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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函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术研讨会将于 6 月

1-3 日在宁夏大学举办，研讨会由中国地理学会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

学工作组主办，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研究院、教育部中

阿旱区特色资源与环境治理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宁夏旱区资源评价

与环境调控重点实验室承办。本次研讨会以“产业政策与区域绿色发

展”为主题，预计将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约 200 余名专家学者参会。研

讨会已邀请国际知名科学家与会并作主题报告。 

中国地理学会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工作组成立于 2015 年，已

连续成功举办 4 届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高度响应和支持。值此

工作组成立五周年，2019 年中国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术研讨会将

为各位专家和研究生提供一个更加精彩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平台，积极

促进相关领域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将成为中国发展地理学的一个

新的里程碑。 

贺兰山下瓜果成，塞上江南旧有名。我们诚邀您相聚美丽宁夏！ 

 

 

2019 年中国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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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题 

产业政策与区域绿色发展 

■ 会议议题 

本次会议交流的重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议题： 

1. 能源经济与产业政策 

2. 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 

3. 绿色经济与区域政策 

4. 气候变化与区域应对 

5. 生态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6. 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影响 

7. 国土空间规划与产业发展 

8. 乡村振兴与区域政策 

■ 会议组织 

1. 主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工作组 

2. 承办单位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研究院 

教育部中阿旱区特色资源与环境治理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宁夏旱区资源评价与环境调控重点实验室 

3. 协办单位 

宁夏大学研究生院 

宁夏大学科技处 

宁夏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院士工作站 

宁夏地理学会 

宁夏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 

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 

北京碳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银川汇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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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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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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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明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夏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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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成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建设 宁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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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

究员 

冷疏影 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处长、研究员 

■ 组织委员会 

1．主席 

邓祥征 中国地理学会 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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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兆军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 

2．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建民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陈  彬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所长、教授 

陈建成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教授 

程宝栋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 

崔岩山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董晓峰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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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丕斌 太原师范学院 副院长、教授 

黄贤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副院长、教授 

贾若祥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 副主任 

柯新利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 

李兆华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刘小鹏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副院长、教授 

刘  宇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 

牛保庄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仇焕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院长、教授 

任建兰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教授 

宋马林 安徽财经大学 研究生院 院长、教授 

王成新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院长、教授 

王占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王兆华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王玉涛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魏  楚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副院长、教授 

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 主任、教授 

杨庆媛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党委副书记、教授 

於世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曾  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 院长、教授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张  洪 云南财经大学城市管理与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 

张力小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副院长、教授 

张  宁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战金艳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赵敏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郑新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3. 秘书组 

张  鑫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 

张明鑫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 

李志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   

张  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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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安排 

1. 会议时间 

5 月 31 日（周五）：会议注册与报到；6 月 1 日（周六）：大会报告、分会

场报告；6 月 2 日（周日）：离会或会后学术实习。 

2. 报到地点 

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大厅 

3. 会议地点 

（1）开幕式及主会场报告：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2）分会场报告：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需设立分会场或分

会场作报告者，请于 5 月 20 日前与秘书组联系。 

会议略程 

主要事项 主持人 

5月31日 会议注册与报到（国际交流中心大厅） 王建宇 副院长 

6月1日 

8:10-9:00：开幕式（国际交流中心一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和嘉宾 

宁夏大学领导致欢迎辞 

工作组组长邓祥征研究员致辞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国友研究员致辞 

宁夏大学校领导 

9:00-9:20：茶歇、合影留念（国际交流中心东侧德勤楼南） 张睿媛 

9:20-12:20：主题报告（国际交流中心一楼东报告厅） 邓祥征 主任 

12:20-13:50：自助午餐（国际交流中心二楼） 张睿媛 

13:50-17:30：院长（主任）论坛（国际交流中心二会议室） 召集人 

13:50-17:30：分会场报告（国际交流中心三、四会议室） 召集人 

13:50-17:30：青年论坛（国际交流中心多功能厅） 召集人 

17:30-18:30：闭幕式及青年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2020年

承办方授旗仪式（国际交流中心三会议室） 
邓祥征 主任 

18:30-20:00：自助晚餐（国际交流中心二楼） 张睿媛 

6月2日 离会或学术实习 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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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和分会场 

1. 摘要截止日期 

（1）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将论文摘要及会议回执发送到会议指

定邮箱：nxdxzhy2019@163.com。邮件主题需注明投稿人姓名及单位信息，如 “张

三投稿（宁夏大学）”字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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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字内）。 

2. 全文截止日期 

（1）为鼓励和支持青年地理学者和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本次研讨会将设

立青年（学生）优秀论文奖数篇（要求论文作者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且需提交

论文全文并参会做学术报告），中国地理学会将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杯。请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将论文全文发至会议指定邮箱：nxdxzhy2019@163.com。 

（2）会议组委会还将遴选 3-5 篇优秀青年（学生）论文向《地理学报》、

《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及 SCI/SSCI 源期刊《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等出版专刊或专栏（论文要求未在其它任何杂志投稿及发表

并需经评审）。请参考《地理学报》规范格式要求编排全文。 

3. 论文要求 

（1）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字数不限），或者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

中英文均可，文章全文一般控制在 10000 字以内，要求论点明确，文字通顺，数

据可靠，文责自负。 

（2）论文文件命名为“姓名（机构名称）”。 

（3）论文首页标注：题目、全部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通讯作者 E-mail、

联系电话或手机，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资助项目和致谢等。如果期望论文

被推荐至会议支持期刊发表（须经评审），请在论文首页注明期刊名称。 

（4）会议投稿论文或摘要仅作参会人员内部交流使用（不是公开出版）。

如果不希望将论文纳入到会议交流材料内，可在投稿时注明。对于未被推荐到会

议支持期刊发表的文章，其作者可以自行处理（包括投稿到期刊或其他会议）。 

4. 分会场设置 

请参会者或团队于 5 月 20 日前向秘书组提出设置分会场的申请。见附件分

会场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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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信息 

1. 会议注册 

正式参会代表注册费：1200 元/人（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1000 元/人）；

学生参会代表注册费：600 元/人（需出示学生证）；随行家属注册费：500 元/

人。注册费现场缴纳。宁夏大学委托第三方开具发票。与会者住宿、交通费用自

理。 

2. 乘车路线 

银川河东机场乘坐机场大巴→银川火车站，换乘 101路、24路、26路到达

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21 元。 

银川河东机场乘坐机场大巴→悦海新天地城市候机楼，建议打车到达宁夏大

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总约 40 元。 

银川河东机场乘坐机场大巴→民航大厦，建议打车到达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

国际交流中心，总约 50 元。 

银川河东机场打车→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约 100 元。 

银川火车站打车→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国际交流中心，约 12 元。 

3. 会议推荐住宿酒店 

本次会议会务组与宁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商定了住宿价格，普通标间、单间、

套间（含早餐）均为 350 元/天。请参会代表自行以本次会议的名义与酒店联系，

享受优惠价格。订房电话：0951-2064111 

参会者也可自行联系附近酒店。 

4. 学术实习 

会议拟设置野外学术实习路线 2 条，委托第三方会务公司组织，自愿参加，

费用自理，由会务公司开具发票。 

路线一：贺兰山东麓综合学术实习，时间 1-2 天。 

路线二：六盘山综合学术实习，时间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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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系方式 

会议指定邮箱：nxdxzhy2019@163.com 

会议联系人及电话：张睿媛：17695172167；张鑫：17752401030 

李志慧：13701240957；张帆：18210193711 

 

中国地理学会 

2019 年 5 月 7 日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 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工作组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是否投稿、作报告 

□投稿 

论文题目：                                                   

□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报告题目：                                                        

□仅出席会议 

其他事项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 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工作组学术研讨会 

分会场申请表 

分会场信息 

召集人信息 

评议人 
姓名 单位 手机号 

   

主题：_______ 

分会场报告信息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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