农业部（USDA）
Jagdish K. Ladha 教授，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
Liping Weng 教授，荷兰瓦格宁恩大学/农业部环境保护检测研究所
Deb Jaisi 博士， 美国特拉华大学

施卫明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Dennis Flanagan 教授，美国普渡大学
Cameron M. Pittelkow 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张民 教授，山东农业大学
周东美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赵方杰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

五、 会议形式：
本次会议将主要覆盖水土保持、土壤肥力、养分管理、碳氮循环、农
业废弃物利用、污染土壤修复、面源污染防控等研究领域内容，旨在为广
大从事农业与环境科研领域相关的专家、学者以及管理部门搭建一个高端
的国际交流平台，探讨现代农业的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农业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
会议将提供主题报告、三分钟快报、海报展览以及圆桌讨论等交流形
式。我们期待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学生、管理人员及企业的积极参与！
本次会议得到 Agriculture, Ecosystem & Environment （SCI，IF
4.099）编辑部和农业环境科学学报编辑部（中文核心）的大力支持，初
步考虑拟根据会议摘要情况，在会后由科学委员会组织和优选，对未公开
发表的优秀研究成果进行组稿，以 special issue（专刊）发表，在线投
稿时间初步定在 2018 年 10 月底。
大会将设立农业科技新装备、新产品展台，诚邀相关企业届时参加此
次盛会并参展，共同交流、探讨农业与环境保护领域的最新成果！具体事
宜请与大会组委会联系（agr-env-2018@issas.ac.cn； 025-86881534）

六、 参会费用：


注册费用：
2018 年 5
月 15 日前

5 月 16 日至 8 8 月 16 至 10
月 15 日
月 13 日

10 月 14 日至 15
日，现场缴费

参会人员

2200 元

2600 元

3000 元

3200 元

学生

1600 元

2000 元

2400 元

2600 元

陪同人员

1400 元

1800 元

2200 元

2400 元

注：注册费包含全套会议材料（陪同人员不发放会议资料）、茶歇、会议期间（2018 年
10 月 15 日、16 日、17 日午餐与晚餐，18 日午餐）餐费、野外考察，不包含交通及住
宿费。



缴费方式：
请登录本届大会网址：
http://agr-env-2018.csp.escience.cn/dct/page/65540 在线注册并缴费。缴
费可通过在线（信用卡、银行转账）或现场（现金、刷卡）方式进行。
请在线填写注册表中的完整信息，若通过银行转账，注册费金额以上表为准（转
账请务必在附言中注明：注册号、姓名和单位，转账后请邮件通知我们以便查
询）。本次会议中国参会人员缴费由北京环净科技有限公司协助办理，并出具
正式会务发票。

公司名称: 北京环净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9111 0105 3181 40521L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 218 号 4 层 516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支行
公司账号：1100 1178 6000 5250 2831
电话/传真：010-64187968
注：1）若为个人汇款，请准备一份代表单位前来参会的说明并加盖单位公章，
凭该说明向会务组开具发票；2） 注册费一经缴费如需退款将扣除 300 元手续
费，2018 年 8 月 16 日之后注册，不再办理退款。

七、 会议重要时间节点：


摘要提交：
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期间为会议摘要接收阶段，之后不再接
受摘要



摘要接受：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期间为大会科学委员会对会
议摘要审查阶段，结果（报告修改、报告形式、时间长短等）将通过
E-mail 及时通知相关与会人员。



宾馆预订：
大会提供主会场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及周边经济实用型酒店住宿信
息。宾馆预订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15 日，请尽早预订。



日程安排：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 主要日程通知
2018 年 8 月 16 日前 主要议程通知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 最终详细议程

八、 会议地址：


大会主会场：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酒店网址：
http://www.weijingihotel.com/
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地处市内主干道，地铁 2 号线明故宫站附近，环境优雅，

交通便利，至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30 分钟车程，至南京南站 30 分钟车程，至南京站
20 分钟车程，至市中心新街口广场仅 10 分种车程。酒店东临著名的南京博物院，
距酒店 200 米处是有 600 年悠久历史的明代古城墙—中山门段，同时也是沪宁高速
公路进入南京市区的必经之处。十月为南京旅游黄金季节，请大家做好安排。会务
已为与会人员预留房间，请大家尽早预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319 号


附近经济型酒店：
桔子酒店 （东华门店）：距离主会场约 260 米；025-66081122
金钥匙商务酒店（http://10255.hotel.cthy.com/）：距离主会场约
450 米；025-58581888/58581999
汉庭酒店（明故宫店）：距离主会场约 380 米; 025-86556600
南京古南都玉澜庭酒店：距离主会场约 150 米; 025-02585553939

九、 会议联系方式：
有关大会详细情况，请及时查阅以下网址：
http://agr-env-2018.csp.escience.cn/dct/page/65540。我们会对会议网站进行
及时更新。为便于大会组委会提前做好会议安排，有意参加本次大会的代
表也可直接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