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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华北地区）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一轮） 

 

根据中国地理学会工作安排，定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山西忻州召开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华北地区）学术年会”。诚挚邀请华北地区及全国各地

（含港澳台地区）的地理学者、地理教育工作者，汇聚五台山下、雁门关前，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为引领，以“地理空间·人地和谐·绿色发展”

为主题，以服务“区域协调、生态优化、绿色发展”为目标，交流地理学新思想、

探讨地理学新方法、分享地理学新成果、展望地理学新进展。 

一、会议主题 

地理空间·人地和谐·绿色发展 

二、会议议题 

1.“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2.绿色发展与地理学 

3.生态环境优化与自然地理学 

4.区域协同发展与人文地理学 

5.大数据应用与 GIS、遥感技术 

6.全域旅游发展与经济转型 

7.乡村振兴与城乡统筹发展 

8.山西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9.地理学视阈下的京津冀水源地治理 

10.地理学视阈下的五台山人类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 

11.地理学视阈下的芦芽山自然与文化价值评估 

12.地理科普教育与国民素养 

13.基础教育改革与高师地理教师教育创新 

14.高考改革与中学地理教育核心素养培养 

15.研究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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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 

2019 年 7 月 17 日注册报到；7 月 18 日-19 日学术报告；7 月 20 日学术调研活

动（见附件 1）或离会。 

2.会议地点 

忻州师范学院（忻州市和平街 10 号） 

山西省忻州市泛华大酒店（忻州市七一南路利民街口） 

3.会议交通 

（1）忻州西站（高铁）：至忻州泛华大酒店(约 6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10 元。 

（2）忻州火车站：至忻州泛华大酒店(约 2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6 元。 

（3）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至忻州泛华大酒店(约 90 公里)。 

线路 1：乘机场巴士一号线至太原南站下车，费用约 16 元，或乘坐出租车至

太原南站，费用约 12 元；再乘坐高铁至忻州西站，费用约 24 元。 

线路 2：乘机场巴士一号线至太原火车站下车，费用约 16 元，或乘坐出租车

至太原火车站，费用约 30 元；再乘坐火车至忻州火车站，费用约 15 元。 

线路 3：乘机场巴士四号线至东客站下车，步行 300 米至太原汽车客运东站，

费用约 25 元，或乘坐出租车至太原汽车客运东站，费用约 35 元；再乘坐大巴至

忻州汽车客运中心，费用约 24 元。 

线路 4：从机场直接乘坐出租车到泛华大酒店，费用约 200 元。 

（4）忻州五台山机场：至忻州泛华大酒店(约 40 公里)。乘坐机场大巴直达忻

州泛华大酒店，费用约 40 元；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100 元。 

（5）忻州汽车客运中心：至忻州泛华大酒店(约 4 公里)，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7

元。 

四、会议费用 

1. 注册费：非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1200 元/人，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1000

元/人，中学地理教师及在校学生（以学生证为凭）800 元/人。 

2. 住宿费：会议期间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请自行向会议酒店索取发票。

会议酒店（忻州市泛华大酒店）标准间协议价：240元/标间。受季节性价格波动

影响，住宿费用可能出现小额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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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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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词（3-5 个）、论文正文、参考文献以及相应的英文题目、姓名、单位、摘要、

关键词。具体格式请参照最新一期《地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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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Email。 

3. 要求论文论点明确、文字通顺、数据可靠、文责自负。格式为 word 文档。 

4. 请将论文摘要和全文（论文语言为中文）以电子邮件发送至会议邮箱

278732091@qq.com，截稿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0 日。 

5. 征得个人同意，优秀论文将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或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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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地理教育》等期刊推荐发表。 

六、会议组织 

1. 主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 

2. 承办单位 

忻州师范学院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宁武县委、宁武县人民政府 

中国地理学会华北地区代表处 

3. 协办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财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北京地理学会 

天津市地理学会 

河北省地理学会 

内蒙古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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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理学会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教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七、会议指导委员会 

陈发虎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傅伯杰  中国地理学会监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 

刘丛强  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全胜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张国友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 

宋长青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部执行部长、教授 

贺灿飞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宫辉力  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兼华北地区代表处原主任，首都师范大学

原校长、教授 

李  京  北京地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 

王中良  天津市地理学会理事长，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徐全洪  河北省地理学会理事长，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任建兰  山东地理学会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王国梁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原院长、教授 

王尚义  太原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包玉海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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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议组织委员会 

1. 主席 

李小娟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华北地区代表处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

长、教授 

张虎芳  忻州师范学院院长、教授 

2. 副主席 

何书金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赵新年  忻州市委常委，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李  丹  忻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任宁虎  中共宁武县委书记 

3. 委员  

张永清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刘  敏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班凤梅  山西财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李兆江  天津市地理学会秘书长，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崔建军  河北省地理学会秘书长，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成新  山东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 

学院院长、教授 

邵秀英  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教授 

乌兰图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潘  云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张景秋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仁杰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4. 秘书长  

吴攀升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教授 

王  岱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兼华北地区代表处秘书长、副编审 

5. 副秘书长 

白海龙  五台山管委会副调研员、文化遗产局局长 

薄小伟  宁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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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斌  忻州师范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教授 

江秀玲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符  剀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副教授 

李  玫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副主任、副教授 

林长春  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副主任、副教授 

 九、参会确认及联系方式 

1. 参会回执请于2019年6月30日前将回执单发至会议邮箱：

xzsy2019dl@163.com，回执单见附件2。 

2. 联系方式 

参加会议联系人：林长春（18003505756； lcc286@163.com） 

论文提交联系人：杨慧晶（18634639128；yhj18634639128@163.co m） 

住宿事务联系人：高学浩（13033405668；ghzx5668@163.com） 

 

 

 

 中国地理学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