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土 壤 学 会
[2020]土会字 001 号

关于召开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的通知
（第一轮）
黑龙江 哈尔滨
2020 年 7 月 27-30 日
会议网：www.14trxh.cn

各有关单位、各位会员：
兹定于 2020 年 7 月 27-30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中国土
壤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同期召开“第十三届海峡两岸
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土壤学会
承办单位：黑龙江省土壤肥料学会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
东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二、 会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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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守护土壤健康，助力高质发展
具体内容：
1、重点围绕土壤资源合理开发与永续利用，土壤障碍的形成过
程与调控，土壤污染过程与污染土壤修复，土壤肥力提升与养分高效
利用，土壤圈物质循环与生态环境效应，土壤高强度利用与全球变化，
持续优质高产农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技术、理论及对策等，以大
会报告、专题研讨和墙报三种形式进行研讨和交流。
2、审议第十三届理事会工作财务报告、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等；选举第十四届中国土壤学会监事、理事、常务理事、监事长、理
事长，聘用秘书长、各专业委员会主任；讨论并确定第十四届理事会
的主要任务。
3、颁发中国土壤学会科技奖、中国土壤学会奖、中国土壤学会
优秀青年学者奖、中国土壤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证书、中国土
壤学会学术研讨会研究生优秀报告。
三、 会议安排
1、时间：2020 年 7 月 27 日全天代表报到;
7 月 28 日全天、29 日下午学术会议;
7 月 29 日上午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常务）理事会议;
7 月 30 日离会。
详细日程安排见附件 1。
2、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华旗饭店（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301
号）。
四、 会议住宿
会务组提前预定了不同标准的房间（附件 2），请各位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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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码注册登记时自行选择，会务组将根据代表的要求，按成功注册
顺序的先后安排房间。
酒店预定联系人：李佳佳 13936340784，赵丽丽 13946065090。
五、 交通指南
哈尔滨市华旗饭店具体地点及抵达路线见附件 3。组委会将于 7
月 27 日 8 时至 22 时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设有班车。班车间隔 1 小
时，整点发车，如遇人流较集中将增加车辆。
六、 注册及费用
与会代表需通过扫码注册登记，如无法进行扫码注册，可将附件
4 回执的电子版发至：14hydh@issas.ac.cn。

注册扫码

请各位与会代表务必提前注册。
本次会议将收取注册费（含会务、资料等费用，不包括住宿费）。
非在职研究生凭学生证享受优惠措施，随行人员的注册费亦有优惠。
根据注册费到帐时间的不同，实行分段优惠（见下表）。注册成功与
否以注册费用是否到帐为标准，房间安排按成功注册日期先后顺序进
行。若已交纳注册费的代表因故无法出席会议需返还注册费，会议将
扣除首日房费后返还余额。
提前注册（6 月 20 日及之前）的参会人员请一律采用银行汇款
方式支付注册费，并同时完成注册手续。请按分段优惠规定将注册费
通过银行汇款至指定银行帐号，请在备注中注明代表姓名、单位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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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信息，并保留银行相关信息以便核查。
注册费如下(学生仅提供会议资料，家属及陪同人员仅提供餐
票)：
不同注册时间段及收费标准（元/人）
人员类别

2020 年 6 月 20 日及之前 2020 年 6 月 21 日及之后

正式代表

1500

1800

1000

1200

600

800

非在职学生
（凭学生证）
家属及陪同

注册费请通过银行汇款方式缴纳：
（汇款请注明土壤学会会议注
册费及代表姓名等信息）
户 名：哈尔滨凯希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
账 号：23001865951050508668
联系人：陈艳
联系方式：0451–84609217;17745198390
七、 参展、赞助方案
未经会议主办方同意，公司或企业参会代表不得利用会议进行相
关宣传。如需赞助或协办会议，申请及费用见附件 5。
联系人：严卫东
联系电话：025-86881532
Email：14hydh@issas.ac.cn
八、 论文与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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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筹备委员会征集与本次研讨会有关的学术论文，会前编印论
文集，敬请全国相关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踊跃提交论文。
论文要求：
1、

应征稿件未在有关杂志上公开发表；

2、

论文均用 word 文档提交；

3 、 论 文 格 式 参 照 《 土 壤 学 报 》 投 稿 要 求
（ http://pedologica.issas.ac.cn/trxb/ch/reader/view_fixed_c
ontent.aspx?id=20090605173143001 ），请各位与会代表务必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上传至邮箱 14hydh@issas.ac.cn。
墙报要求：
1、本次会议提供墙报展位，按照专业（工作）委员会、工作组
进行登记和分配。
2、请各位代表按要求自行打印并带至会场，按指定位置张贴。
3、墙报规格要求：A0 纸大小（841*1189mm）。
4、请墙报作者务必按指定时间留在墙报前解答会议代表提问。
九、 联系方式
1、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368 号农科创新大厦

206 室，邮编：150086
联系人：刘双全
联系电话：0451-86612660，13845008701
Email：shuangquanliu@126.com
2、中国土壤学会办公室
地 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邮编：210008
联系人：周凌波 蒋宇霞 严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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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5-86881992，86881532
Email：14hydh@issas.ac.cn

附件 1：会议日程安排
附件 2：不同标准的房间价格
附件 3：交通指南
附件 4：参会回执
附件 5：参展、赞助方案

中国土壤学会
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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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8:00~22:00

2020.7.27

内容

地点

参会人员报到
华旗饭店

20:00~22:00 常务理事会议
9:00~12:00

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14:00~17:30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
2020.7.28

华旗饭店

14:00~17:30 专题报告（一）
19:30~21:30 研究生专场报告
9:00~10:00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10:00~12:00 第十四届一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
第二届一次监事会

华旗饭店

2020.7.29
9:00~12:00

墙报展示与讨论

14:00~17:00 专题报告（二）
17:00~18:00 大会闭幕式
2020.7.30

离会

附件 2：不同标准的房间价格
住宿容量（人）
宾馆酒店
客房类型及价位（元/间）

哈尔滨华旗饭店

标间、单间 480 元/间
高级标间、高级单间 540 元/间

哈尔滨悠融酒店

标间、单间、套间 420 元/间

哈尔滨格萨尔王酒店

标间、单间 380 元/间

哈尔滨北大荒国际饭店

标间、单间 460 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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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
标间：290 间
单间：17 间
高级标间：125 间
高级单间：47 间
标间：260 间
单间+套间：50 间
标间：100 间
单间：30 间
标间：160 间
单间：40 间

附件 3：交通指南
一、华旗饭店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301 号

（1）机场——酒店
①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出口步行 110 米（2 分钟），到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巴
士 2 号线→民防商务酒店方向，乘坐 11 站，到会展中心公交站下车，步行
194 米，到达华旗饭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45 公里，预计 150 元左右。
（2）哈尔滨火车站——酒店
①火车站南广场出口步行 54 米，到哈站公交站乘 8 路公交→闽江路方向，
乘坐 15 站，到会展中心公交站下车，步行 374 米，到达华旗饭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7.2 公里，预计 20 元左右。
（3）哈尔滨西站——酒店
①西站东广场出口步行 682 米，到哈西长途客运站公交站乘 203 路公交→
绿荫小区方向，乘坐 24 站，到会展中心公交站下车，步行 138 米，到达华
旗饭店。
② 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16 公里，预计 4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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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尔滨悠融酒店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南直路 216 号
（1）机场——酒店
①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出口步行 110 米（2 分钟），到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巴
士 2 号线→民防商务酒店方向，乘坐 11 站，到会展中心公交站下车，步行
1.3 公里，到达哈尔滨悠融酒店。
②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出口步行 130 米，到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大巴 3 号线
→哈东站方向，乘坐 5 站，到八区公交站，步行 27 米，在市八区体育中心
公交站，乘 201 路公交→建北街方向，乘坐 11 站，到信恒古玩城公交站下
车，步行 388 米，到达哈尔滨悠融酒店。
③ 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44 公里，预计 150 元左右。
（2）哈尔滨火车站——酒店
①火车站南广场出口步行 288 米，到哈站公交站乘 14 路公交→黄河路东段
方向，乘坐 15 站，到信恒古玩城公交站下车，步行 388 米，到达哈尔滨悠
融酒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805 公里，预计 21 元左右。
（3）哈尔滨西站——酒店
①西站东广场出口步行 219 米，到哈尔滨大街公交站乘 99 路公交→省电力
医院方向，乘坐 18 站，到省妇儿中心公交站下车，同站换乘 209 路公交→
阳光绿色家园方向，乘坐 8 站，到泰海花园小区公交站下车，步行 25 米，
到达哈尔滨悠融酒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16 公里，预计 45 元左右。
三、哈尔滨格萨尔王大酒店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 013 号
（1）机场——酒店
①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出口步行 110 米，到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巴士 2 号
线→民防商务酒店方向，乘坐 9 站，到农垦大厦公交站下车，步行 459 米，
到达哈尔滨格萨尔王大酒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42 公里，预计 150 元左右。
（2）哈尔滨火车站——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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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火车站南广场出口步行 54 米，到哈站公交站，乘 21 路公交→农业大学
方向，乘坐 8 站，到市质检院公交站下车，步行 335 米，到达哈尔滨格萨
尔王大酒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6.8 公里，预计 20 元左右。
（3）哈尔滨西站——酒店
①西站东广场出口步行 219 米，到哈尔滨大街公交站，乘 99 路公交→省电
力医院方向，乘坐 20 站，到珠江路公交站下车，步行 126 米，到达哈尔滨
格萨尔王大酒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12 公里，预计 38 元左右。
四、哈尔滨北大荒国际饭店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175 号
（1）机场——酒店
①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出口步行 110 米，到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巴士 2 号
线→民防商务酒店方向，乘坐 9 站，到农垦大厦公交站下车，步行 19 米，
到达哈尔滨北大荒国际饭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42 公里，预计 150 元左右。
（2）哈尔滨火车站——酒店
①火车站南广场出口步行 54 米，到哈站公交站乘 21 路公交→农业大学方
向，乘坐 10 站，到建北小区公交站下车，步行 517 米，到达哈尔滨北大荒
国际饭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6.8 公里，预计 20 元左右。
（3）哈尔滨西站——酒店
①哈尔滨西站东广场出口步行 219 米，到哈尔滨大街公交站，乘 99 路公交
→省电力医院方向，乘坐 21 站，到建北小区公交站下车，步行 299 米，到
达哈尔滨北大荒国际饭店。
②乘出租车到达酒店，全程 14 公里，预计 37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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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土壤肥料学术交流研讨会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办公电话

E-mail

移动电话

住宿标准
选择

入住日期

是否作报
告

报告题目

是否有墙
报

墙报题目

是否提交
论文

论文题目

往返交通
工具

合住与否

分组要求

分类要求

请填写具体车次和航班号

随行人员
人数及
姓名/（备
注）
随行人员指家属、朋友等，不包括同事、学生。
注：
（1）请通过扫码注册登记，如无法进行扫码注册，可将回执的电子版发至：
14hydh@issas.ac.cn；
（2）报告和墙报的分组（或分类）按专业（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进行划分，
组委会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配。
1、土壤物理；2、土壤化学；3、土壤生物和生化；4、土壤-植物营养；5、土壤
发生分类和土壤地理；6、盐碱土；7、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8、森林土壤；9、
土壤遥感与信息；10、土壤生态；11、土壤环境；12、土壤肥力与肥料；13、土
壤修复；14、土壤工程；15、土壤分析技术；16、氮素；17、土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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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参展、赞助方案
2020 年 7 月 27-30 日

黑龙江 哈尔滨

根据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三届四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精神，中国土壤学会定于
2020 年 7 月 27-30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次会员代表
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团结和凝聚广大土壤科技工作者，践行新时代赋予
土壤科学的新使命，围绕土壤相关学科和科技发展的热点问题，开展综合和专题
学术交流，共商新时代土壤相关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促进土壤科学事业的繁荣
和发展，促进土壤科技人才成长和提高；团结动员广大土壤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
以新状态踏上土壤新征程，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由中国土壤学会举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将汇集全国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的众多工作在第一线的权威专家、优秀中青年科技骨干和技术人
员，还有特邀的国内著名院士、专家等。大会将就土壤学及相关学科的热点和焦
点问题、科学技术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大会规模预计
2000 名代表。为了推动土壤学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
使其技术创新驱动我们学科、行业的发展，为相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宣传自我、
展示成果和寻找合作的机会，参展、赞助方案如下：
一、参展、赞助费用
1、A 级费用：人民币拾万（100,000）元；
2、B 级费用：人民币伍万（50,000）元；
3、C 级费用：人民币叁万（30,000）元；
4、其他方式宣传，请联系会务组。
二、参展、赞助形式
1、A 级参展、赞助单位（简称 A 级单位）：
（1）会议手册及大会背景墙上注明 A 级单位为协办单位；
（2）本次会议网站主页链接 A 级单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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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手册安排一页 A 级单位宣传彩页（由 A 级单位准备，但内容需经
过本会常务理事会审核）；
（4）安排 2 个展位，A 级单位可优先选择展位位置。各展位尺寸根据场地
而定，各配置一桌两椅，可各放 2 块标准展架，并可发放宣传资料；
（5）可申请一个分组报告（要求是与本领域内容相关的研究报告）；
（6）免 5 位参会人员会议注册费和餐费（住宿费自理）。
2、B 级参展、赞助单位（简称 B 级单位）：
（1）会议手册上注明 B 级单位为赞助单位（提供 Logo）；
（2）本次会议网站主页链接 B 级单位网站；
（3）资料袋中可放一页 A4 纸大小的 B 级单位宣传彩页（由 B 级单位准备，
但内容需经过本会常务理事会审核）；
（4）安排 1 个展位，B 级单位可优先于 C 级单位选择展位位置。各展位尺
寸根据场地而定，各配置一桌两椅，可各放 2 块标准展架，并可发放宣传资料；
（5）免 3 位参会人员会议注册费和餐费（住宿费自理）。
3、C 级参展、赞助单位（简称 C 级单位）：
（1）安排 1 个展位。展位尺寸根据场地而定，各配置一桌两椅，可各放 2
块标准展架，并可发放宣传资料；
（2）免 2 位参会人员会议注册费和餐费（住宿费自理）。
三、银行汇款信息(汇款时请注明“土壤会议赞助+单位名”)
本次会议委托江苏友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助会议参展、赞助工作，收取费
用并开具发票。
汇款银行信息如下：
户

名：江苏友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江宁高新区支行
账

号：481973983890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严卫东

蒋宇霞

周凌波

联系电话：025-86881532，86881992
电子邮箱：14hydh@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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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参展、赞助回执表
单位名称（中文）
单位名称（英文）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职务
□A 级单位：人民币壹拾万（100,000）元
□B 级单位：人民币伍万（50,000）元
参展、赞助形式

□C 级单位：人民币叁万（30,000）元
□其他，请注明：

发票抬头（全称）
开发票信息

发票内容

会议费/会务费

纳税人识别号
发票金额

票据形式

普通增值税发票

参展、赞助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单位（公章）

日

备注
请于 6 月 20 日前将此表电子版和签字盖章后扫描件或拍照图片发送到：
14hydh@issas.ac.cn。
请于 7 月 1 日前将参展、赞助款项汇入上述账户。款项未到账，不提供相关服务。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