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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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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科朝

中南大学副校长、 教授

庞    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单保庆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勇胜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

赵素平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

胡华龙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胡洪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柳建设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段华波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侯    鹏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研究员

俞    海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姜    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骆永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耿    凡

中国矿业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柴发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钱雅洁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徐海根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殷培红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自然生态部主任

高振会

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玉源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

黄民生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黄河清

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曹宏斌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常    杪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梁明易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彭冬根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彭刚华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教授

彭洪根

南昌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葛察忠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董光辉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董战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2022年会会议指南.indd 9

·9·

2022/8/13 下午4:46

董家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蒋卫国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副部长、教授

喻    旗

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二级巡视员

鲁    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曾现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

谢绍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雷    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詹良通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褚华强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蔡明刚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

臧文超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禚玉群

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潘贵和

辽河油田安全环保技术监督中心安全环保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潘鲁青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教授

薛文博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薛建辉

江苏省中国科字院植物研究所教授

薛    罡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魏秋平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魏    斌

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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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暨特邀主旨报告
时间：8 月 20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开幕式 (09:00—09:30)
主持人：李春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王金南理事长致开幕词
二、生态环境部领导致辞
三、江西省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四、颁发“2021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第五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学家奖”、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突出贡献单位（集体）”

特邀主旨报告 (09:30—12:00)
主持人：任洪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一、09:30-09:55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报告题目：双碳行动与美丽中国建设）

二、09:55-10:20

吴丰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
长（报告题目：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水生态安全保障战略研究）

三、10:20-10:45

贺 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副理事长（报告题目：大气霾化学研究进展）

四、10:45-11:10

朱

彤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常务理事（报告题目：待定）
五、11:10-11:35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报告
题目：构建国土生态空间保护格局，奠定生态文明基石）

六、11:35-12:00

罗胜联 南昌航空大学原校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报告题目：基于双碳
背景浅谈重金属污染控制与资源化）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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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江西省人民政府领导

王金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
先后担任国家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等 6 个专项总体组专家、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
主席等 20 多个学术机构职务。 主持完成了国家“十一五”至“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重点流域
和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和《雄安新区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等 30 多项国家规划，系统构建了国家污染减排工程方案决策规划、污染减排工程
实施管理以及减排工程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估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为中国的环境规划学和环
境经济学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家第一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共中
央直接联系专家、中国青年科技奖、绿色中国人物特别奖、国家优秀科技工作者、地球（瑞典）奖、
国家环境科技领军人物以及 22 项国家和部级科技奖。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多介质复合污染与控制化学”创新群体带头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区域复合大气污染与控制”创新团队带头人。长期致力于大气复合污
染特别是 PM2.5 的研究，在大气颗粒物与复合污染识别、复杂源排放特征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大
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3 项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11 项。发表 SCI 学术论文 350 余篇，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科扎
雷利奖。出版专著 6 部，被爱斯唯尔连续评为 2014-2020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入选 2018 年 -2020
年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获 2018 年联合国环境署“气候与清洁空气奖”团队奖，2019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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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丰昌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水环境基准标准和污染控制等方面的科学
研究。2001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海外引进杰出人才计划，先后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百人计划、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中国青年科技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是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创
新团队和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目前为环境科学研究主编、湖泊科学等刊物副主编。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朱利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污染物界面行为调控及其土壤 - 水有机污染防治技术研究。揭示了机污染物非线性界
面行为的微观机制，突破了准确预测、调控有机污染物非线性界面行为的科学难题；解决了有机污
染农田及场地土壤协同修复、有机膨润土废水处理工程应用的若干技术难题。发表 SCI 论文 231 篇，
出版专著 2 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2 本，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2 件。5 项成果获浙江省和教育部科学
技术一等奖，其中 2 项成果分别获 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贺

泓

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区域大气环境研究卓越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催化与非均相大气化学过
程，目前重点致力于环境催化体系设计、技术研发及其在大气污染物催化净化方面的应用，取得了
柴油车排放污染控制、室内空气净化和大气灰霾成因及控制方面的系列成果。发表《环境催化—原
理及应用》中文专著一部，英文专著两章节，学术论文 320 余篇（SCI 论文 280 余篇）。获授权中
国和国际发明专利 40 余项。2011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4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7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任洪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从事工业废水生物处理强化理论、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的创新研究，取得了系统创新成果，
在国家实施限控达标、提标和再生水资源利用等重大行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论文 200 余篇（SCI
收录 12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80 余件、美国和欧盟等发明专利 20 余件；
承担国际 / 国家 / 行业 / 团体标准 40 余项，已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一等奖 6 项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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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南琪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
环境学院院长。现任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生物技术、微
生物分子生态学、生物能源理论与技术、有机废水处理新工艺新技术设备、区域环境污染防治等。
曾获国家级奖 3 项，省部级 13 项。

陈云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土木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
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多相介质超重力相
演变”项目负责人。陈云敏院士是环境岩土工程和超重力技术专家，研究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570 余
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9 项。创立了城市固体废弃物降解压缩本
构关系和降解固结理论，研发了液气分离立体导排、高效防污屏障等技术，解决了填埋场环境灾害
防控难题，为我国固体废弃物大型集约化填埋处置奠定了基础。主编国家行业标准《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朱

彤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大气化学与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气污染来源甄别、成因解析及健康危害评
估等系列创新成果，应用于解决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大环境问题，推动了环境健康领域的学科交
叉研究和学科建设。担任国家自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与应对机制》专
家组组长（2015-），发表 Science（2009, 2016）、PNAS（2011，2016，2019）、JAMA（2012）
等 SCI 论文 340 余篇。2019 年因 " 对大气化学基础研究、超大城市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及气候影
响评估的卓越贡献 " 当选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1999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0 年获
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等省部级一等奖 3 项（排名第一）；2020 年获聘国务
院参事。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历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院副总工程师、首席专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入选首批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荣获中
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京津冀风沙源治理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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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胜联
南昌航空大学原校长 / 农工党江西省委副主席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创新奖、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重金属污染控制与
资源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555”赣鄱英才首批人选，江西省环境工程学科学
术带头人，江西省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长期从事重金属废水与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的理论与工程研
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第 1）、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第 1、第 2 各 1 项），湖
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第 1）、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第 1）、中国有色工业金属工业科
学技术一等奖 1 项（第 1）、江西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第 1）等 10 项奖励，获国家授权发明专
利 110 余项，近 10 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EST 等杂志上发表 SCI 论文 218 篇（其中高被引论文
55 篇、热点论文 10 篇、影响因子 >4.0 的 200 余篇），他引 20000 余次，h 指数 78，出版学术专著
3 部，参编英文著作《Soil Microbes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1 部。成功入选全球 2018、2019、
2020、2021 年度“高被引科学家”。2021 年被中组部等单位授予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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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第六届环保科技创新发展高端论坛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井冈山厅

主 办 单 位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承 办 单 位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影响评价专业委员会
论 坛 主 席 ： 王金南（中国工程院院士 /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
论坛秘书长： 李春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谭民强（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任）

主持人：李春红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兼秘书长 )

时 间

演讲题目

15:00-15:05

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

15:05-15:15

生态环境部领导致辞

演讲嘉宾

主持人：王冬朴（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
主题报告

15:15-15:35

协同减污降碳，建设美丽中国

王金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 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

15:35-15:55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重构源头预防体系

谭民强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任

15:55-16:15

碳中和：环境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 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16:15-16:35

从中国环评发展看改革

李海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专家发言

主持人：梁鹏（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16:35-16:55

生态空间优化布局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研究员 / 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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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6:55-17:15

电力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前景展望

朱法华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 国家能源集团科学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理事

17:15-17:35

行政许可规制下完善环评审批制度研究

孙佑海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17:35-17:55

科学强化源头防控 助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罗小璋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17:55-18:25

提报告专家建议书和建议书讨论（闭门会议）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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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污降碳协同治理领域

分会场 1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与
技术创新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1

主       席： 徐华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
达峰碳中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牵头单位：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达峰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柴麒敏 (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达峰碳中
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05

中国工程院院士 /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致辞

09:05-09:10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兵致辞

09:10-09:1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 碳达峰碳中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华清致辞

09:15-09:45

我国“双碳”政策体系与市场机制发展

张 昕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总经济师

09:45-10:15

我国“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安全协
同的技术路径研究

姜大霖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 主任

10:15-10:45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需求

张 贤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社会事业与区域发展
处 处长

10:45-11:15

我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问题

滕 飞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11:15-11:45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能源转型技术路径

齐志新
中国三峡集团三峡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11:45-12:00

会议总结

徐华清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主任 / 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碳达峰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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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地点：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2

主       席： 陆 军（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
变化分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主持人：雷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变化分会

宇（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关于城市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重点
的思考

雷 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14:20-14:40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意义，内涵及着力点

李丽平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员

14:40-15:00

钢铁行业减污降碳技术路径

刘 涛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研究员

15:00-15:20

交通运输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探索

吴 睿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研究员

15:20-15:40

化石能源减量对减污降碳的定量贡献研究

郭敏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休 息

15:40-15:45
15:45-16:05

城市 PM2.5 和臭氧污染协同治理及健康效益
评估

陈 彬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6:05-16:25

同步水中污染物去除与碳捕获及碳增值转化

路 璐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16:25-16:45

青藏高原冰川区退缩碳排放及其影响

张玉兰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副研究员

16:45-17:05

发言题目待定

翁 慧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研究员

17:05-17:25

守护美丽助力双碳：烟台市全域生态建设
战略研究

李 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战略规划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17:25-17:45

智慧监测支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王 鹏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中心市场部
部长

分会场联系人： 雷宇（15601032173）		

金宝艳（13552952766）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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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推动减污
降碳提质增效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2

主       席： 程春明（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原党委书记、副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专委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主持人：张小丹（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总经理、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10

介绍与会嘉宾

09:10-09:20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原党委书记、副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专委会主任
委员程春明致辞

09:20-09:40

加快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助推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

李新民
原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 巡视员 / 研究员

09:40-10:00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促进可持续消费与
生产

奚道云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中
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高级工程师

10:00-10:20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研究

李丽平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减污降碳协
同研究部 主任

10:20-10:40

碳中和背景下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新趋势

毛 涛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国际合作
处 处长、研究员

10:40-11:00

减污降碳协同视角下的工业污染防治与资
源化

杨宏伟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休 息

11:00-11:05
11:05-11:15

2035 美丽中国目标下能源转型与水环境协
同：以陕西省为例

陈 莎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

11:15-11:25

废铅蓄电池行业的可持续评价研究进展

李 静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危险废物专委会 秘书长

11:25-11:35

煤基大宗固废生态处置技术及标准化

张 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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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1:35-11:45

低碳技术助力农产品包装绿色发展

胡 军
天津佰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45-11:55

无废细胞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于永淼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咨询事业部 部长
会议总结

11:55-12:10
分会场联系人： 曹磊（13910691787）		

分会场 4

李向阳（13910445026）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清洁生产与绿色发展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2

主       席： 乔 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产业分
会主任委员）
王 璠（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研究员）
牵头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产业分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清洁生产分会

主持人：刘景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化工园区碳中和路径

石 磊
南昌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14:25-14:50

工业园区可持续水管理

田金平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50-15:15

连云港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绿色发展
实践

李大强
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

15:15-15:40

基于工业共生的园区碳减排

乔 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解读

王 璠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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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6:10-16:35

清洁生产体系研究

于宏兵
南开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6:35-17:00

十三五清洁生产工作进展

方 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7:00-17:25

清洁生产审核创新工作

党春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室主任

17:25-17:50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创新实践——以江西东
乡经开区为例

李艳梅
江西省华赣环境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分会场联系人： 王瑞晨（18235124672）

分会场 5

饶阳（18601297669）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工业烟气减污降碳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州厅 B

主       席： 朱廷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柴发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

主持人：朱廷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邢 奕（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5

钢铁行业减污降碳技术实践与思考

田京雷
河钢集团战略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研究员

09:25-09:50

胺基功能化 CO2 固体吸附材料机理探究

张士汉
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09:50-10:15

钢铁行业低碳技术研究与展望

苏 伟
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10:15-10:40

乙烯裂解装置气体治理及碳捕集工程

马 良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教授

10:40-11:05

工业烟气 CO2 吸附捕集技术研究

郭旸旸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22·

2022年会会议指南.indd 22

2022/8/13 下午4:46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1:05-11:30

高效低耗活性焦制备及冶金烟气净化关键
技术研究

向 浩
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
程师

11:30-11:55

陕西省重污染天气固定源与移动源综合管
理应用

杨延超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1:55-12:20

大气污染防控新形势下城市钢铁企业环境
防护距离现状与应对

丁 峰
北京尚云环境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分会场联系人：郭旸旸（15210675350）		

分会场 6

饶阳（18601297669）

重点行业碳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方法及实践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1

主       席： 叶代启（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 院院长、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能源与环境
分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能源与环境分会

主持人：邹世英（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现代煤化工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体系

牛 皓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高级工程师

14:25-14:50

中国石油绿色低碳行动计划实施

周爱国
中国石油 QHSE 首席专家 教授

14:50-15:15

中国石化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实践与思考

孙志斌
中国石化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 绿色低碳室经理

15:15-15:40

钢铁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体系

张承舟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行业专家、高级工
程师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中国宝武减污降碳协同技术路线探索

马朝晖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碳中和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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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6:10-16:35

水泥行业碳减排思考

吴铁军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6:35-17:00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碳关税和“气
候俱乐部”

吴必轩
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

17:00-17:25

基于全产业链的铝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框
架及实践分析——以邹平市为例

王文燕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分会场联系人： 沙克昌（13811712724）

分会场 7

金宝艳（13552952766）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碳中和与应对气候变化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九州厅

主       席： 董战峰（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王 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周国模（浙江农林大学 教授）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主持人：董战峰（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王 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碳达峰碳中和市场机制创新

董战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09:20-09:40

面向碳中和的气候政策模拟研究

王 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09:40-10:00

发言题目待定

周国模
浙江农林大学 教授

10:00-10:20

双碳目标与农业

陈敏鹏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10:20-10:40

碳中和愿景下 CCUS 发展机遇

张九天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员

10:40-10:45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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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45-11:05

省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工业集聚效应研究

黄和平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11:05-11:25

我国煤电转型的资产损失及信贷违约风险

王 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副教授

11:25-11:45

不确定条件下低碳技术发展路径优化与精
准化政策设计评估

莫建雷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副研究员

11:45-12:05

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

周 佳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博士

会场联系人：周佳（18519525389）		

分会场 8

李向阳（13910445026）

双碳数字化治理进展及实践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九州厅

主       席： 阳平坚 ( 中国环境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牵头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主持人：阳平坚 ( 中国环境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近实时碳数据及应用

刘 竹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副教授

14:20-14:40

电力行业碳排放可信体系研究与双碳示范
平台建设

张 杰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4:40-15:00

数字赋能双碳行动

马 军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15:00-15:20

个人绿色低碳行为碳普惠数字化实现路径
探索

曾红鹰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室主任

15:20-15:40

浙江省双碳数智平台建设进展与成效

蒋 明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

15:40-15:45

休 息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2022年会会议指南.indd 25

·25·

2022/8/13 下午4:46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5:45-16:05

临安区天目 ( 临碳）大脑的实践与应用

徐永力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16:05-16:25

数智技术支撑“双碳”战略落地

侯 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总监

16:25-16:45

城市双碳数智化平台的发展

王敏娜
浙江省经济信息协会 理事

16:45-17:05

碳数据监测、预测及评估智慧管理平台

蔡 哲
南京创蓝科技有限公司 博士

17:05-17:25

顺昌县“一元碳汇”项目主动衔接“双碳”
目标的实践与思考

赵刚源
福建省顺昌县国有林场 总支书记；顺昌县零碳环
保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17:25-17:45

空间信息技术助力双碳

李荣梅
易智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事业部技术总监

分会场联系人：高忠华（13161800256）

分会场 9

污水厂污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九州厅

主       席： 戴晓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牵头单位：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合作单位：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戴晓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城镇污水厂污泥前沿技术研究的现状与
趋势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4:25-14:50

污泥绿色低碳技术与发展趋势

许国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50-15:15

污泥高温微好氧消化处理技术研究及其应
用前景分析

朱南文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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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5:15-15:40

演讲题目
基于有机物和结合水调控的剩余活性污泥
深度脱水的研究与工程实践

演讲嘉宾
杨家宽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金属离子在剩余污泥 EPS 结构中的功能定
位及其对溶菌酶溶胞影响研究

赫俊国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教授

16:10-16:35

污泥水热处理过程中有机质的转化规律与
生物效应

张伟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 研究员

16:35-17:00

污泥 EPS 对其厌氧消化的阻滞效应

古 励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副教授

17:00-17:25

污泥基生物炭修复重金属复合污染土壤

王志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工学院 副教授

分会场联系人：金宝艳（13552952766）

分会场 10

油气田环境污染防控及
碳减排技术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南昌厅

主       席： 潘贵和 ( 辽河油田安全环保技术监督中心安全环保技术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
牵头单位： 辽河油田安全环保技术监督中心

主持人：李小兵（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炼化油泥处理技术研究进展

仝 坤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环保
技术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4:25-14:50

零电耗电化学诱导沉淀源分离尿液磷回收
技术

刘 元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

14:50-15:15

油田零散采出水就地回注与清洁低碳处理
技术展望

王吉庆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环保
技术研究所 博士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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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5:15-15:40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含油污水污泥处置过程中有机物的迁移转
化机制研究

聂 凡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环保
技术研究所 博士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石油烃污染场地治理与碳排放分析

曹兴涛
海油发展安全环保工程技术研究院 博士

16:10-16:35

胜利油田中心城区井场噪声监测与治理
对策

和 虎
胜利油田技术检测中心 博士后

16:35-17:00

面向低油泥的石油采出液油水分离技术探
索与应用

严 峰
天津工业大学教务处 副处长、教授

17:00-17:25

油气田环境污染防控及碳减排技术与实践

潘贵和
辽河油田安全环保技术监督中心安全环保技术研
究所 高级工程师

17:25-17:50

页岩气压裂返排液预处理技术开发

李小兵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潘贵和（13019961361）		

分会场 11

李向阳（13910445026）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流体力学助力蓝天碧水净土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南昌厅

主       席：钱付平（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院长）
牵头单位：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

主持人：钱付平（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院长）
黄河清（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基于 CFD 的管式蒸发冷却型溶液除湿器瞬
/ 稳态性能及优

彭冬根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09:20-09:40

燃煤电厂环保设施及烟风系统流场优化技
术研究与应用

马修元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09:40-10:00

环境流体力学软件 Simusoft 对河流污染的
模拟示例

黄河清
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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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0:00-10:20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多分散粉尘运移过程模拟与控尘方法研究

耿 凡
中国矿业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授
休 息

10:20-10:25
10:25-10:45

节能减排协同控制——新型褶皱布袋优势
及应用

庄乾双
苏州恒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45-11:05

CFD 助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理论与实践

钱付平
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11:05-11:25

流体力学在工业废气处理方面的应用

黄士舟
江苏科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25-11:45

重力流的流动特性及其对于精准治污的意义

陶丽云
河海大学 博士

分会场联系人：贾勇 (18355557109)		

金铭 (13691395767)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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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领域

分会场 1

大气污染环境健康风险
评估及防控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井冈山厅

主       席： 于云江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环境风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风险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于云江 (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

时 间

演讲题目

09:00-09:30

碳中和背景下大气污染与低碳转型协同机制

鲁 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09:30-10:00

长三角大气颗粒物毒性特种研究

陈敏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0:00-10:30

基于中国人群的大气污染健康风险评估

董光辉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10:30-11:00

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形成过程与环境风险

贾汉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

11:00-11:30

空气中全氟化合物水平及对呼吸系统损伤
研究

贺 淼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11:30-12:00

境低剂量辐射暴露促进纳米二氧化硅粉尘
所致肺纤维化风险的研究

黄瑞雪
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会场联系人：郑文丽（13763359196）		

演讲嘉宾

李向阳（139104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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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污染源排放与管控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1

主       席： 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士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污染源排放
与管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污染源排放与管控专业委员会

合作单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

主持人：岳东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05

欢迎致辞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污染源排与管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4:05-14:10

开幕式致辞

付 璐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 总监

14:10-14:15

介绍与会嘉宾

岳东北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副院长、教授

14:15-14:35

水体污染高光谱识别技术及装备

虞功亮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14:35-14:55

海南岛近 30 年主要流域农业源氮磷环境排
放特征研究

赵洪伟
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教授

14:55-15:15

水污染预警溯源技术和理论研究进展

吴 静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讨 论

15:15-15:30
15:30-15:50

固废热处理过程重金属污染控制

李润东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教授

15:50-16:10

有机固废生物转化过程信息感知方法与技
术研究

汤 琳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16:10-16:25

讨 论

16:25-16:30

休 息

16:30-16:50

非道路工程机械污染物排放定量研究

姚志良
北京工商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院长、教授

16:50-17:10

基于多源数据的大气污染物动态排放清单
构建与应用

黄 成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 所长、高级工程师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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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7:10-17:30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基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融合清单技术的
污碳同步反演研究

讨 论

17:30-17:45
会场联系人：陈晓婷（13811883008）		

分会场 3

郑 博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助理教授

王国清（18601316196）

环境工程技术创新与应用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南昌厅

主       席： 朱晓华（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环保中心 副总经理）
牵头单位：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工程分会

主持人：朱晓华（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环保中心 副总经理）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高炉煤气羰基硫催化水解及硫化氢吸附脱
除技术研究

禚玉群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教授

14:25-14:50

可凝结颗粒物研究进展、问题和挑战

李玉忠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授

14:50-15:15

低热值废气净化与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与
应用

宁 平
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5:15-15:40

钢铁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规划工作思路

刘 爽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环保院环评部 副部长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面向碳中和目标的生态环保型阻垢剂的研
发及应用展望

任会学
山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16:10-16:35

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共创钢铁美好未来

蔡 军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 副部长

16:35-17:00

发言题目待定

杨小青
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 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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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7:00-17:25

演讲题目
活性焦干法烟气净化技术在钢铁行业实现
超低排放的实践应用

分会场联系人：包娜（15911129022）		

分会场 4

演讲嘉宾
张 奇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热电环保设计院 副院长

刘娜（17310819551）

双碳目标下，城市PM2.5和臭氧
协同管控及智慧化解决方案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 VIP202

主       席： 王自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牵头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主持人：王自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臭氧污染控制目标与气候协同减排路径研究

谢绍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4:25-14:50

我国煤电清洁低碳发展政策与实践

朱法华
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50-15:15

“双碳”背景下关于 PM2.5 和 O3 协同管控
的几点思考

孙明生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 副总裁

15:15-15:40

区域 - 道路尺度臭氧模式系统的发展及其
在北京的应用

李 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提高空气质量预报准确率的途径及实践

魏建苏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气海客户群总工程师

16:10-16:35

我国生物源挥发性有机物（BVOCs）变化
趋势及未来趋势预估研究

吴其重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副教授

16:35-17:00

江西省环境空气 PM2.5 与臭氧协同控制进展
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罗 勇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环境自动监控中心 主任
高级工程师

17:00-17:25

二氧化碳与污染物的一体化模拟与排放反
演系统

唐 晓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正研级高级工程师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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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7:25-17:50

演讲题目
基于源反演的多模式预报动态调优

会场联系人：杨东惠（18511466800）		

分会场 5

演讲嘉宾
肖林鸿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院副总经理

张培胜（13683578758）

新形势下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
需求与应用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 VIP206

主       席： 何春雷（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牵头单位：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何春雷（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30

VOCs 现场监管的技术方法体系

彭刚华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4:30-15:00

典型行业的 VOCs 的污染防治和监管需求

吕竹明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

15:00-15:30

典型植被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张宜升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副教授

15:30-16:00

挥发性有机物标准气体加湿稀释仪与分析
系统校准方法研究

毕 哲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环境中心 副研究员

16:00-16:30

油气行业环境应急事件管控及泄露监测
技术

王 桐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16:30-17:00

环境空气和废气的 VOCs 采样技术及应用

吴壮壮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17:00-17:30

持久性挥发有机物（POPS）的采样技术
方法

王彬彬
青岛理工大学 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石萍（1596423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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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6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天气气候、大气环境与人类活动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前湖厅

主       席： 张恒德（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 / 中央气象台副台长）
车慧正 (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
牵头单位：国家气象中心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主持人：张恒德（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 / 中央气象台副台长）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欧洲人为气溶胶减少与我国华北 PM2.5 污染
气象条件：一个潜在的全球遥相关路径

王志立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09:20-09:40

限排背景下城市超细颗粒物污染新特征及
机制

赵素平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副研究员

09:40-10:00

上海中心大厦大气成分观测研究

许建明
长三角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 主任、正研级高级
工程师

10:00-10:20

沙尘天气等级预报及区域检验技术

张碧辉
国家气象中心 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0:20-10:25
10:25-10:45

我国中东部地区 2015—2020 年夏半年
PM2.5 和 O3 复合污染气象特征分析

花 丛
国家气象中心 高级工程师

10:45-11:05

一次大气污染过程的降水天气特征及相关
分析

李红斌
大连市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正研级高级工
程师

11:05-11:25

森林植被对空气负离子的贡献

周本智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研究员

11:25-11:45

乌鲁木齐冬季焚风天气过程大气扩散条件
特征分析

李 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 副高级工程师

分会场联系人：徐冉（18610895836）		

金宝艳（13552952766）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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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7

挥发性有机物与恶臭污染防治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 VIP202

主       席： 叶代启（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 教授）
王 灿（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牵头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主持人：王

时 间

天津大学

灿（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5

含苯乙烯有机废气净化技术与案例分析

吴军良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 教授

09:25-09:50

分子筛限域型 VOCs 净化新材料构筑及其
催化性能研究

彭洪根
南昌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09:50-10:15

江西省大气污染源解析及其防治策略研究

涂 翔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 研究员

10:15-10:40

基于表面氧物种调控策略增强催化剂降解
甲苯性能的研究

代威力
南昌航空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

10:40-11:05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的监测新技术应用

张良库
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1:05-11:30

我国臭氧污染控制分区及其控制类型识别

卢亚灵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副研究员

分会场联系人：王灿（15102297649）		

刘娜（1731081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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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领域

分会场 1

流域水生态安全与健康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江厅 3

主       席：郑丙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分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分会

合作单位：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郑丙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分会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流域水生态调查与评估的思考与建议

刘永定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09:20-09:40

城市景观水体丝状藻孳生评价与控制技术

黄民生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教授

09:40-10:00

深水湖泊的水环境特征研究

余 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0:00-10:20

水生态质量的模拟预测及应用

张 远
广东工业大学生态环境与资源学院 副院长、教授

10:20-10:40

基于孔隙水电动导排的底泥营养盐释放抑
制性能及机理

汤显强
长江科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0:40-10:45
10:45-11:05

发言题目待定

渠晓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1:05-11:25

水体浊度测量与进展

张文祥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带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级工程师

11:25-11:45

基于空天视测一体化技术的流域水环境监
管体系建设

王宝刚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总裁

11:45-12:05

喀斯特地区闭坑煤矿酸性水污染全流域治
理技术路径构建

任虎俊
中煤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12:05-12:25

基于控制单元的湟水流域全口径污染负荷
贡献分析技术方法构建与应用

赵琰鑫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副研究员

12:25-12:45

我国藻类水华应急处置典型案例分析

姚玲爱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分会场联系人： 汪星（13718176850）		

秦玉雪（18614221187）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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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抚河厅

主       席：刘永满（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牵头单位：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张晴波（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流域经济政策

董战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14:20-14:40

典型湖泊生态修复

姜 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4:40-15:00

地表地下水交互及污染防治技术

马 腾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 院长、教授

15:00-15:20

河湖保护与治理技术创新与应用

范子武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5:20-15:40

白洋淀生态流量调控与水资源保障对策
研究

李传哲
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5:40-16:00
16:00-16:20

城市污水处理和农村污水处理的低碳技术

罗 涛
中国人民大学低碳水环境技术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16:20-16:40

典型地质环境可持续治理模式与技术整合
范式探索

聂玉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材料与化学学院 教授

16:40-17:00

大型复杂重金属污染场地多污染物协同稳
定化修复材料应用

李永刚
北京润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17:00-17:20

河湖生态缓冲带技术指南

袁 鹏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流域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17:20-17:40

城市河流水环境治理工程技术及应用

尚 晓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院 环境所所长

17:40-18:00

智慧锦江建设情况汇报

刘丽娟
中交生态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锦江公司总工程师

18:00-18:20

城市人工湖泊生态治理实践

李 川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院 环境所副所长

分会场联系人： 李晓男（13520727404）

于康康（1590095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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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

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前湖会议中心南厅

主       席： 胡洪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 建（山东科技大学副校长 /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刘广立（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清华大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胡洪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 建（山东科技大学副校长 /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
刘广立（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苛刻条件约束下废水处理与资源化研究

罗旭彪
南昌航空大学 党委副书记、教授

14:20-14:40

生物与生态耦合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

张 建
山东科技大学 副校长、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 教授

14:40-15:00

主流厌氧氨氧化工艺启动策略

逯慧杰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教授

15:00-15:20

低碳经济下电子行业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
进展与挑战

罗嘉豪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研究室主任

15:20-15:40

生物电化学制氢关键科学问题及其应用前
景展望

刘广立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5:40-16:00

微生物燃料电池耦合好氧颗粒污泥处理废
水研究

欧阳二明
南昌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休 息

16:00-16:05
16:05-16:25

混合营养促进微生物电合成中链脂肪酸

蒋 永
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16:25-16:45

再生水臭氧氧化的水质安全保障研究

吴乾元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副教授

16:45-17:05

污水资源化及零排放技术应用

陈 磊
蓝星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副经理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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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7:05-17:25

有机层状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及其在水污染
控制应用

章 萍
南昌大学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特聘教授

17:25-17:45

磁介质混凝沉淀技术之技术标准

贾伯林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17:45-18:05

高效单原子催化剂的设计合成及其在环境
和能源中的应用

邹建平
南昌航空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

18:05-18:25

水环境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刘智峰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分会场联系人： 吴乾元（18098914562）

分会场 4

秦玉雪（18614221187）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海岸带生态环境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前湖会议中心南厅

主       席： 李凌（西湖大学环境水文学讲席教授）
鞠峰（西湖大学研究员）
牵头单位：西湖大学

主持人：李
鞠

时 间

浙江省海岸带环境与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

凌（西湖大学环境水文学讲席教授）
峰（西湖大学研究员）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海底地下水排放的生态环境效应

王桂芝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教授

14:25-14:50

河口海岸过程与同位素示踪

杜金洲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员

14:50-15:15

典型海湾微塑料分布特征及对海洋生物的
生态毒理效应研究

黄 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15:15-15:35

含氟新污染物赋存与环境行为

张岩岩
西湖大学工学院 研究员

15:35-15:55

地下河口微生物组研究

赵 泽/鞠 峰
西湖大学工学院 博士、研究员

15:55-16:00

休 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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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6:00-16:25

珊瑚共生微生物

李 洁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所 研究员

16:25-16:50

滨海湿地硝化微生物

韩 平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

16:50-17:15

滨海盐沼湿地土壤温度时空变化规律及驱
动机制

辛 沛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教授

17:15-17:40

海岸带砂石胶结固化过程的离散元模拟

巴 特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研究员

17:40-18:00

滨海湿地隐藏碳汇

陈小刚
西湖大学 助理研究员

18:00-18:30

Stokes drift through corals: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Herbert Huppert
Professor of Theoretical Geophys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会场联系人：戴雪（19810621890）

分会场 5

重点行业废水及污泥处理处置
及资源化
主       席： 薛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抚州厅

罡 (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副 主 席 ： 张欣辰（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牵头单位： 东华大学
合作单位：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主持人：薛 罡 (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
张欣辰（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钢铁行业焦化废水近零排放技术研究

褚华强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4:25-14:50

重金属复合污染物低碳处理与资源化技术
路径与思考

刘洪波
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 教授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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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50-15:15

大规模印染废水处理工艺的选择—以越城
区整合印染企业江滨水处理 12 万吨 / 日污
水处理工程为例

张建良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5:15-15:40

印染污泥水热资源化利用研究

陈 红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休 息

15:40-15:45
15:45-16:10

原位臭氧耦合过氧化钙促进污泥减量化、
无害化及资源化

张 艾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16:10-16:35

臭氧联合磁混凝高效沉淀工艺在综合印染
废水中的应用研究

蔡建峰
绍兴柯桥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35-17:00

氧化沟微氧运行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宋华龙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17:00-17:25

难降解有机废水零排资源化和焚烧资源化
协同技术

何春晓
浙江百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总经理

17:25-17:50

河湖底泥处理处置成套技术及典型案例分析

崔勇涛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钱雅洁（13917871036）		

分会场 6

李向阳（13910445026）

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
处理技术发展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抚州厅

主       席： 柳建设（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王 黎（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主持人：柳建设（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时 间
09:00-09:15

演讲题目
微电子工业废水深度处理与近零排放技术
研究

演讲嘉宾
王志伟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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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15-09:30

高浓度印染废水中污染物高值回收研究

黄满红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09:30-09:45

垃圾渗滤液处理中新污染物 ARGs 去除技
术研究

谢 冰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教授

09:45-10:00

化工制药废水铁循环氧化增效机制与应用

周彦波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10:00-10:15

高浓度氨氮污水的氮素回收与处理

杨殿海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0:15-10:30

双碳环境驱动下难降解废水处理面临的挑
战与创新

王 黎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休 息

10:30-10:35
主持人：王 黎（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10:35-10:50

高浓度有机废水膜蒸馏处理过程中的
VOCs 控制

李 方
东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0:50-11:05

有机固废基炭材料功能调控与污染物吸附
去除

张士成
复旦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1:05-11:20

赛默飞气质联用技术助力高效测定微塑料

步 峰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资深应用工程师

11:20-11:35

微生物技术在高难度工业废水上的应用

孔维杰
碧沃丰生物科技（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产品经理

11:35-11:50

含油废水的生物强化处理技术 - 从实验室
研究到现场应用

聂红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助理教授

11:50-12:05

前置臭氧耦合生物颗粒污泥的晚期垃圾渗
滤液脱氮工艺研究

李安婕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副教授

12:05-12:20

一体化多段交互式生物工艺及其应用

赵英武
上海宏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金宝艳（13552952766）		

高忠华（13161800256）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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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7

高危害有机废水及垃圾渗滤
液处理新工艺新技术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前湖会议中心南厅

主       席： 周科朝（中南大学 副校长）
魏秋平（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 中南大学

主持人：魏秋平（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光电阳极与催化型粒子电极制备及其有机
污染物电催化氧化性能

李 鹏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副教授

09:20-09:40

再生浆造纸废水厌氧处理技术：挑战与
探索

张 健
广西大学副教授

09:40-10:00

高性能硼掺杂金刚石电极电化学氧化高危
害有机废水的工程化应用案例分析

王宝峰
湖南新锋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00-10:20

电化学氧化 - 过硫酸盐 - 电芬顿耦合技术
协同降解高危害有机废水

魏秋平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0:20-10:40

全固态自支撑催化光电极的设计及有机污
染物去除

杨丽霞
南昌航空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
休 息

10:40-10:45
10:45-11:05

基于厌氧氨氧化的老龄垃圾渗滤液低碳高
效生物脱氮装备研究与应用

李 祥
苏州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级实验师

11:05-11:25

活性自由基在高级电化学氧化降解废水中
的作用机制以及研究现状

邓泽军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11:25-11:45

高危害制药废水处理技术国内外研究进展

周科朝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

11:45-12:05

光催化耦合其他高级氧化技术在有机废水
处理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马 莉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 副教授

会场联系人：魏秋平（13875848741）		

李向阳（139104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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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8

电容去离子方法与新材料
新技术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萍乡厅

主       席： 邱介山（北京化工大学化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刘建允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与工程学院

主持人：刘建允（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王 刚 （东莞理工学院环建学院教授 )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电容去离子脱盐技术的前景与挑战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4:20-14:40

MXene 电极设计及其在电容去离子中的
应用

马 杰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4:40-15:00

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层间调控在超级电
容器及电容去离子中的应用

汪 洋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副教授

15:00-15:20

电容去离子用 NASICON 及普鲁士蓝电极
的性能与机制研究

汪仕勇
东莞理工学院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助理研究员

15:20-15:40

电吸附 - 电沉积协同强化的铜离子泵

邓立波
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教授

15:40-16:00

锂选择性电极材料制备及盐湖提锂研究

刘建允
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休 息

16:00-16:05
主持人：邱介山（北京化工大学化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马 杰（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16:05-16:25

三维结构石墨烯高效电容去离子及光热水
净化研究

程虎虎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研究员

16:25-16:45

新型赝电容电极选择性电容去离子性能研究

周宏建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6:45-17:05

电池去离子海水淡化电极新材料开发

陈 洪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 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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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17:05-17:25

CuS 电极用于杂化电容去离子选择性提取
铜离子的性能研究

庄浩洪
东莞理工学院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硕士

17:25-17:45

不对称混合电容卤水提锂材料和技术研究

赵晓昱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副研究员

17:45-18:05

基于 MOFs/COFs 新材料在 CDI 中的应用
研究

张帅华
河北农业大学理学院 副教授

会场联系人：刘建允（15618634768）		

演讲嘉宾

李向阳（139104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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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领域

分会场 1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控制与治理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新余厅

主       席：李广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孙占学（东华理工大学校长、教授）
执行主席： 李 淼（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副教授）
张 芳（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副教授）
李书鹏（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牵头单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东华理工大学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李广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发言题目待定

孙占学
东华理工大学 校长、教授

14:20-14:40

土壤污染的区域标准差异化管理和减量净
化修复策略

骆永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14:40-15:00

石油化工场地地下水污染的衰减规律与风
险管控

赵勇胜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教授

15:00-15:20

土壤地下水污染修复与风险管控的地学思维

王文科
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5:20-15:40

场地典型 DNAPLs 运移过程及其模拟

吴吉春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5:40-16:00

流域地球关键带监测与示范

马 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环境学院 院长、教授
休 息

16:00-16:05
16:05-16:25

场地污染物非平衡跨界输移机制与协同修复

侯德义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6:25-16:45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现状与展望

郭观林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 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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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6:45-17:05

地下水“三氮”污染协同去除机制及处理
材料设备开发研究

李 淼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长聘副教授

17:05-17:25

农药类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及典型案例分析

康绍果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7:25-17:45

农药行业场地异味清除材料与控制技术

杨 勇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李淼（13810012960）		

分会场 2

高柏（18970055129）

第三届水土污染协同控制论坛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鹰潭厅

主       席：刘 国（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主持人：刘

时 间

国（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15

总汞和甲基汞在胶州湾海水、沉积物中的
分布及生物体富集特征

刘希涛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15-14:30

岩溶地下水污染诊断及修复

高旭波
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30-14:45

过氧化物活化去除水中碘代 X- 射线造影
剂研究

杨绍贵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45-15:00

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模式

刘伟江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
心 高级工程师

15:00-15:15

原位超增溶微乳液及其修复氯代烃污染含
水层效果研究

董 军
吉林大学新能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15:15-15:30

地下水污染模拟与智能控制

何 理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15:30-15:45

采矿尾砂库与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与
修复材料研究

刘云国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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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休 息

15:45-15:50
15:50-16:05

发言题目待定

李江山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16:05-16:20

PRB 反应介质 nZVI-HAP 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其吸附地下水 Mn( Ⅱ ) 的性能研究

张卫民
东华理工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16:20-16:35

翻阳湖平原地下水高硫背景因子形成机制
分析

储小东
江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高级工程师

16:35-16:50

德兴铜矿富家坞酸性水库污染防治措施
综述

占幼鸿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 高级工程师

16:50-17:05

生物炭阻控稀土矿区土壤重金属效应及机
制研究

刘祖文
井冈山大学 教授

17:05-17:20

纳米零价铁在多孔介质中腐蚀演化过程对
渗透性的影响研究

唐 杰
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讲师

会场联系人：唐杰（13146152266）		

分会场 3

秦玉雪（18614221187）

固体废物堆填场地污染防治
技术与应用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上饶厅

主       席： 陈云敏（中国科学院院士 /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软弱土与环境土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持人：詹良通（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柯 瀚（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中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北山地下实验室建
设进展

王 驹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研究员

14:20-14:40

高气压诱发的垃圾填埋场边坡失稳和渗透
破坏及控制

柯 瀚
浙江大学筑工程学院 教授

14:40-15:00

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填埋场泄漏无损定位检
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刘玉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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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5:00-15:20

土 - 膨润土垂直阻隔墙受力与固结行为监
测与模拟

李育超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

15:20-15:40

生活垃圾填埋场新污染物的研究进展

吕 凡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休 息

15:40-15:45
15:45-16:05

固废基污染场地生态修复材料绿色制备及
应用

李江山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16:05-16:25

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筛分治理技术与工程
实践

元妙新
中节能（杭州）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6:25-16:45

固体废物填埋场清污分流工程中存在的难
题与解决思路

余国平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6:45-17:05

生活垃圾填埋场地水文地质分类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措施研究

吴林波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博士后

会场联系人：柯瀚（13867197736）		

分会场 4

金宝艳 （13552952766）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及
技术发展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萍乡厅

主       席： 胡华龙（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
体废物分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体废物分会

合作单位：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郑

时 间

洋（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危险废物管理技术部副主任）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废旧动力电池高效循环利用与污染控制

曹宏斌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09:20-09:40

有机固废热解生物炭性能调控及强化污染
物生物转化机制研究

汤 琳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50·

2022年会会议指南.indd 50

2022/8/13 下午4:46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40-10:00

纤维增强金属矿尾砂胶结充填体破裂机理
研究

赵 康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重金
属管理技术部副主任

10:00-10:15

上海市交通工程渣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赵天彪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0:15-10:30

烟蒂污染的危害及其降解、利用的概况

严少敏
广西科学院 研究员
休 息

10:30-10:35
10:35-10:50

餐厨厨余垃圾处理的“加减法”

赵凤秋
北京洁绿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0:50-11:05

柔性固体废弃物资源化与聚氨酯基复合材
料研究

周 星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与数字媒体学院 副教授

11:05-11:20

多源固废协同清洁焚烧高效发电关键技术
装备的研发与应用

白 力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院长

11:20-11:35

生物质资源化纳米纤维素基材料的环境
应用

邓子龙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助理教授

11:35-11:50

亚 / 超临界水热技术及污泥处理与资源转
化研究

陈 忠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11:50-12:05

碱 - 热联动活化过硫酸盐降解氰化尾渣中
氰化物的作用效能研究

魏云梅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副教授

会场联系人：霍慧敏（15011150221）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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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5

典型危险废物处置利用技术
发展与创新实践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萍乡厅

主       席： 陈 扬（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 国家环境保护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主持人：邵春岩（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 院长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危险废物资源化技术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
策建议

王 琪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4:25-14:50

危险废物资源化产物定性及环境风险评估

王秀腾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研究员

14:50-15:15

含汞废物处置利用技术发展及实践

陈 扬
国家环境保护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常务副主
任 / 教授

15:15-15:40

PFOS 废物环境管理对策与处置技术发展

陈 刚
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中
心 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5:40-15:45
主持人：陈 扬（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15:45-16:10

高风险危险废物处置安全管理技术与实践

伉沛崧
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天津）中
心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6:10-16:35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与污染控制技术发展
趋势

黄爱军
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重庆）中
心 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16:35-16:50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无害化处置技术体系及
应用实践

慎义勇
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深圳）中
心 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刘夕（15201232481）		

冯钦忠（1355211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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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

分会场 1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美丽中国建设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宜春厅

主       席：徐海根（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
态与自然保护分会副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

主持人：徐海根（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副
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的关键技术与标
准体系

徐海根
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副主任委员 /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14:20-14:40

中国可持续生态投资项目进展分析

于丹丹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14:40-15:00

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特征及保护

闵庆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15:00-15:20

村镇建设生态安全评估与绿色生态建设
模式

张龙江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15:20-15:40

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在生态质量评价
中的作用

马方舟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休 息

15:40-15:45
15:45-16:05

全国生态系统碳汇及保护成效评估

赵 卫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16:05-16:25

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对野生大
豆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刘 标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16:25-16:45

基于生态效益评价的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与
修复

牛 韧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

16:45-17:05

生物多样性损害评估技术研究与示范

童文君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7:05-17:25

重大工程背景下长江流域鸟类多样性的动
态变化和归因分析

刘 威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7:25-17:45

典型农药地块地下水监控自然衰减实践与
机理

邓绍坡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于丹丹（15652620790）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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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自然系统未来模拟分析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宜春厅

主       席：岳天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模
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模型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岳天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模型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碳核查体系研究

岳天祥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 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模型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09:20-09:40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回顾与展望

李秀香
江西财经大学 教授

09:40-10:00

西安航投一号卫星及其遥感云平台在自然
系统监测和模拟分析中的应用

王鼎益
西安交通大学空间光学研究所 教授

10:00-10:20

中国机动车领域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

薛文博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休 息

10:20-10:25
主持人：薛文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10:25-10:40

城市水体提取方法优化与分析

崔耀平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教授

10:40-10:55

抚河上游产流对林地变化的响应模拟

黄宏胜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10:55-11:10

顾及时空相关性和气象因素的河流水质预
测研究

卢毅敏
福州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 副研究员

11:10-11:25

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碳储量的影响

孙晓芳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教授
休 息

11:25-11:30
主持人：卢毅敏（福州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 副研究员）
11:30-11:45

鄱阳湖流域降水未来情景模拟与变化趋势
分析

赵 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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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1:45-12:00

基于多源卫星的 XCO2 时空分布和一致性
分析研究

张丽丽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副研究员

12:00-12:15

气候变化与人口暴露度研究

杨 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博士生

会场联系人：赵娜（18801097315)）		

分会场 3

李向阳（13910445026）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修复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鹰潭厅

主       席：俞 海（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管理分会

主持人：殷培红（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自然生态部主任）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10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俞海致辞

09:10-09:25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理论基础
及管理制度完善建议

彭 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09:25-09:40

国土空间优化视角下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
理的理论及技术支撑体系

罗 明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 副主任

09:40-09:55

流域管理视角下生态保护与修复理论与技
术支撑体系

彭文启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师

09:55-10:10

滨海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理论与技术支撑
体系

曹文志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教授

10:10-10:25

关于华蓥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与修复的经验与启示

罗 彬
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 院长
休 息

10:25-10:30
10:30-10:45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钱
塘江源头区域）经验、问题与建议

刘 瑜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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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45-11:00

山江湖工程的经验、不足与建议

杨志平
江西省生态文明研究院 副研究员

11:00-11:15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赣
南区域）经验、问题与建议

马 飞
江西省赣州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11:15-11:30

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经验、问题
与建议

陆启华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

11:30-11:45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大数据
应用的实践与探索

徐 硕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1:45-12:00

交流讨论：围绕长江流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面临的挑战、治理工作的着力点
和实施路径、政策需求、协调保障机制等展开

会场联系人：郝亮（18811782492） 		

分会场 4

常方（13126599800）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极地环境与生态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新余厅

主       席：任南琪（中国工程院院士 /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
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一凡（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李一凡（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Local contamina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the Arctic: Perspectives and
consequences

Roland Kallenborn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化学、生物技术和食品科学学
院 教授

09:20-09:40

以全球的视野看冰川消融释放全氟化合物

王小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研究员

09:40-10:00

Chemicals of Emerging Arctic Concern –
Screening,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s

Katrin Vorkamp
丹麦奥胡斯大学环境科学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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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20

北极环境中新型有机污染物的时空分布与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谢志永
德国亥姆霍兹学会吉斯达赫特材料与海岸研究中
心 研究员

10:20-10:40

南极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赋存特征及
来源分析

张庆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休 息

10:40-10:45
10:45-11:05

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极多环芳烃：传输、归
趋与质量平衡

蔡明刚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教授

11:05-11:25

海洋水体和大气有机污染物高通量筛查技
术、全球传输过程及其归趋

蔡明红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员

11:25-11:45

北冰洋 b-HCH 的历史进出通量及负荷

李一凡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1:45-12:05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北极学校

刘丽艳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副教授

会场联系人：刘丽艳（18686826950）		

分会场 5

金宝艳（13552952766）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新余厅

主       席：梁明易（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玉源（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授）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主持人：梁明易（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深圳坝光及东涌区域红树林群落结构与植
物多样性特征比较研究

黄玉源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教授

14:25-14:50

超大城市群建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湿地生
态系统的路径及案例

董家华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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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50-15:10

水体微塑料污染对鄱阳湖沉水植物的影响

简敏菲
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15:10-15:30

华南与北美湿地多肢轮虫遗传多样性与遗
传分化格局

梁迪文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博士
休 息

15:30-15:35
主持人：黄玉源（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授）
15:35-15:55

赣南红壤丘陵区果园开发的水文生态效应
研究

刘贵花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15:55-16:15

长江鱼类 DNA 条形码研究

章 群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

16:15-16:35

城市湿地物种多样性及其调控

童春富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6:35-16:55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极小动物物种多样性保
护及生态廊道构建

王 敏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博士

16:55-17:15

中国沼泽湿地植被变化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神祥金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17:15-17:35

基于 eDNA 技术的广州湿地真核生物群落
结构特征

王 庆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副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金宝艳（1355295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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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6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植物环境与多样性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鹰潭厅

主       席：薛建辉（江苏省中国科字院植物研究所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
性专委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冯

时 间

煦（江苏省中国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委会秘书长）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30

森林植被重建对群落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

薛建辉
江苏省中国科字院植物研究所 教授 / 中国环境科
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委会 主任委员

14:30-15:00

秦岭植物生物多样性现状与保护对策

岳 明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15:00-15:30

极端耐干植物耐干机制研究

张道远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

15:30-16:00

多倍化驱动加拿大一枝黄花成功入侵的研
究进展

强 胜
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 教授

会场联系人：曾虹（13951994098）		

李向阳（13910445026）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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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7

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上饶厅

主       席：刘国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牵头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主持人：刘国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农村厕所粪污、污水协同处理技术与实践

刘国华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09:20-09:40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标准发展现状与建议

王海燕
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09:40-10:0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处置技术与实践

吕 凡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0:00-10:20

农村改厕与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

丁京涛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
所 副所长 / 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0:20-10:25
10:25-10:45

农村分散污水处理实践与思考

盛阳春
江苏省宏观经济学会环境与资源开发专委会 委员

10:45-11:05

农村污水处理适用工艺探索与实践

齐 鲁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副教授

11:05-11:25

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农业与森林碳中和
的机遇与挑战

田晓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教授

11:25-11:45

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李贵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副
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高忠华（131618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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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监察执法和风险防范领域

分会场 1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生态环境执法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前湖会议中心北厅

主       席：王亚男（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环境监察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察研究分会

主持人：王亚男（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察研究分
会副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40

全力开创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新局面

史庆敏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 副局长

09:40-10:20

现场执法检查新仪器新装备

喻 旗
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 二级巡视员

10:20-10:40

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五年回顾

吕晓君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执法部副主任

10:40-11:00

生态环境执法领域舆论引导

李 颖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副秘书长

11:00-11:20

环境执法证据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应用

文黎照
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11:20-11:40

碳排放管理典型案例解析

于 洁
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秘书长

会场联系人：邱秀珍（18701418609）		

金宝艳 （1355295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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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

新污染物治理与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防控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景德镇厅

主       席： 臧文超（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 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化学品环境风

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臧文超（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化学
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30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中的管理与科技需求

于相毅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正高
级工程师

09:30-10:00

新污染物治理面临的技术挑战

石利利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10:00-10:30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预测模型工具体系
研究

于 洋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高级
工程师

10:30-11:00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风险筛查技术研究

王燕飞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高级
工程师

11:00-11:30

持久性、迁移性和毒性新污染物研究进展

金 彪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于洋（134264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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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

环境暴露与人体和生态健康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景德镇厅

主       席： 朱 彤（中国科学院院士 /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暴露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暴露科学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宫继成（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环境暴露科学专业委员会介绍

段小丽
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14:25-14:45

全球变暖和污染减排情景下 PM2.5 及其组分
变化

陈 琦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4:45-15:05

遥感大数据助力环境健康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邹 滨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教授

15:05-15:25

水环境中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暴露和
生态健康风险

许 楠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 教授
休 息

15:25-15:35
15:35-16:00

大气细颗粒物来源识别的研究进展

郑 玫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16:00-16:20

“暴露组”大背景下环境健康研究的挑战
与机遇

方明亮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16:20-16:40

基于人群干预研究的 PM2.5 部分有机暴露组
分解析及相关健康效应研究

吴少伟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16:40-17:00

区域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源及其贡献定量研究

沈国锋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宫继成（1860092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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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

典型生态环境损害的观测、
模拟与判定

时间：8 月 21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景德镇厅

主       席： 高振会 ( 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院长、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乔 冰 (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牵头单位： 山东大学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高振会 ( 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院长、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
乔 冰 (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滨海近岸生态环境损害典型案例解析

高振会
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院长、教授

14:25-14:50

淡水生态系统损害鉴定与评估技术研究进展

余志晟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14:50-15:15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观测、模拟与判定研
究进展

乔 冰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与节能技术
研究中心 研究员

15:15-15:40

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高质量促进美丽
中国建设

董仁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15:40-16:05

船舶污染损害修复技术与评估

李 涛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与节能技术
研究中心 研究员

16:05-16:30

河流—入海口—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损害的
陆海统筹防控与鉴定

佘希林
青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16:30-16:55

内河航道生态护岸工程实施效果跟踪监测
评估

李晋鹏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与节能技术
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乔冰（139100660659）		

李向阳 （1391044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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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管理领域

分会场 1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实施推进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州厅 A

主       席：万 军（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专
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包存宽（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秦昌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所长、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副
秘书长）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思路与新任务

万 军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总工程师、研究员

14:20-14:40

中国环境规划学科发展展望

毕 军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40-15:00

“双碳”目标下国土空间治理逻辑——理
论框架及效能评估

包存宽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15:00-15:20

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路径

吴 建
浙江省生态环境低碳发展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
程师

15:20-15:40

协同推进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
发展

袁彩凤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5:40-15:45
15:45-16:05

规划标准体系建设经验借鉴与生态环境规
划标准体系初步考虑

秦昌波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所长 / 研究员

16:05-16:25

加强示范引领，建设美丽中国

熊善高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美丽中国研究中心 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

16:25-16:45

全面建设美丽江西，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
国“江西样板”

熊 鹏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 所长、高级工
程师

16:45-17:05

EOD 项目实施进展与典型案例介绍

卢 静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EOD 创新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苏洁琼（1381157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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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

环境社会治理与美丽中国建设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州厅 A

主       席： 陈 明（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
境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赵 芳（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环境管理与数据应用研究所所长、正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环境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20

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陈海嵩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教授

09:20-09:40

中国环境“邻避”问题的发展、特征与
对策

刘海东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环境管理与数据应用研
究所 副所长

09:40-10:00

广东省环境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建设探索与
实践

张景茹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
研究所 副所长

10:00-10:20

空间尺度视角下环境邻避治理的挑战与应对

王佃利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休 息

10:20-10:25
10:25-10:45

社区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社
区分异效应

王晓楠
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10:45-11:05

环境“邻避”风险的演化特征及发展态势
分析

黄 迪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环境管理与数据应用研
究所 室主任

11:05-11:25

环保 PPP 项目推行何以成功：构成要素、
组合路径与模式归纳——基于 16 个典型案
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李志刚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11:25-11:45

邻避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基于国内外邻
避文献的研究分析

刘会东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生院 硕士

会场联系人：侯冠羽（1861814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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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3

美丽中国建设的环境经济政策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吉安厅

主       席：葛察忠（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分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

主持人：葛察忠（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分会主任委员）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我国碳税制度设计及其经济影响研究

庞 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20-14:40

基于精细化企业信息采集的环境经济宏观
决策研究

常 杪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4:40-15:00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的概念辨析与核算框架

石敏俊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15:00-15:20

空气质量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 - 国际经验
与案例

万 薇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项目主任

15:20-15:40

美丽江西样本建设的经济政策

路 路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

15:40-16:00

从碳排放总量控制视角考量碳市场和绿电
消纳机制改革方向

毛显强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休 息

16:00-16:05
16:05-16:25

“美丽中国”建设国土空间状态诊断与未
来地理图景设计的思考

匡文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16:25-16:45

海洋生态产品总值（mGEP）核算技术体
系构建与应用

宋有涛
辽宁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6:45-17:05

环境税费改革与能源效率提高

黄和平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经济研究院 教授

17:05-17:25

基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环
境经济形势分析研究

杨丽阎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

17:25-17:45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协
调性分析

路 瑞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

17:45-18:05

转型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初探

陈 蕾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李婕旦（1348883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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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循环经济助力碳减排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 VIP206

主       席：李金惠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 / 中国环境科
学学会循环经济分会主任委员 )
牵头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循环经济分会
合作单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主持人：曾现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副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循环经济分会 秘书长）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05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领导致辞

09:05-09:10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循环经济分会
主任委员李金惠致辞

主持人：宋庆彬（澳门科技大学创新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副教授）
09:10-09:30

双碳目标下印染行业减污降碳路径研究

乔 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09:30-09:50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及
其影响研究

黄和平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09:50-10:10

废塑料高品质再生的关键技术

吕怀兴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格林循环研究
院 院长

10:10-10:30

城市矿产理念下澳门城市资源开发利用机
遇与挑战

宋庆彬
澳门科技大学创新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副
教授
休息

10:30-10:35
主持人：黄文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博士后）
10:35-10:55

基于无穷代生命周期模型的产品能源效率
与碳足迹评价探索

田 西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10:55-11:15

外卖行业减污降碳

周 雅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教授

11:15-11:35

污泥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储著定
安徽百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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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11:35-11:55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循环供给潜力

11:55-12:00

会议总结

会场联系人：曾现来（13466315735）		

分会场 5

曾现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副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循环经济分会秘书长

黄文博（13521810717）

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 VIP203

主       席：刘廷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 主 席 ： 姚 新（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特邀常务理事）
牵头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测专业委员会
合作单位：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监测》杂志

主持人：王业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0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与评价标准

张 颖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监测技术与方法标准首席
科学家团队专家 研究员

14:20-14:40

红外光谱技术国产化及其在污染大气监测
中的应用

徐 亮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4:40-15:00

淮河流域底栖动物分布特征及驱动压力
分析

阴 琨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环境监测首席科学家团队专
家 高级工程师

15:00-15:20

新污染物卤代多环芳烃的环境污染与健康
风险

金 蓉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环境学院 副教授

15:20-15:40

电化学传感器敏感界面的设计及其在监测
水环境中重金属的分析应用研究

黄行九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5:40-15:45

休 息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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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姚 新（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特邀常务理事）
15:45-16:05

大气污染防治精准调控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曹世凯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6:05-16:25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

杨 楠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高级工程师

16:25-16:45

中俄蒙跨境地区水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李浩鑫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16:45-17:05

孝感“智慧”生态 打造数字底盘，推进生
态监测现代化建设与应用

汪 飞
孝感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

17:05-17:25

水环境智能化监测与综合管理服务体系
的探索研究

程文健
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17:25-17:45

高频通量微型光谱法水质传感器研制与
应用

李文涛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副研究员

会场联系人：焦聪颖（18611103267）

分会场 6

杨竞佳（18001037736）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生态遥感监测与评估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 VIP203

主       席：高吉喜（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遥感监测与评估专业委

员会
合作单位：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侯 鹏（生态遥感监测与评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 兵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副院长）

时 间
09:00-09:25

演讲题目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预警

演讲嘉宾
方朝阳
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师范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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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25-09:50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状况和态势分析

宋巍巍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09:50-10:15

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探索 - 以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片区）为例

杨 渺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0:15-10:40

江西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研究与应用

廖 兵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 副院长、高级
工程师
休 息

10:40-10:45
10:45-11:10

遥感和 GIS 支持下的城市碳储量估算与空
气质量分析

童 元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10-11:35

粤港澳大湾区湿地水体遥感提取与碳储量
时空变化分析

邓雅文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博士

11:35-12:00

基于 GA-ANN 的高空间分辨率 NDVI 时序
数据重构方法研究

赵燕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博士

会场联系人：侯鹏 (13911293662)		

分会场 7

李向阳 (13910445026)

数据赋能、探索未来

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前湖会议中心北厅

主       席：胡 清（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大数据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 南方科技大学

北京环丁环保大数据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胡 清（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时 间
13:30-13:45

演讲题目
开幕致辞

演讲嘉宾
胡 清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 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生态环境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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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45-14:15

“云数智”一体，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

肖 雪
浪潮集团总工程师 浪潮云董事长

14:15-14:45

数字赋能南科大近零碳校园改造计划

钟丽锦
南方科技大学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副主任

14:45-15:15

聚焦数字环保，赋能减污降碳

李伏京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

15:15-15:45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崔 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所信息化应用研
究部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5:45-16:00
16:00-16:30

大数据驱动生态环境智能治理

何炜琪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环境大数据科学中心主任

16:30-17:00

地下水系统特征数据在地下水污染调查防
治中的探索

宋庆国
爱默里（河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企业创始人

17:00-17:30

探索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 蓝天记录人和他
的 3000 张照片

邹 毅
北京一目了然公众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17:30-18:00

企业碳中和路径

晏路辉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 CEO

18:00-18:15
会场联系人：汪远昊（18911632752）		

交流互动
廖芮（1872136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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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8

生态环境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

时间：8 月 21 日上午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吉安厅

主       席：魏 斌（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
主任委员）
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

合作单位：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黄明祥（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05

开幕式致辞

魏 斌
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 / 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主任委员

09:05-09:20

江西省生态环境数字化转型与实践探索

付忠诚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 党委书记、研
究员

09:20-09:35

九江市环境经济综合分析系统创新应用

常 杪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09:35-09:50

基于非现场监管模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创新及应用

吴昌子
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控中心 主任

09:50-10:05

统筹体系化建设和应用，助力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郑永福
陕西省环境信息中心 主任

10:05-10:20

生态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建设

郝千婷
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 高级工程师
休 息

10:20-10:25

主持人：付忠诚 ( 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10:25-10:40

以数智创新引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何炜琪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环境大数据科学中心
主任

10:40-10:55

数视融合，测管联动，创新智护生态新
模式

王英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事业
部总经理

10:55-11:10

中国联通数智赋能减污降碳

成湘龙
中国联通生态环境行业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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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 第五届青年科学家奖金奖 )

11:10-11:25

大数据智能算法在大气污染防控中的应用

曹世凯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1:25-11:40

浅析新算力下生态环境数字业务化综合分
析与应用

王师杨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40-11:55

区块链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执法监管

孔 云
杭州安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政府事
业部总经理

11:55-12:10

浅析政务数据资源在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
中的应用

薛文婷
陕西省环境信息中心 高级工程师

会场联系人：赵苗 苗（15810631928）		

马建民（1381144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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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青年科学家专场

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赣州厅 B

主持人：鲁 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
罗旭彪（南昌航空大学教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 第五届青年科学家奖金奖 )

15:00-15:15

锰基复合氧化物的表征及其在环境催化领
域的应用研究

彭 悦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副研究员

15:15-15:30

生物质与有机固废热转化

张会岩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15:30-15:45

电化学污水处理资源化和能源化

朱秀萍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15:45-16:00

新污染物人体暴露非侵入监测材料研究

郑 晶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16:00-16:15

环境空气中的有机化学：从亚马逊森林到
城市住宅

刘颖君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员

16:15-16:30

基于硫氧调控的混养反硝化理论与技术

陈 川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16:30-16:45

河流水生态系统模拟预测与展望

夏 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16:45-17:00

大气活性物种对二次气溶胶形成的影响

佟胜睿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17:00-17:15

土壤中自由基的形成过程与污染物降解

贾汉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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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时间：8 月 20 日 14:00-15:00

地点：前湖迎宾馆 9 号楼前湖厅

参会人员：常务理事、理事、部分特邀常务理事
会场联系人：张宏亮（13521336887）

刘婷（13810903006）

吴蕾（18611910554）

2022年全国环境科学学会工作交流会
时间：8 月 20 日 15:30-17:30

地点：前湖迎宾馆 9 号楼前湖厅

参会人员：全国环境科学学会

会场联系人：刘婷（13810903006）

张宏亮（13521336887）

吴蕾（1861191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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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科技成果展

前湖宴会中心二层平面图

T1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23

北京世纪朝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24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A1-A2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25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A3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26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A4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27

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5

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28

碧沃丰生物科技（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A6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A30

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

A7

安徽工业大学

A29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A31

北京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A8-A9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A10

爱默里（河北）科技有限公司

A11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1-C2 国家环境保护工业污染场地及地下水修复工程技术中心

A12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C3

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天津）中心

A13

南京浦蓝大气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C4

国家环境保护石油化工和煤化工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

A14

南京创蓝科技有限公司

C5

国家环境保护电力工业烟尘治理工程技术中心

A15

MDPI - Academic Open Access Publishing Since 1996

C6

国家环境保护工业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

A16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C7

国家环境保护污泥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

A17

中煤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

C8

国家环境保护道路交通噪声控制工程技术中心

A18

北京天诺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C9

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 ( 沈阳 ) 中心

A19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10

国家环境保护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

A20

碧普仪器（海宁）有限公司 A20

C11

国家环境保护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技术（昆明）中心

A21

杭州研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12

国家环境保护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北京）中心

A22

江苏海兰达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发展绿色低碳 建设美丽中国

2022年会会议指南.indd 77

·77·

2022/8/13 下午4:46

会议须知
热烈欢迎您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2 年科学技术年会！ 请您入昌前 1 天通过“昌通码”微信或支付宝小
程序，点击“入昌报备”进行健康报备。
1. 现场报到
8 月 19 日（8:00-24:00）现场报到，代表抵达江西前湖迎宾馆，请您出示“昌通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和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截图“绿色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正常”和“24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用于办理住宿的时候出示），在前湖迎宾馆大堂前台办理报到手续包括：签到、交会议费、领取餐券、
领取资料、安排住宿等。
有关说明：
（1）会议服务费 2200 元 / 人，在校学生代表持有效证件 1800 元 / 人，会员持会员证每人减免 200 元。
（2）与会代表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2. 用餐
本次会议提供 8 月 19 日晚餐，20 日 -21 日中餐和晚餐。参会代表请持房卡在住宿酒店用早餐（早餐时间
07:30-09:00）。

时  间

19 日晚餐

20 日午餐

20 日晚餐

21 日午餐

   21 日晚餐

18:00-20:00

12:00-13:30

18:00-20:00

12:00-13:30

18:00-20:00

地  点

江西前湖迎宾馆一号楼丽宝轩、会议中心走廊餐厅

3. 住宿
参会代表请爱惜房间内所有设施，如有损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房间内一切消费费用须由参会代表自理，
若需消费，请到前台办理相关手续。
4. 费用结算
会议注册费发票领取方式 ：
① 电子发票：报到时请预留好手机号码及邮箱，工作人员会后第一时间将电子发票以手机短信及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给您。
②专用发票：报到时请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议管理系统小程序完善发票邮寄信息，会后工作人员将按照预
留信息顺丰邮寄发票。
5. 注意事项
会议期间，进入会场须佩带代表证，并将手机关闭或置于振动状态。未经主办方许可，请勿在会议期间散发
与本次大会无关的任何宣传资料。
会议期间，如果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主办方有权对会议日程、活动进行临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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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别提示
会议嘉宾请在主会场前排按桌签就坐。“2021 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第五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青
年科学家奖”获奖者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突出贡献单位（集体）”请于 8 月 20 日上午 08:10 在主会场前排领
奖区就坐，参加领奖彩排。
7. 疫情防控与医疗保障
为做好 2022 年科学技术年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会人员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确保会议顺利召开，
请根据南昌市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如实进行健康申报。
① 参会人员请入昌前 1 天通过“昌通码”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点击“入昌报备”进行报备。
② 健康码为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正常，并持有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现场检测体温正常（体
温≤ 37.3℃）。
③ 所有外地来昌参会人员（除参加大会活动外）实行点对点闭环管理，外出必须向会务组报备。
④ 年会在江西前湖迎宾馆设置了核酸检测点，请参会代表按要求 8 月 19 至 21 日每天进行核酸检测。
⑤ 会议不接受近 7 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参会。
⑥ 会议期间，所有参会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如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时，须报会务组并及时就医。
⑦ 参会代表需严格遵守南昌市疫情防控要求。
联系人：张中华（13811859794）李 勤（13607710165）
8. 会议摆渡车
（1）8 月 19 日
江西前湖迎宾馆→会议协议酒店。乘车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大堂前厅。发车时间：流水发车。
（2）8 月 20 日 -21 日
会议协议酒店→江西前湖迎宾馆。乘车地点：各协议酒店大堂。发车时间：08:00。
江西前湖迎宾馆→会议协议酒店。乘车地点：江西前湖迎宾馆大堂前厅。发车时间：19:30。
9. 会务组联系方式
住宿 ：滕    云（17319034083）       交通 ：段凤云（13321667257）    用餐 ：姚佩伶（13878119095）
会务 ：张中华（13811859794）       王国清（1860131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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