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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暨第二届博士生博士后论坛”的通知 

（第二号） 

为促进我国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

兴等重大战略，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经中国

地理学会批准，定于 2019 年 10 月 17-21 日在山东济南举办“中国地理学会黄

河分会 2019年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博士生博士后论坛”。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黄

河分会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等单位承办。诚挚欢迎从事地理学、

区域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题与内容 

1. 会议主题 

黄河文明与地理智慧 

2. 会议内容 

（1）黄河流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2）全球变化与流域响应 

（3）流域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 

（4）黄河三角洲环境演变与陆海统筹 

（5）黄河流域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6）黄河流域健康城镇化与新旧动能转换 

（7）黄河流域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8）地理时空大数据挖掘与应用 

（9）“3S”技术与流域可持续发展 

（10）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其他研究议题 

二、会议时间安排 

10 月 17 日-18 日全天：报到注册。 

10 月 18 日全天：博士生博士后论坛。 

10 月 19 日全天：大会报告、分组讨论、青年优秀论文表彰。 

10 月 20 日：离会或考察。（考察路线 1：黄河三角洲，一天；路线 2：济

南地下水，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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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办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 

承办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省地理学会 

“人地协调与绿色发展”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协办单位：山东省内地理相关院校 

四、学术指导委员会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监事长 

陈发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李小建 欧亚科学院院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大学教授 

黄河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秦耀辰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姚文艺 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员 

任建兰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 

石培基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米文宝 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海春兴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五、大会组委会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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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新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委  员： 

刘峰贵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张明军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钟艳霞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宁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周瑞平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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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治宝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牛俊杰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太原师范学院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乔家君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副主任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六、会议注册与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1. 会议注册截止日期：为尽快落实参会人数并进行相关安排，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前将报名回执发送到会务组邮箱：hhfh2019@163.com。  

2. 论文摘要截止日期：请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前将论文摘要发送到会议指

定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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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摘要正文字数 300-500 字。 

3. 青年优秀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为鼓励和支持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参加学术

会议，本次年会将评选出青年优秀论文 10 篇（未公开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年

龄在 35 周岁以下，且需提交论文全文并参会做学术报告。请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将论文全文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会议指定邮箱，论文全文应包括论文题

目、作者信息（姓名、出生年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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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等，按照《地

理学报》格式撰写。    

七、会务费及其他事项 

1.注册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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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元/人；学生代表 800 元/人。 

2. 报到地点及交通方式 

（1）报到地点：10：00-20：00，西城泉盈酒店（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紫薇

路 2567 号）一楼大厅报到，并领取会议材料。 

（2）交通方式 

A.济南火车站——长清西城泉盈酒店（约 30 公里） 

乘坐 3 路公交车（出站后到马路对面长途客运站乘坐），在园博园-商业街

站下车，然后沿紫薇路步行 600 米到酒店。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80 元。 

B.济南西站——长清西城泉盈酒店（约 2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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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西站乘坐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研院方向），在大学城地铁站下车。

沿大学路向东直行约 1.4 公里，然后沿紫薇路步行 600 米到酒店，或从大学城地

铁站到西城泉盈酒店乘坐出租车约 10 元。 

在公交枢纽乘坐 K141 路公交车，在紫薇阁牛顿路站下车，然后沿着紫薇路

步行 600 米到酒店。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60 元。 

C.济南东站——长清西城泉盈酒店（约 60 公里）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120 元。 

D.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长清西城泉盈酒店（约 70 公里） 

乘坐机场巴士济南火车站线，然后再乘坐 3 路公交车（在济南火车站马路

对面长途客运站乘坐），在园博园-商业街站下车，沿紫薇路步行 600 米到酒店。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180 元。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乔建民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15634807226 

赵金丽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18811046892 

        郑树伟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17686214916  

        史祥利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15624388929  

请参会者逐一填写回执内容，并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之前以 word 电子文档

形式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hhfh2019@163.com。 

 

 

 

 

                                   中国地理学会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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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暨 

第二届博士生博士后论坛”报名回执表 

 

姓    名  性   别  

单位名称  职称/职务  

通讯地址  

工作电话  手  机  

邮    箱  邮  编  

论文题目  

是否做会场 

报告 
是（    ） ；  否（   ） 

是否参加博士

生博士后论坛 
是（    ） ；  否（   ） 

是否参加青年 

优秀论文评选 
是（    ） ；  否（   ） 

是否需要安排

住宿 
是：（合住    ；单住    ） ；  否（   ） 

是否参加 

会后地理考察 
是（路线 1     ；路线 2    ） ；  否（   ） 

 

附：1）请复制、粘贴“√”到相应选择括号中； 

2）请于 9 月 20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会议邮箱 hhfh201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