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重点领域改革与经济地理学创新---- 

（第二轮） 

一、会议背景 

全球化 4.0、一带一路、中美贸易摩擦等将进一步重塑全球经济组织格局，随着国内全

面深化改革的深入，以国土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海洋强国建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改革

方案为区域管理注入新机制、新理念和新模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要

对标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因此，

经济地理学科需要更紧密地服务国家战略，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海洋强国等对经济地理的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和变革。 

为延续我国一年一度的经济地理学术盛会，弘扬经济地理学开放、包容、创新的理念，

凸显经济地理学在社会可持续性转型中的重要角色，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将在

辽宁大连举办 2019 年学术年会。本次会议以“重点领域改革与经济地理学创新”为主题，交

流经济地理学新理念、新趋势、新范式、新方法、新典范，对标国家重点领域改革，探讨经

济地理学面临的发展机遇、发展定位和研究响应，促进我国经济地理学的繁荣发展。 

二、会议议题 

1．主题 

重点领域改革与经济地理学创新 

2. 专题 

（1） 全球化、一带一路与地缘经济 

（2）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与“多规合一” 

（3） 海洋强国建设与海洋经济 

（4） 新时期区域战略与区域转型 

（5） 流空间的经济区位与产业集聚 

（6） 环境经济地理与生态文明 

（7） 对外开放进程与经济地理演进 

（8） 交通技术变革与交通地理 

（9）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创新地理学 

（10） 大数据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 

（11） 国家公园、休闲产业与旅游资源开发 



三、组织单位 

主  办：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 

承  办：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省地理学会 

协  办：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 

四、学术指导委员会 

陆大道  中科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中科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  毅  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樊  杰  中国地理学会区域规划研究分会主任，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中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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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中科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卫东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助理、研究员 

贺灿飞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张耀光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教授 

韩增林  辽宁省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辽宁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李雪铭  辽宁省地理学会理事长，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五、组织委员会 

1．主席 

金凤君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孙才志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  威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2．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曾  刚  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

授 

陈江龙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

究员 

陈  雯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狄乾斌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方一平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

究员 

李二玲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李  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苗长虹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主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 

石培基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姣娥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

究员 

韦素琼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吴相利  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 

吴映梅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修春亮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张虹鸥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地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平宇  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毅仁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朱晟君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 

朱  翔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3．秘书组 

马  丽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

究员 

郭建科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  辉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六、时间、地点和规模 

1．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8-30 日 

（1）6 月 28 日全天：参会代表注册报到 

（2）6 月 28 日晚上：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3）6 月 29 日上午：开幕式及大会主题报告  

（4）6 月 29 日下午-6 月 30 日上午分会场报告 

（5）6 月 30 日下午：大会主题报告及闭幕式 

（6）离会或经济地理实习：7 月 1 日-3 日 

2．会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222 号，大连仲夏花园酒店。 

3．会议规模：200 人左右 

七、论文征集与时间节点 

1．摘要截止日期 



为落实参会人数并进行会议相关安排，参会者请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报名回执发送到

会议邮箱，明确是否报告。论文摘要应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通讯地址、邮

政编码和电子信箱、关键词（3-5个）、摘要正文（500-700字），不列参考文献。本次会议

论文摘要将全部被CNKI学术会议摘要库收录。 

2．青年优秀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为鼓励和支持青年地理学者和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本次年会将评选青年（学生）优秀

论文10篇（要求论文作者年龄在35周岁以下，且为在学学生，需提交论文全文并参会做学术

报告）。年会组委会还将遴选3-5篇优秀青年（学生）论文向《地理科学进展》等杂志推荐

发表（要求未在其它任何杂志投稿和发表）。拟参加青年优秀论文评选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

请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论文全文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会议邮箱，全文控制在10000字以内。

论文包括题目、作者信息（姓名、出生年月日、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电子信箱等）、

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以及英文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 

八、会议费用及住宿安排 

1、会议注册及费用 

参会代表需缴纳注册费。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1200 元/人，非会员 1500 元/人，

学生代表和随行人员 800 元/人。上述费用含参会许可、会议资料、工作餐等。住宿、往返

交通及会后野外实习等费用自理。由于会议期间正值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酒店接待人员较

多，鼓励大家尽早确定行程。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会议系统在线报名。会议

系统网址：http://www.gsc.org.cn/content.aspx?id=996 

5 月 31 日后，网上报名系统将即时关闭，此节点后报名的参会者酒店安排成本增加，

且住宿无法保证。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1500 元/人，非会员 1800 元/人，学生代表及

随行人员 1000 元/人。 

2、住宿安排 

大连仲夏花园酒店，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222 号。 

考虑到酒店接待能力有限，老师代表可选单间，学生代表需两人合住，如本单位参会人

员同行，请提前标明与***合住。商务单人间：480 元（少量）；豪华间：人民币 380 元（少

量）；标准间：人民币 320 元。 

酒店联系电话：0411-82492222；酒店联系人：王经理，13332228060。 

3、会议注册费支付方式 

时  间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非会员 学生代表和随行人员 

5 月 31日（含）前 1200元/人 1500元/人 800 元/人 

5月 31 日后 1500元/人 1800元/人 1000 元/人 

 

收款单位：中国地理学会 

  账  号：020000620908913638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联系人：余老师 

电话号码：010-64870663 

注：汇款时请务必在附言栏标注会议注册人姓名、单位和会议名称（经济地理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在费用支付手续完成后，请务必联系会议秘书处，以便核账并回复确认。晚

于 5 月 31 日的预支付将不能享受早期注册优惠。 

九、经济地理实习 

本次经济地理实习初步设置三条线路，会议期间根据报名人数再行确认，每条线路大

体情况如下： 

实习线路A：7月1日，大连城市规划建设与沿岸工业走廊实习，参考费用：340元/人

(10—15人) ；310元/人(16人以上)。路线：星海湾广场-付家庄海滨浴场-渔人码头-俄罗斯风

情一条街-棒棰岛-东方水城威尼斯，沿疏港路远眺大连造船厂和航母，晚餐后回到酒店休息。 

实习线路 B：7 月 1 日，旅顺口经济社会历史变迁实习，参考费用：410 元/人（10—15

人）；390 元/人（16 人以上）。路线：乘车-旅顺军港-白玉山景区-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中

铁渤海铁路轮渡--俄式火车站-夏洛特烦恼拍摄地-太阳沟渔民特色文化街区，返回酒店。 

实习线路 C：7 月 1 日-7 月 3 日，丹东中朝边贸变迁及地理景观实习，参考费用：2180（10-30

人）；2080（30 人以上）。路线：第一天，乘车赴丹东-鸭绿江游船-断桥；第二天，丹东口

岸出境-中超友谊桥-新义州（中心广场、领袖铜像、民俗公园、历史博物馆等），17 点左右

返回；第三天，虎山长城，返回大连。 

十、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刘锴 13889518151；钟敬秋18004097717 

2．会议邮箱 

lndlxh1953@163.com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    

2019年05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