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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土  壤  学  会  
关于召开“土壤科学与绿色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暨广东省土壤学会 2020 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第二轮） 
中国广州，2020 年 11 月 20-22 日 

 

绿色可持续发展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绿色科技为依托，注重维护生态平
衡、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关乎当代人福祉和后代的永续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20 年既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是《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五年实施期满之年。为系统总结土壤科
学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与技术、进一步提高土壤科学服务新时代国家社会转型发展的
能力与水平、全面促进我国土壤科学的创新发展，广东省土壤学会联合中国土壤学会土壤
环境专业委员、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化学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土壤科学与绿色可持
续发展”高峰论坛暨广东省土壤学会 2020 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20-22 日在广州举
行。会议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广东省土壤学会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化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支持单位：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广东省耕地肥料总站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二、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0-22 日  

三、会议地点：广州华泰宾馆（广州市越秀区先烈南路 23 号） 

四、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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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内容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10:00-20:00 报到注册 

20:00-21:30 
广东省土壤学会常务理事会议、 

第十一届五次理事会议 

11 月 21 日 

(星期六) 

8:30-9:00 开幕式 

9:00-12:00 土壤科学与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一） 

13:30-18:00 土壤科学与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二） 

19:00-21:30 研究生论坛 

11 月 22 日 

（星期日） 

8:30-12:00 

分论坛 

1、土壤污染防控与产地环境安全 

2、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 

8:30-12:00 
青年学者论坛暨 

“广东省土壤学会第五届青年学者论坛” 

8:30-12:00 墙报交流 

 

五、会议内容 

1、土壤科学与绿色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召集人：李芳柏研究员（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徐明岗研究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报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报告人 单位 职称 报告题目 

张福锁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农业绿色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朱永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院士 
从土壤健康到人群健康 

刘  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研究员 待定 

刘崇炫 南方科技大学 讲席教授 
颗粒盖层对污染物迁移转化
研究和多尺度模拟的挑战 

徐明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
带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 
我国红壤农田酸化特征及防
治技术 

巨晓棠 海南大学 教授 论合理施氮的原则及标准 

徐仁扣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红壤酸化调控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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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文锋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待定 

高彦征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待定 

贾永锋 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员 待定 

何孟常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待定 

赵秉强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化肥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 

周建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农田氮肥去向、效应及调控 

丁维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土壤有机质转化和累积的微
生物机制 

刘同旭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
壤研究所 

研究员 
土壤矿物-微生物间电子传递
及其驱动的元素循环 

鲁剑巍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实现化肥减量增效的关键技
术途径 

周顺桂 福建农林大学 教授 
水土界面微生物光电化学新
体系：理论与技术应用 

 
2、分论坛： 
1）土壤污染防控与产地环境安全分论坛 
会议时间：11 月 22 日，上午 8：30-12：00 
召集人：吴启堂教  授（华南农业大学） 

刘承帅研究员（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 

报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报告人 单位 职称 报告题目 

曾清如 湖南农业大学 教授 
利用油料作物轮作模式实现镉污
染农田的修复与安全生产 

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教授 
矿山生态修复中土壤治理的环境
材料 

冉  勇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 

研究员 
天然有机质的成分和结构与典型
有机污染物的归宿 

孔维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 

研究员 
青藏高原土壤微生物定殖、演替
与固碳潜力 

方战强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炭基纳米铁材料对多溴联苯醚污
染土壤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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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波 桂林理工大学 教授 
我国西南镉地质异常区土壤环境
与粮食生产安全性 

杨杰文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教授 
针铁矿催化没食子酸还原六价铬
反应及其土壤环境意义 

李  平 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我国典型汞排放地区土壤汞污染
与来源解析 

李  伟 南京大学 教授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机制的同步
辐射研究 

 
2）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分论坛 
会议时间：11 月 22 日，上午 8：30-12：00  
召集人：徐培智研究员（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杜建军教  授（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报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报告人 单位 职称 报告题目 

樊小林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我国化学肥料及其技术的思考 

赵  旭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 

研究员 
促进中国稻田氮素良性循环的可
行方略 

许艳丽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大豆长期连作土壤环境中生防真
菌的利用及潜力 

艾绍英 
广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 土壤质量提升与污染控制技术 

王秀荣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有益微生物共生提高大豆养分效
率 

张登山 青海大学 研究员 
青海高原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与
利用 

王  祥 中国农业大学 副教授 
土壤侵蚀驱动有机碳迁移与稳定
性机理 

范如芹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副研究员 
土壤化学计量学特征对团聚体固
定有机碳的影响 

张  木 
广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 

副研究员 
硒高、低效水稻品种累积硒的差
异特征研究 

黄继川 
广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 

副研究员 
广东土壤肥力现状及农业养分资
源高效利用； 

陈  硕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后 
氮肥调控农田土壤磷素转化的机
制研究 

 

3）青年学者论坛暨“广东省土壤学会第五届青年学者论坛” 
会议时间：11 月 22 日 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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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石振清教  授（华南理工大学） 
卢桂宁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 

报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报告人 单位 职称 报告题目 

石振清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微生物介导下铁氧化物-砷反应转
化耦合动力学模型研究 

孙  可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生物炭土壤环境效应 

贾汉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土壤腐殖质的自由基特性及其环
境化学行为 

杨晓帆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地下水溶质运移过程中的尺度转
换问题 

孙建腾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教授 
典型土壤有机污染物的区域赋存
特征与植物代谢转化 

陈  洪 南方科技大学 副研究员 
基于大宗硅铝酸盐固废转化的铁
基沸石复合材料用于重金属污染
土壤修复 

何尔凯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金属及其纳米颗粒在典型土壤动
物中的毒物-毒效动力学及分子机
制 

阿  丹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特聘副教授 
基于酚类根系分泌物-酚类内分泌
干扰物共代谢系统的机理研究 

吴云当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
与土壤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类腐殖质促进电活性微生物成膜
的胞外电子穿梭机制 

 
注：高峰论坛及分论坛的嘉宾报告还在持续更新中，敬请期待。 
 
4）研究生论坛 
论坛时间：2020 年 11 月 21 日晚上 19:00-21:30 
会议召集人：汤叶涛教  授（中山大学） 

刘同旭研究员（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报告安排：15 位研究生口头报告，每个报告 8 分钟，包括陈述时间 6 分钟和问答 2 分

钟。 
评奖安排：邀请相关专家担任评委，评选出获奖者，并由组委会发给证书及奖金。 

 

六、墙报形式及提交要求 

本次会议征集墙报，用于展示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及科研成果。展示者需将墙报
设计稿与会议回执一起发给会务组，请于 11月 2日前提交墙报设计稿。墙报设计要求如下：
PDF 格式，一页；文件大小不超过 10 MB。墙报制作规格：114 cm（高）× 85 cm（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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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注册及缴费 

1、会议注册：参会代表需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 1），并于 11 月 2 日前将参会回执
发至会议邮箱：zksoil@163.com，或者通过会议电子邀请函二维码注册直接提交报名信息！
逾期报名的参会人员住宿不能保证。 

2、会议注册费 1500 元，研究生参会按 800 元收取注册费（凭有效学生证件）。食宿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缴费方式：扫码缴费、转账或现场缴费。此次会议委托会易佳（广州）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承担会务工作，收取参会费用。注册费可以提前通过扫码缴费或转帐至会务公司帐
户（转帐请注明土壤学会研讨会+参会人员姓名），并保留转帐凭证备查。发票内容为：会
议费。发票将按参会回执上的开票信息开具，请务必准确。 

汇款账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会易佳（广州）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账号：1209 1572 0510 405 
缴费二维码： 

 
 

八、会议酒店及交通 

1、会议酒店：广州华泰宾馆（广州市越秀区先烈南路 23 号） 
房间价格：标准双人房：协议价 380 元/间（含双早） 

商务大床房：协议价 530 元/间（含单早） 
2、会议交通：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各位代表自行前往会议酒店报到。路线如下： 

广州机场 

地铁 3 号线北延段→6号线：乘坐地铁 3 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
到“燕塘站”换乘 6 号线地铁（开往浔峰山方向）到“区庄站”下车（E 口
出）距离酒店 1 公里，乘出租车 12 元左右。白云机场乘出租车到酒店
约 110 元左右。 

广州站 
地铁 5 号线：乘坐地铁 5 号线（开往文冲）到“淘金站”下车（A 出口），
距离酒店 800 米。广州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20 元左右。 

广州东站 
地铁 1 号线→地铁 5 号线：乘坐地铁乘 1 号线地铁（开往西塱方向）到
“杨箕站”换乘 5 号线地铁（开往滘口方向）到“区庄站”下车（E 口出）
距离酒店 800 米。广州东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25 元左右。 

广州南站 
地铁 2 号线→地铁 5 号线：乘坐地铁 2 号线（嘉禾望岗方向）到“广州
火车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5 号线（文冲方向）到“淘金站”下车（A
口出)，距离酒店 800 米。广州南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80 元左右。 

mailto:zksoi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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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务联系及会议信息发布 

1、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联系人：陶雪琴电话：13602414405  邮箱：xqtao@foxmail.com 

2、广东省土壤学会 
联系人：刘静电话：020-87025240  邮箱：liujing@soil.gd.cn 

3、更多会议信息请关注相关会议发布网站 
中国土壤学会：http://www.csss.org.cn/ 
广东省土壤学会：http://www.soil.org.cn/ 

 

附件1：参会回执 

 

 

 

二O二O年十月二十日 

http://www.csss.org.cn/
http://www.soi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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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土壤科学与绿色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暨广东省土壤学会 2020 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第二轮） 

姓名  性别  研究领域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  微信  

E-mail  

随行家属 人 

报告题目 
 

（注：报告将于分会场发表，由组委会协调安排） 

住宿要求 

广州华泰宾馆（广州市越秀区先烈

南路 23 号） 

标准房：单住合住 

住宿 

日期 

11 月 

20 日-22日 

备注 
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注：也可注明现场交费、转帐以及其他要求） 
 

说明： 

1、请参会人员于2020年11月2日前填写此参会回执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zksoil@163.com，蔡老师收，以便为您提供更好的会务服务。 

2、若提交回执后因故不能参会，请您及时电话或Email通知会务组，感谢您的配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