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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海峡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暨高层论坛 

（第二轮通知） 

人工湿地在水污染治理及水体生态修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连

续七届海峡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构建了两岸四地在湿地理

论、技术研发及工程经验等方面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两岸人工湿地研究

与应用的蓬勃开展。经两岸有关机构和专家商议，定于2017年9月15-21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办“第八届海峡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暨高

层论坛”。 

一、 会议主题 

“两岸人工湿地科技合作与中西部生态建设” 

会议分设以下议题： 

1、人工湿地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 

2、东西部地域特点与湿地研究重点 

3、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与评价 

4、西部湿地与生态景观建设 

5、两岸人工湿地设计运行管理规范与标准 

二、 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台湾）中山大学 

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协办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台湾湿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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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生物学分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渔业局 

承办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 

指导委员会： 

赵进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弘敦，（台湾）中山大学，校长，教授 

郝吉明，清华大学，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立安，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志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茆  智，武汉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文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桂建芳，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鸿源，台湾大学，教授 

郭一羽，台湾湿地学会荣誉理事长，教授，中华大学校长 

叶欣诚，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邱文彦，台湾海洋大学，教授 

林幸助，社团法人台湾湿地学会，理事长，教授 

陈章波，社团法人台湾湿地学会，监事长，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黄志彬，新竹交通大学，副校长 

刘说安，（台湾）中央大学，教授，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院士 

王焰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教授 

宋少先，武汉理工大学，院长，教授，墨西哥科学院院士 

王晓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国际水协 IWA 会士 



 3 

William J. Mitsch，国际生态工程学会，主席；国际生态学学会，主

席，教授 

Jan Vymazal，捷克生命科学大学（布拉格）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国际水协（IWA）“人工湿地污水处理”专家委员会

主席，欧洲湿地科学家协会主席 

Florent Chazarenc，法国国立南特高等矿业学院，教授，国际水协人

工湿地专家委员会秘书，第五届国际湿地污染物控制

会议主席 

Yaqian Zhao，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土木

工程系水环境实验室主任，教授、爱尔兰工程师协会

（IEI）常务理事，国际水协（IWA）人工湿地和污

泥处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徐旭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高志明，（台湾）中山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高中琪，中国工程院二局，局长 

执行主任： 

周  桔，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资源环境处，处长 

王元晶，中国工程院二局，副局长 

李芳芳，中国科学院港澳台办，副主任 

吴旭东，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渔业局，局长，研究员 

委  员： 

庄绪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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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处长，研究员 

马  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院长，教授 

李  晔，武汉理工大学，副院长，教授 

张一敏，武汉科技大学，院长，教授 

岳  平，海南省生态环保厅，副厅长，研究员 

孙珮石，云南大学，院长，教授 

朱  伟，河海大学，处长，教授 

李爱民，南京大学，副院长/主任，教授 

吕宪国，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李树苑，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

级高工 

石道良，湖北省林业厅湿地保护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 

谭凤仪，香港城市大学化学及生物学系，教授 

袁中新，(台湾)中山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荆树人，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系，教授 

丁澈士，屏东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教授 

翁义聪，崑山科技大学环工系，教授 

张文贤，爱鱼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惠民, 磐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学术委员会委员： 

谢蕙莲，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莹峰，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系，教授 

任秀惠, 台湾大学生物系统工程学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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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粟,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 助理教授 

王筱雯, 成功大学水利暨海洋工程学系, 副教授 

于嘉顺, (台湾)中山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 执行秘书/助理教授 

郭文健, 屏东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系, 教授 

林惠真, 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 教授 

薛美莉, 台湾特有生物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苏惠真, 逢甲大学水利工程学系, 副教授 

陈宣汶，嘉义大学生物资源学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周  琪，同济大学，教授 

杨  扬，暨南大学，教授 

祁佩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李培军，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叶志鸿，中山大学，教授 

李子富，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宋长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 

常  杰，浙江大学，所长，教授 

雷志洪，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总工，教授级高工 

李兆华，湖北大学，院长，教授 

张迎梅，兰州大学，处长，教授 

张  建，山东大学，副院长，教授 

邱东茹，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夏世斌，武汉理工大学，主任，教授 

成水平，同济大学，教授 

付贵萍，深圳大学，所长，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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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湛波，广西大学，副主任，教授 

王友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马剑敏，河南师范大学，所长，教授 

李  今，湖北师范大学，主任，教授 

梁胜文，武汉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教授级高工 

尹魁浩，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秘书处： 

秘书长：吴振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杨  磊，（台湾）中山大学，教授 

张  健，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办公室，主任 

方伟达，社团法人台湾湿地学会秘书长，国际湿地科学家

学会(SWS)亚洲区主席 

张  锋，宁夏回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副所长 

 

秘  书：徐  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晓华，（台湾）中山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秘书 

三、 会议费用 

会议注册费人民币2200元/人，在校学生人民币1200元/人（含会务

费、资料费、场地费和会前技术考察费），宿、餐、交通费等自理；19-20

日考察费用自理。大陆代表汇款时与报到时请提供您所在单位纳税识别

号及组织机构代码，届时由会务人员为您开具会议注册费发票。 

本次会议注册费收取采用电子汇款或网银转账，办理时请备注：“海

峡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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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会议注册费账号信息如下： 

开户行名称：中国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 

行号：846022 

户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账户：5664 6095 8917 

会议报到： 

报到日期：2017年9月15日全天 

会场与报到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香渔大饭店，兴庆区北

京东路355号（后附会议报到宾馆区位示意图） 

联系电话：(0951)6737666，(0951)3806666 

报到接待：会务组尽量安排宁夏河东机场接机，请代表将机票、车

票信息在9月10日前告知会务组，通过火车、汽车等方式到达请自行前

往酒店，交通信息如下： 

※宾馆距银川河东国际机场26.5公里，车程40分钟； 

※宾馆距银川火车站10.1公里，车程30分钟； 

※宾馆距银川汽车站8.2公里，车程25分钟 

四、 会议初步议程 

9月15日，全天报到，宿银川 

会议预备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生物学分会理事会 

9月16日上午，艾依河、阅海国家湿地等银川城市水系湿地技术考察 

       下午，沙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技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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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上午，开幕式，大会主旨报告 

下午，院士论坛，大会主题报告 

9月18日上午，研讨会专题报告 

下午，研讨会专题报告，两岸湿地合作展望座谈，闭幕式 

9月19-20日，西部湿地生态工程调研（行程另附） 

9月21日，代表返程 

五、 会议征文 

1、本次研讨会面向海内外征集与主题相关的论文、板报，将印刷

论文集作为会议资料。请拟提交论文的参会代表在2017年9月5日前提交 

大会报告PPT、论文、板报电子版全文。 

2、要求论文字数不超过6000字，格式为word文档。具体内容包括：

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论文摘

要（中英文）、关键字（中英文）、正文、主要参考文献、通讯作者简

介。 

3、拟做大会报告的参会代表请准备PPT或WPS演示材料，一般发言

时间为20分钟，提问5分钟。 

六、 参会注意事项 

1、请于2017年9月10日前将会议回执（见附件）寄送、传真或Email

至会议联系人。 

2、如果报名人员超过会议容纳人数，会务组将优先安排早提交回

执的参会代表。 

七、 联系人 

大陆地区 

联系人：徐  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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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电话：+86-27-68780336，+86-13437256445(M) 

传真：+86-27-68780675 

个人邮箱：xudong@ihb.ac.cn 

会议邮箱：wuzhenbin@ihb.ac.cn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7 号，430072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联系人：陈晓华，秘书 

单位：（台湾）中山大学水资源研究中心 

电话：+886-7-5255177 

传真：+886-7-5255068 

个人邮箱：peko@mail.nsysu.edu.tw 

通信地址：台湾高雄市 80424 莲海路 70 号 

 

会议注意事项： 

19-20 日赴西部湿地生态工程调研及培训代表请于 9 月 10 日前来函

确认，调研费用自理。 

会议秘书处推荐银川会议期间入住酒店为银川市“新香渔大饭店”，

由于时逢宁夏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宾馆、酒店客房数量较为

紧张，请参会代表尽快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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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届海峡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暨高层论坛回执 

                                                    （此表复制有效）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  地址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邮编  

住宿是否需要单间：是□    否□ 是否参加会议发言：是□    否□ 

往返票务信息： 

 

是否需要代订返程票：是□    否□  订票要求： 

 

是否参加会后考察：是□    否□ 

是否提交会议论文：是□    否□ 是否参加大会报告：是□    否□ 

报告题目： 

 

 

 

报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