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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18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二轮）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国策。同时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为了促进我国人文地

理学研究发展，发挥人文地理学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带一路”建设和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交流人文地理学和教学领域新理论、新方法，分享相关研究成果，经中国地理学

会批准，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2018年 7月 12-15日在吉林省

延边大学举办“2018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题与内容 

1. 会议主题 

（1）新时代大国人文地理学的创新与使命； 

（2）“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北地区绿色发展与东北亚国际合作。 

2. 会议内容 

（1）新时代人文地理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责任与新使命； 

（2）“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 

（3）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4）跨境旅游与边疆地理学发展； 

（5）地缘政治与政治地理学发展； 

（6）多元文化与文化地理学发展； 

（7）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北极研究； 

（8）人文地理研究与教学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 

（9）人文地理学学术论文写作技巧及编辑论坛。 

二、会议规模、时间与地点 

1、会议规模：300人左右 

2、会议时间：2018年 7月 12-15日。7月 12日全天报到，13-14日会议， 

             15日离会或会后学术实习。 

3、会议地点：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吉林省珲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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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主办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延边大学，珲春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吉林省地理学会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四、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 

方创琳（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国友（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执行秘书长、研究员） 

林哲浩（延边大学副校长、教授） 

副主席 

南颖（延边大学科技学院院长、地理系教授） 

金石柱（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地理系教授） 

委员 

陆玉麒（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教授） 

罗静（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

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刘沛林（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修春亮（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院教授） 

杨庆媛（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李九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地

理所教授） 

宋金平（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何书金（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平宇（吉林省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 

吕弼顺（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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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红（延边大学湿地中心主任、地理系教授） 

崔哲浩（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秘书长 

申玉铭（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

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明玉（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主任、副教授） 

会务秘书 

冯恒栋（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讲师） 

朴汉培（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辅导员） 

李银河（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讲师） 

韩  玲（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讲师） 

张  达（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讲师） 

金  日（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讲师） 

孙博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办公室科员） 

五、会议日程及会议安排 

1、会议日程 

2018年 7月 12日：全天报到（珲春市） 

2018年 7月 13日：开幕式，大会报告（珲春校区） 

2018年 7月 14日：分会场报告（珲春校区） 

2018年 7月 15日：离会或学术实习 

2、会议安排 

（1）邀请知名人文地理学家做大会学术报告； 

（2）进行人文地理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交流； 

（3）召开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4）表彰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文（作者年龄在 40周岁以下）； 

（5）会后学术考察与野外实习。 

线路 1：图们江下游三国交界学术实习 1天。 

线路 2：长白山东坡（朝鲜一侧）学术实习 3天 2宿。 

线路 3：朝鲜经济特区-罗先市学术实习 2天 1宿。 

线路 4：俄罗斯边疆地区及海参崴学术实习 3天 2宿。 

【说明：路线 2，3，4皆为自费学术实习，有需要自费学术实习的参会代表请

自行与会务组联系索取相关材料，提前办理相关手续，所有的电子版材料请在 6

月 29日前发至会议邮箱(humangeo20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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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文征集 

1．论文格式：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编、中文摘要（300-500 字）、

关键词（3-5 个）、正文、参考文献，以及相应的论文英文题目、姓名、单位、

英文摘要、关键词。其它格式请参照《地理科学进展》杂志格式撰写。参与评选

中国人文地理年会青年优秀论文的作者务必提交论文全文。 

2．论文首页脚注处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职务与

职称、主要研究方向，以及通讯地址、联系电话、E-mail。 

3．要求文章论点明确、文字通顺、数据可靠、文责自负。论文格式为 word 文

档。 

4．请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论文或论文摘要发至会议邮箱

(humangeo2018@126.com)。参与评选青年优秀论文全文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31日。 

5．组委会将对提交的论文或论文摘要进行审核，符合会议主题和学术规范的

论文第一（或代表）作者将被邀请为本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并将入选论文进行编

辑整理。会议优秀论文将推荐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

《地理科学进展》、《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重要刊物正式发表。 

七、会议费用及其他相关事项 

1．参会者需缴纳会议注册费，一般代表 1500 元/人；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

册会员 1100 元/人；学生代表 800 元/人。上述费用含会议资料、会场租用、茶

歇、会间用餐等。会间住宿、往返交通及会后学术实习等费用自理。 

2．参会注册截止时间：为落实参会人数，健全会务服务，敬请参会者于 2018

年 5月 31 日前，登录 https://jinshuju.net/f/kAk4E6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按照

系统提示要求注册信息。或将回执单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会议联系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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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费用支付方式。 

收款单位：珲春市大学城资产与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2205 0168 6438 0000 0498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延边珲春市支行 

税号：91222404MA143BTF6G 

地址：珲春市英安镇自兴村延边大学珲春校区 

电话号码：0433-8172084 

八、会议联系人 

李银河：135-0472-2950；韩玲：186-8633-8189；朴汉培：138-4332-7337 

通讯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号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 132#（133002） 

会议邮箱：humangeo2018@126.com 

九、推荐酒店与自行电话预约住宿 

本次会议地点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因开会期间是旅游旺季，房源特别紧张，

为了避免往年会议预包宾馆后部分代表未参加会议（但预定的房间仍需由承办单

位支付房费）给会议承办单位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本次年会采取电话自行预约

方式订房，各参会人员提前自行电话预约房间，预约时一定请用电话向宾馆预约，

表明是“2018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参会人员，以便享受以下标注的协议价

格。以下是为需要住宿酒店的参会人员推荐的酒店地址，仅供参会人员参考。 

1.珲春红菊国际大厦：位于经济合作开发区创业路与新安路交汇，距离延边

大学珲春校区约 22 分钟车程。房间参考价格：标准房会期间协议价 280 元/间/

天（含双早）。酒店共有房 174间。预订电话：0433-5090000 

2.珲春希尔顿大酒店：位于珲春市沿河西街 999号，距离延边大学珲春校区

约 13分钟车程。房间参考价格：标准房协议价 280元/间/天（含双早）。酒店共

有房 71间。预订电话：156-4337-6555 

3.珲春盛博国际大酒店：位于珲春市沿河西街与口岸大路交汇处，距离延边

大学珲春校区约 16分钟车程。房间参考价格：标准房协议价 240元/间/天（含双

早）。酒店共有房 185间。预订电话：0433-7628888 

4.珲春森林山国际酒店：位于珲春 站前东大街 123号，距离延边大学珲春校

区约 8分钟车程。房间参考价格：标准房协议价为 168 元/间/天（含双早）。酒

店共有房 60间。预约电话：186-4337-7887 

5.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学生宿舍：选择学生宿舍住宿的参会人员本校提供提前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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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路线与接送 

1、直达珲春：目前，北京、长春、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等城市均与珲春

直通高铁。 

2、途径长春：若乘飞机抵达长春，由长春龙嘉机场乘坐高铁，直达珲春站，

约 2小时 40分钟（票价约为 134.5元）。 

若乘火车抵达长春站，由长春站乘坐高铁，直达珲春站，约 3 小时（票价约

为 143.5元）。 

3、途径延吉：若乘飞机抵达延吉，由延吉朝阳川机场，乘坐 7/60/10路公交

车，抵达延吉西站（打车约为 20-30 元）。再由延吉西站，乘高铁直达珲春站，

约 40分钟（票价约为 28元）。 

若乘火车抵达延吉西站，由延吉西站乘坐高铁，直达珲春站，约 40分钟（票

价约为 28元）。 

4、珲春站前往会场：从珲春站乘坐 101路直达延边大学珲春校区，约 10分

钟（打车约为 20元）。 

5、珲春站前往宾馆：（会议期间均有专车接送） 

①由珲春站，乘坐珲春 202 路公交车，在红菊大厦站下车，前往珲春红菊国

际大厦。打车前往约 20分钟（约 30元）。 

②由珲春站，乘坐珲春 102/202 路公交车，前往珲春希尔顿大酒店。打车前

往约 15分钟（约 15-20元）。 

③由珲春站，乘坐珲春 102 路公交车，前往珲春盛博国际大酒店。打车前往

约 16分钟（约 15-20元）。 

④由珲春站，乘坐珲春 101 路公交车，前往珲春森林山国际酒店。打车前往

约 10分钟（约为 10元）。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 

                                   2018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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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回执表（二）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单位及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通信地址  邮编  

论文题目  

是否报告 是□否□ 报告题目  

参会时间 预计日抵达珲春，预计日离开珲春。 

选择宾馆 
珲春红菊国际大厦□珲春希尔顿大酒店□ 
珲春盛博国际大酒店□珲春森林山国际酒店□ 
（请代表自行用电话预约住所宾馆） 

是否需要预约

学生宿舍 

是，标准间 
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学生宿舍天，有无同住人员？是，姓名： 
否□ 
否□ 

是否参加会后

实习 

是，路线 1□路线 2□路线 3□路线 4 □ 

（选择路线 2、3、4者请自行与会务组联系索取相关材料，提前办理相关手续） 

否□ 
（说明：已登录 https://jinshuju.net/f/kAk4E6 或扫描二维码注册的代表可不填回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