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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文件 

自资学字〔2019〕7 号 

关于召开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 1 号） 

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省级学会、团体会员单位： 

经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 2019 年学术年会于 9 月

20 -24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办。 

年会主题“创新自然资源理论实践 助推旱区生态绿色

发展”。年会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宁夏大学主办，宁夏大

学资源环境学院承办；北方民族大学、宁夏自然资源厅、宁

夏农业科学院、宁夏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年会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

“两山”理论，聚焦创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新方式，注重

集约节约，保持生态和谐；创新自然资源管理和旱区生态绿

色发展模式，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效率；搭建专业性、高水平

的学术交流平台，突显自然资源科技与地方社会经济融合，

推动旱区自然资源利用向持续、绿色方向发展，为旱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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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 

年会将邀请院士、专家作大会主旨报告；由学会专业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联合全国资源类院校、科研机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组织承办 14 个分会场及 5 个专业性论坛；还将召

开学会七届六次理事会议，举办党建特色活动。 

请相关单位认真组织年会活动。欢迎各单位组织人员报

名参会。 

 

附件： 

1.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年学术年会通知 

2.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年学术年会报名回执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 年 6月 15日 

 

 

 

 

 

 

http://www.csnr.org/n12139139/n12141930/n17674936.files/n17674964.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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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通知 

 

一、年会主题 

创新自然资源理论实践  助推旱区生态绿色发展 

二、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宁夏大学 

2.承办单位：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3.协办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自然资源厅 

宁夏农业科学院 

宁夏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 

成升魁（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 

李建设（宁夏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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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沈  镭（中国自然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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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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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秘书长： 

王  捷（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 

王建宇（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米文宝（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宁夏大学教授） 

三、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年 9 月 20-24 日，9 月 20日全天报到 

地点：宁夏大学文萃校区（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 539 号） 

四、主要议程 

9 月 20 日 报到注册 

9 月 20 日下午 

第 13 届全国资源学院院长论坛 

第 14 届全国资源科学研究生论坛 

第 10 届资源期刊论坛 

第 2 届资源科普论坛 

9 月 20 日晚 学会第 7 届第 6 次理事会 

9 月 21 日 开幕式、大会主旨报告 

9 月 22 日 

 

分会场研讨交流 

第 8 届区域经济发展论坛 

闭幕式 

9 月 23-24 日 党建活动及学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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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会场及论坛设置 

第 1 分会场 

主题：土地资源科技创新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云

南财经大学精准扶贫与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评

估研究中心 

会场主席： 

杨子生（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云南财经大学国土资源

与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云南财经大学精准扶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教授） 

廖和平（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

区域发展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要议题：土地资源科技创新与精准扶贫战略；土地资源科技创

新与乡村振兴战略；土地资源开发整治与产业扶贫；土地生态保护与

生态扶贫；土地流转与脱贫攻坚；典型区域土地资源开发与精准扶贫

模式；典型区域土地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模式；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

理论实践创新。 

第 2 分会场 

主题：生态水文过程模拟与水资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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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 

会场主席： 

夏  军（中国科学院院士，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武汉大

学教授） 

左其亭（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州大学教授） 

主要议题：旱区水循环与生态水文过程模拟；旱区水土资源演变

与调控；农业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及调控；

水资源高效利用；农业高效灌溉与高效节水；建国 70 年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回顾 

第 3 分会场 

主题：资源治理理论与制度创新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水利部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会场主席： 

谷树忠（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吴太平（自然资源部综合司副司长） 

贺冰清（自然资源部咨询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冠军（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 

王礼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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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题：资源治理理念创新；资源治理体制创新；资源治理机

制创新；资源治理法制创新 

第 4 分会场 

主题：干旱区资源环境信息监测与分析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自然资源信息系统研究专业委员会 

会场主席： 

刘荣高（自然资源信息系统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卷乐（自然资源信息系统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议题：干旱区遥感资源环境遥感；干旱区野外调查与信息系

统集成；干旱区资源环境变化时空信息分析 

第 5 分会场 

主题：干旱区特种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宁夏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会场主席： 

高  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旅游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任，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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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题：干旱区特种旅游；旅游环境影响；旅游资源可持续开

发与利用；旅游资源调查 

第 6 分会场 

主题：生态脆弱区资源持续利用与景观可持续性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会场主席： 

何春阳（资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 

匡文慧（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  锐（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徐昔保（中国科学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议题：生态脆弱区（如农牧交错带、城乡过渡带和海陆交错

带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析；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服务测量与制图；

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生态脆弱区土地系统模拟；

生态脆弱区生态风险与可持续性评价；生态脆弱区地理设计与国土空

间规划 

第 7 分会场 

主题：旱区水土资源安全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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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干旱半干旱区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 

会场主席： 

马金珠（干旱半干旱区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兰州大学教授） 

钟艳霞（宁夏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教授） 

秦富仓（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 

朱高峰（干旱半干旱区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兰州大学教

授） 

主要议题：旱区水土资源安全；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模拟；旱区

节水农业与可持续发展；旱区生态恢复与重建 

第 8 分会场 

主题：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及绿色发展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生态研究专业委员会 

会场主席： 

甄  霖（资源生态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

研究员） 

文  琦（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教授） 

主要议题：脆弱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和措施；生态修复效果评

价；生态修复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和贡献 

第 9 分会场 

主题：新时代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管理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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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矿产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国自然资

源学会资源流动与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

院 

会场主席： 

黄健柏（矿产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

院院长，中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邓祥征（资源流动与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议题：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矿产资源国际贸易格局；矿产资源

流动、循环利用；科技进步、产业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关键矿产资

源供给；资源需求、高效利用；关键矿产全产业链提升；矿产资源大

数据；关键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全球治理模式与政策创新；矿产资源

安全管理的其他相关议题 

第 10 分会场 

主题：山地资源与山区振兴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山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科

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会场主席： 

王小丹（山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

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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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阜（山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议题：山区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战略；山地特色资源利用与

保护；山区水土耦合与生态环境效应；大数据与山区旅游研究 

第 11 分会场 

主题：有机废弃物资源化与污染土壤修复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城市废弃物资源化专业委员会、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会场主席： 

陈同斌（城市废弃物资源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郑国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源工程

与环境修复实验室副主任） 

主要议题：餐厨垃圾循环利用及政策；城市污泥生物处理与资源

利用；粪便处理与资源化；有机废弃物资源化过程的二次污染控制；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 

第 12 分会场 

主题：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分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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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主席： 

闵庆文（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分会主任、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米文宝（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主要议题：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自然保护

地功能协同提升技术；自然保护地生态与文化资源评估及管理；自然

保护地管理政策与技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经验 

第 13 分会场 

主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法治保障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法学专业委员会、重庆大学法

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甘肃政法大学环境法学院、山东建筑大学法

学院、湖北听泉律师事务所 

会场主席： 

黄锡生（资源法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 

主要议题：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自然保护地立法问

题研究；民法典编纂中的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研究；自然资源监管制度

研究；自然资源原材料出口管制法律问题研究 

第 14 分会场 

主题: 盐碱地生态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旱区盐碱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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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宁夏大学环境工程研究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宁

夏农科院 

会场主席: 

孙兆军（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研究员） 

许  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主要议题：盐碱地快速治理技术；盐碱地改良剂开发；耐盐碱植

物筛选；盐碱地生态修复技术；盐碱地持续利用技术 

论坛 1：第 13 届资源学院院长论坛 

主题：创新资源教学加强国情教育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南京大学地理与

海洋科学学院、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会场主席： 

黄贤金（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

授） 

孙兆军（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研究员） 

主要议题：资源科学“金课”建设；资源科学课程改革与课堂教

学方式创新；全方位资源科学人才培养新机制；资源科学野外实习与

联合考察；第二届大学生自然资源作品大赛研讨 

论坛 2：第 14 届资源科学研究生论坛 

主题：新时代资源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https://env.nxu.edu.cn/info/1259/2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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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宁夏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会场主席： 

姜鲁光（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副研究员） 

卜晓燕（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博士后） 

黄秋昊（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副教授） 

禹  昭（宁夏大学博士研究生） 

杨  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主要议题：结合国家和地方在自然资源及相关领域的最新需求，

聚焦资源科学前沿及热点科学问题，反映新时代资源科学及相关学科

研究生的最新研究进展 

论坛 3：第 10 届资源科技期刊论坛 

主题：多媒体融合助力期刊发展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 

会场主席： 

王立新（编辑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学术期刊中心副主任） 

刘呈庆（编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

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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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题：期刊多媒体应用实践经验交流、讨论；期刊与作者活

动交流 

论坛 4：第 2 届资源科普论坛 

主题：面向“一带一路”的新时期资源与环境科研领域科普新进

展 

组织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会场主席： 

雷  梅（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刘  瑛（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普中心副主任） 

刘洪涛（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现代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主要议题：新时期“一带一路”资源领域科学知识普及；环境领

域科研进展交流；“一带一路”科技支撑的公众基础，面向学校、社

区和农村的资源环境科普效率提升途径 

论坛 5：第 8 届区域发展论坛 

主题：可持续发展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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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会场主席： 

刘小鹏（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张力小（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部副院长，教授） 

郑  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议题：生态经济与绿色发展；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生态产

业与绿色减贫；创新型县市建设与数字乡村；生态环境大数据与美丽

乡村建设 

六、党建活动及学术考察 

9 月 23 日组织“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党建特

色活动——参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馆；同

时组织学术考察——实地调研生态移民及扶贫点。 

参加活动人员请于 23 日早 7:30 乘车前往，预计 24 日晚返回银

川。 

七、论文征集、评选与发表 

（一）论文征集 

凡参加年会的人士，可以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提交一篇与年会主题

或分会场主题、议题相符，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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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会将于会前编辑《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论文/

摘要集》。论文摘要 800—1000 字，全文不超过 6000 字。 

2.论文格式要求： 

题目（三号黑体居中）、作者（四号仿宋居中）、作者单位（五号

宋体居中，含城市名称，邮政编码和 E-mail 地址并用逗号分开）。 

关键词：文前列 4 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为学科名称）。 

正文（五号宋体字，单倍行距）：文中所用计量单位，一律按国

际通用标准或国家标准，并用英文书写，如 km2，kg 等。面积请勿

用“亩”表示，而要换算为公顷，用 hm2 表示。文中年代、年月日、

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参考文献（文题小四号黑体居中，其它为小五号字，字体为：英

文字体）：正文后可附 5 条以内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如下，

专著格式为：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名，出版年月，页码（如有两个

以上作者，作者间用逗号分开）。期刊格式为：作者姓名.文章名.期刊

名，年份，卷（期）、页码。 

论文请用中文 Word 软件录入，上下各空 3cm，左右空 2.2cm。 

建议论文正文参考体例：1.引言；2.文献综述与理论依据；3.数

据来源与研究方法；4.结果与分析；5.结论与讨论。可参照：《自然资

源学报》《经济地理》等期刊。 

3.会议论文及摘要请发送到邮箱：csnrnianhui@126.com 

4.提交论文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 

mailto:csnrnianhu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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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系人：张明鑫   联系电话：18995171163 

（二）“青年优秀论文奖”评选 

要求：作者应为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会员；年龄在 40周岁以下（1979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论文第一作者；提交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

参加会议并作报告。 

学会将组织专家评审，为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年学术年会青年优秀论文奖”证书。 

（三）论文发表 

推荐优秀论文到《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应用基础与工程

科学学报》《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经济地理》等期刊发表（依据各期刊要求，收取论文版面费）。 

八、会议费用 

（一）注册费 

 8月 31日前缴费 
8月 31日后缴费 

（含报到时缴费） 

会员代表 1200元 1500元 

（含参加党建考察活动） 1700元 2000元 

非会员代表 1500元 1800元 

（含参加党建考察活动） 2000元 2300元 

学生代表（不含博士后） 800元 1000元 

（含参加党建考察活动） 1300元 1500元 

注：报到注册时请出示会员证；汇款时请注明会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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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会办理 

请登录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网站 www.csnr.org“会员之家”专栏，

申请入会并缴纳会费（学生免会费），请于 8 月 31 前办理入会手续，

取得电子会员证。9月 1 日至 9 月 25 日期间入会手续暂停办理。 

入会联系人：商永刚    

E-mail:csnr@igsnrr.ac.cn 

（三）注册费缴纳 

付款方式（请通过电汇汇款，注明 csnr 年会注册费） 

开户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账号：0200098109021710829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亚运村支行营业部 

联系人：商永刚 

联系电话：010-64861455 

由于会议报到当天代表人数较多且住宿较为分散，为减轻会务压

力，请各位代表提前缴纳注册费。 

九、入住酒店（推荐酒店） 

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价格（元） 房间数 地 址 

阅海酒店 
单  间 500 207 金凤区贺兰山路甲 1号 

距离主会场 8.6公里 标  间 500 198 

维也纳酒店 
单  间 350 30 金凤区上海西路 461号 

   距离主会场 7.3公里 标  间 350 100 

新华联瑞景酒店 单  间 350 100 金凤区新华联广场 

http://www.csn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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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间 350 180 距离主会场 7.3公里 

银川中心智选假

日酒店 

单  间 380 90 金凤区亲水大街清水湾幸福枫景

花园 17号楼 

   距离主会场 8.3公里 标  间 380 80 

物华天悦酒店

（新市区） 

单  间 340 10 西夏区丽子园南街 145 号 

距主会场 5.6 公里 标  间 340 60 

富雅花园酒店

（新市区） 

单  间 340 10 金凤区福州北街与惠北巷交叉口

距主会场 5.7 公里 标  间 340 60 

 

注：房间费用均含早餐；年会期间正值宁夏旅游的旺季和中阿博

览会召开之际，部分酒店价格可能会有微调。 

3.建议参加理事会及院长论坛的代表入住阅海酒店；参加全国资

源科学研究生论坛的代表入住银川中心智选假日酒店、物华天悦酒店、

富雅花园酒店。 

4.由于每间酒店的客房数量有限，不能保证每一位代表的住宿需

求，会务组将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届时会将住宿安排情况反馈给

相关代表。 

十、重要事项提示 

1.年会报名、缴费优惠、提交论文及摘要、入会手续办理截止日

期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 

2.代表可提交论文全文，以供学术期刊选用；也可以只提交论文

摘要，择优收入年会论文摘要集。参加青年优秀论文奖评选的代表，

必须提交论文全文。 

3.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网（www.csnr.org）、学会微信公众平台

http://www.csn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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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nrdata）、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QQ 群（47652359 ）将发布年会相

关信息，请随时关注。 

4.会议论文及摘要请发送到邮箱：csnrnianhui@126.com； 

5.本次年会时间正值宁夏旅游的旺季和中阿博览会召开之际，并

且宁夏尚未开通高铁，航班数较少，请各位代表务必提前预订好住宿

及往返交通，以免耽误行程；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会务组，会务组将

根据大家的来银时间，安排几次接站。 

十一、报名方式 

填写“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报名回执”发送至邮

箱: csnrnianhui@126.com 报名。会议论文及摘要请发送到邮箱：

csnrnianhui@126.com； 

十二、会务联系 

联系人：张明鑫（18995171163）：报名、注册、论文 

孟繁瑞（18995157235）：报名、注册、住宿 

商永刚（13521565129）：办理入会、缴费 

陈智成（17395513069）：注册、餐饮 

文  琦（13649502332）：党建活动 

邮箱：csnrnianhui@126.com    

QQ 群：47652359 （加入时请注明单位、姓名） 

mailto:csnrnianhui@126.com
mailto:csnrnianhui@126.com
mailto:csnrnianhu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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