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矿区及周边土壤修复技术及应用研讨会”——第一届全国土壤修
复大会第二次分会（第三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学者：
第一届“全国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会议和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
已分别于 2018 年 7 月和 12 月在昆明、南京胜利召开，“全国土壤修复大会”期间进
行了 50 余场学术研讨及展览活动，来自政、产、学、研、金融等各方代表近 2000
人参会，大会规模、水平、效果均创下了国内土壤科学相关会议之最。
为了传承和发扬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的成果与精神，聚力引导 2020 年第二
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的召开，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冶南方都市
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湖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湖北省土
壤及地下水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武汉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武汉市环保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6-8 日在武汉举办“矿区及周边土壤修复技术
及应用”会议。
作为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的延续及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的系列会议，本次会议将重点聚焦矿区及周边土壤环境保护与修复问题，探
讨矿区及周边土壤环境保护与修复的有效途径，推动我国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管理体系的建设，促进矿区生态环境修复保护与修复技术的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
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支撑。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承办单位：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协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湖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湖北省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武汉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武汉市环保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
中关村众信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学术委员会：
主

席：骆永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副主席：李广贺（教授，清华大学）
陈梦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委

员：林玉锁（研究员，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罗

明（研究员，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孙

宁（研究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徐应明（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党

志（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周连碧（教授级高工，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吴龙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胡振琪（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黄占斌（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白中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李芳柏（研究员，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
姚

俊（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雷

梅（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

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束文圣（教授，华南师范大学）
潘响亮（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滕

应（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卞正富（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潘根兴（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侯浩波（教授，武汉大学）
祁士华（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义连（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周建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马

杰（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宋自新（教授级高工，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赵

颖（教授级高工，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委员会：
主

席：陈梦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副主席：刘更生（教授级高工，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委

员：吴龙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钱林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侯浩波（教授，武汉大学）
赵

颖（教授级高工，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黄晶晶（部长，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9 年 9 月 6-8 日
报到酒店：武汉光谷潮漫凯瑞国际酒店（9 月 6 日全天）
现场报到地址：都市环保产业园（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路 59 号）（9 月 7 日）
会议地点：都市环保产业园（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路 59 号）
报到：2019 年 9 月 6 日 12:00-21:00，参会代表报到、注册
三、会议议程
第一天（9 月 6 日，星期五）：报到
时间

内容

地点

12:00-21:00

来宾报到

武汉潮漫凯瑞酒店一楼

第二天（9 月 7 日，星期六）：开幕式、大会报告、主题报告及问答讨论/嘉宾对话
开幕式
主持人：刘更生 教授级高工（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9:25~9:55

对矿区及周边土壤污染管控与修复研究的
思考与建议

骆永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9:55~10:25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法规标准

林玉锁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9:00~9:25

大会开幕式

大会报告
主持人：周连碧 教授级高工

10:25~10:45

合影、茶歇

主题一：矿区及周边土壤污染过程、源解析与风险
主持人：党志 教授、束文圣 教授
时间

内容

10:45~11:05

黄铁矿的化学与生物氧化机理研究

11:05~11:25

矿山环境保护中的微生物生态

11:25~11:45

矿区地下水污染源解析技术及案例

11:45~12:05

高砷矿区重金属形态辨识及调控

主讲人
党志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束文圣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
周建伟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琳玲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午餐

12:05~13:30
主题二：矿区污染管控、修复技术与安全利用
主持人：胡振琪 教授、姚俊 教授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13:30~13:50

煤矿区土壤修复若干问题的思考

13:50~14:10

微生物地球化学原位矿化修复有色金属矿
山复合污染技术研究

14:10~14:30

赣州稀土矿区氨氮污染防控技术

14:30~14:50

高铀煤的资源利用技术与环境风险控制

胡振琪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姚俊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周连碧 教授级高工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李义连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茶歇

14:50~15:05
15:05~15:25

西北干旱区矿山重金属污染生物修复技术

15:25~15:45

矿区污染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及其应用

15:45~16:05

典型石油污染场地修复技术进展

潘响亮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滕应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马杰 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主题三：矿区场地土壤改良复垦技术与循环利用
主持人：黄占斌 教授、卞正富 教授
时间

内容

16:05~16:25

矿区废弃地复垦中退化土壤改良

16:25~16:45

西部重点矿区土地退化因素调查与评价

16:45~17:05

矿区修复后土壤作为回填土质量标准初探

17:05~17:25

尾矿安全处置与循环利用

17:25~18:00

问答讨论/嘉宾对话环节

18:00~20:00

主讲人

晚餐

黄占斌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卞正富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陈明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侯浩波 教授
（武汉大学）
赵颖 教授级高工
（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第三天（9 月 8 日，星期日）：大会报告、主题报告
大会报告
主持人：李义连 教授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30~8:55

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通用技术标准研
究中的土壤学问题

白中科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55~9:20

华南地区典型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模式

罗明 研究员
（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主题四：矿区周边农田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安全利用
主持人：吴龙华 研究员、徐应明 研究员
9:20~9:40

迎接土壤技术的时代!

潘根兴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9:40~10:00

农田重金属镉污染钝化阻控技术探讨

徐应明 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茶歇

10:00~10:10
10:10~10:30

滇西露天铅锌矿周边农田污染修复技术示
范与应用

吴龙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10:30~10:50

我国土壤汞污染防治原理、技术与模式探讨

张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10:50~11:10

硅/硒调控水稻镉吸收的生理机制

崔江虎 副研究员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

11:10~11:30

农用地调查评估及修复实施方案编制案例
分析

魏文侠 教授级高工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

农田污染修复与安全利用案例及经验分享

景琪 高级工程师
（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11:30~11:50
11:50~12:00

闭幕式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参观都市环保产业园

四、报名及费用标准
1、会议报名
报名方式：请下载本会议通知附件中的参会回执，填写后发送至
kqtr2019@163.com。
2、会议注册费
（1）会前注册缴费

参会代表可在会议开始前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提交注册费，并请将交费的证明
材料电子版 E-mail 给会务组（kqtr2019@163.com）。会前注册费：1500 元/人，在校
学生 1000 元/人。会前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6 日。收款账号信息如下：
开户名：武汉维阿麦斯会议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武汉梨园支行
账号：4205 0186 5757 0000 0127
（请附言：矿山论坛+参会人员单位、姓名）
（2）现场注册缴费：现场注册收费 1800 元/人，现场缴费无法当场拿到发票，
会议结束后由会务组统一邮寄。
以上费用包括全套会议资料、茶歇、会议期间午餐和晚餐。住宿和交通费用自
理。
五、会议赞助形式
本次会议提供易拉宝摊位展示，如有需要请提前联系、申请和预定，费用 8500
元/个（含 2 人参会费）。
六、联系方式
黄晶晶，027-81310305，18627809724
赵

颖，027-81310590，13986290178

刘

昊，027-88167772，13707158921

周婷（财务负责人），15377080077
七、交通及住宿
1、会议报到住宿酒店及交通
酒店名称：武汉光谷潮漫凯瑞国际酒店
酒店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408 号
房间价格：单间 358 元（含单早）
标间 398 元（含双早）共计房间 150 间
酒店预订人：丁周盈，电话：18086095083
车辆负责人：凌佳慧，电话：15327438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