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中国地理学大会
（2018 China Conference on Geography, CCG2018）
2018 年 8 月 29-30 日

陕西●西安

通知（第二轮）
经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议研究决定，从 2018 年起将中国地理学会学术
年会更名为“中国地理学大会”。经有关方面友好协商，定于 2018 年 8 月 29-30
日在西安召开“2018 年中国地理学大会”。诚挚邀请和热烈欢迎全国地理学者
和研究生届时齐聚西安，分享新发现、交流新思想、探讨地理学学科的新发展、
共绘新时代中国地理学发展蓝图。
大会将围绕“新时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主题，总结和交流近年来地理学理
论、方法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变化背景
下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利用和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探索新时代
中国地理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发展
路径。
一、主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
陕西师范大学
二、承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陕西省地理学会
三、协办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广东新蚁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宝鸡文理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大会主题与内容
1. 会议主题：
新时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
2. 会议内容（专题分会场）：
(1)改革 40 年来中国地理格局的变化
召集人：傅伯杰、樊

杰

(2)自然地理学研究前沿与发展战略
召集人：傅伯杰、鹿化煜
(3)新时代自然地理学的内涵和作用
召集人：张镱锂、冷疏影
(4)新时代人文地理学的创新与使命
召集人：方创琳、李九全
(5)新时代 GIS 创新与遥感应用
召集人：顾行发、秦其明、陆

锋

(6)全球生态系统与碳循环
召集人：朴世龙、万师强、彭书时
(7)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科学问题与研究
召集人：张百平、李君轶
(8)自然地理与山地研究
召集人：邓

伟、张镱锂、戴尔阜

(9)地貌学与地表过程（含人类世的地貌过程）
召集人：周力平、师长兴、王随继
(10)地貌过程与环境演变
召集人：潘保田、李有利、王先彦、张会平
(11)面向全球变化的生态水文
召集人：夏

军、邱国玉

(12)气候变化与文明演化
召集人：张虎才、杨晓燕
(13)中国历史上的气候与社会
召集人：潘

威、李

钢

(14)物候与全球变化
召集人：戴君虎、王焕炯
(15)气候多尺度变化与风险

召集人：郑景云、张学珍
(16)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湖泊湿地响应与适应
召集人：秦伯强、刘

敏

(17)树木年轮与气候环境变化
召集人：刘

禹、刘晓宏、梁尔源

(18)长江生态环境修复保护与绿色发展
召集人：段学军、高俊峰
(19)地理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召集人：王学军、梁

涛

(20)生物地理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召集人：刘鸿雁、傅声雷、沈泽昊
(21)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观测、模拟与集成
召集人：袁文平、陈

旻、庾

強

(22)生物地理学理论与应用
召集人：刘鸿雁、勾晓华、沈泽昊
(23)丝绸之路与地理环境
召集人：陈

曦、杨德刚

(24)面向健康中国战略的健康地理研究
召集人：葛

淼、龚胜生、杨林生

(25)城市健康地理
召集人：周素红、孙斌栋、杨林生
(26)生态文明建设、碳排放与区域低碳发展
召集人：秦耀辰、黄贤金
(27)海洋经济与海岸环境
召集人：张振克、韩增林、唐晓春、戴志军
(28)海岸带环境灾害与风险管理
召集人：王先伟、高

超

(29)月球及行星地貌研究
召集人：程维明，刘建忠，邸凯昌
(30)新时代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及区域治理新方略
召集人：陈

雯、苗长虹

(31)“一带一路”倡议与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召集人：刘卫东、贺灿飞
(32)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召集人：柴彦威、甄

峰

(33)新型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与城市群建设
召集人：方创琳、陆玉麒
(34)新时代地理学视野下的城市与区域管理
召集人：李国平、陈兴鹏
(35)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召集人：刘彦随、龙花楼
(36)中国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现状及进展
召集人：田

明、吴启焰

(37)国家空间治理改革与地理学应对
召集人：樊

杰、张平宇

(38)文化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
召集人：周尚意、朱

竑

(39)新时代旅游地理传统与文化创新
召集人：章锦河、张朝枝
(40)发展地理学视角下欠发达地区的转型发展
召集人：邓祥征、赵敏娟
(41)全球创新网络与中国地缘科技战略
召集人：杜德斌、李同昇
(42)政治地理学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
召集人：宋长青、刘云刚
(43)地理大数据挖掘与人文经济地理学技术方法创新
召集人：金凤君、甄

峰、苏奋振

(44)变革中的地图学与 GIS
召集人：钟耳顺、齐清文
(45)数字地形分析
召集人：汤国安、程维明、杨勤科、熊礼阳
(46)大数据地理学
召集人：刘

闯、廖小罕、李加宏、张松梅

(47)资源环境知识分析与科技评价
召集人：曲建升、朱晓华
(48)地理学时空分析方法
召集人：王劲峰、梁

怡、廖一兰

(49)高考改革背景下的中学地理教育

召集人：韦志榕、段玉山
(50)地理奥赛题与核心素养评价
召集人：王

民、蔚东英

(51)青年地理工作者沙龙（自然地理）
召集人：罗小龙、王

军、李爱农

(52)青年地理工作者沙龙（人文地理）
召集人：罗小龙、王

军、李爱农

(53)青年地理工作者沙龙（GIS）
召集人：罗小龙、王

军、李爱农

(54)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Geography in the World
召集人：Bojie Fu, Yukio Himiyama
五、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席：傅伯杰

副主席：安芷生

陈发虎

程国栋

崔

鹏

郭华东

李德仁

李吉均

刘昌明

刘燕华

陆大道

秦大河

孙鸿烈

邵明安

陶

澍

童庆禧

王

夏

徐冠华

姚檀栋

叶嘉安

郑

度

周成虎

周卫健

颖

军

Ronald R. Abler, Yukio Himiyama, Vladimir Kolosov,

Seungho Lee, Michael Meadows, Jean R. Pitte, Douglas Richardson,
Kasimov Nikolay, Takashi Todokolo

委

员：保继刚、蔡运龙、柴彦威、陈

田、陈

雯、陈

曦、

邓

伟、邓祥征、丁金宏、董治宝、杜德斌、段学军、

樊

杰、方创琳、葛全胜、宫辉力、顾行发、韩增林、

何大明、金凤君、冷疏影、李国平、李栓科、李同昇、
李小建、梁

怡、廖小罕、刘宝元、刘

刘纪远、刘

敏、刘卫东、刘彦随、刘耀林、刘

刘

禹、刘云刚、鹿化煜、罗

潘保田、彭

闯、刘鸿雁、

静、闾国年、马

毅、
巍、

斌、朴世龙、秦伯强、秦耀辰、曲建升、

史培军、宋长青、汤国安、王劲峰、王

民、王士君、

王

涛、王学军、王仰麟、韦志榕、吴松弟、薛德升、

延军平、杨桂山、杨林生、杨玉盛、俞立中、臧淑英、
张百平、张朝林、张虎才、张

捷、张平宇、张镱锂、

张振克、章锦河、甄

峰、郑景云、钟耳顺、周介铭、

周力平、周尚意、朱

竑、朱立平

六、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傅伯杰 院士
程光旭 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副主席：张国友 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执行秘书长
杨祖培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董治宝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院长
陕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

秘书长：董治宝（兼）
副秘书长：陈晓清、葛

淼、何书金、贺灿飞、李琛妍、李晋东、

林爱文、濮励杰、吴正方、杨永春、赵振斌、郑海博
委

员：白

凯、白建军、陈

林、程维明、戴君虎、段克勤、

郝高建、李

晶、李九全、李双双、卢

欢、罗小龙、

欧启均、潘

威、庞奖励、苏惠敏、田

明、王

岱、

钰、王蓓蓓、王先伟、贠蒲军、袁文平、张

雷、

王

周素红、周正朝
七、重要日期
3 月 20 日：发布第一轮通知、会议网站试运行
5 月 17 日：发布第二轮通知、会议网站开通
6 月 30 日：早期注册缴费优惠截止
7 月 31 日：提交论文摘要和正式注册截止

8 月 15 日：提交参评青年优秀论文全文截止
8 月 20 日：发布第三轮通知和会议指南
八、会议费用
与会者需缴纳会议注册费（含参会许可、会议材料、场地租用和会间用餐等）。
一般与会者 1600 元/人，其中，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1200 元/人；在校学
生 1000 元/人，其中，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学生会员 800 元/人。早期注册缴
费可享受优惠价格。往返交通、会间住宿及会后野外学术实习与考察费用自理。
会议代表

6 月 30 日（含）前

7 月 1 日及以后

正式代表（地理学会有效会员）

1000 元/人

1200 元/人

正式代表（非会员）

1400 元/人

1600 元/人

学生代表（地理学会有效会员）

700 元/人

800 元/人

学生代表及陪同人员（非会员）

900 元/人

1000 元/人

会议注册费退款条例：
1、如需退款请邮件通知会务组，10 个工作日内退回原卡，退款标准：2018
年 8 月 15 日以前申请全额退款；2018 年 8 月 15-28 日可申请退 50%注册费；2018
年 8 月 28 日以后将不能退款。
2、如因提交摘要未被安排报告，需要办理退款，请于参会前与会务组联系，
我们将全额退款。
会务组邮箱（退款）：lichenyan@igsnrr.ac.cn。
九、宾馆预订
为满足参会代表的住房需求，会务组提供不同类型酒店供选择。会议举办期
间为西安地区会议及旅游旺季，住房紧张，请您登陆网址（大会网站有链接）
https://jinshuju.net/f/BvejRn 提前预订房间，并支付首晚的费用作为酒店预
订担保金，入住后担保金原卡退回。宾馆房费请与您入住宾馆前台直接结算，预
定金不能抵扣房费，发票由入住宾馆开具。
预定宾馆取消条例：
如需取消，请 8 月 15 日以前邮件通知会务组，8 月 15 日以前申请免费取消，
会务组在会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宾馆预定金；8 月 15 日以后将不能退款。

会务组邮箱（取消预订）：lichenyan@igsnrr.ac.cn
十、野外学术实习与考察
会议拟设 4 条野外学术实习与考察路线，费用自理：
（1）西安人文历史与古城保护考察（暂定 1 天）；
（2）太白山地区地貌、气候、植被与土壤综合考察（暂定 3 天）；
（3）黄土高原地貌与黄土沉积（暂定 3 天）；
（4）黄河-渭河三角洲地区湿地、沙地综合考察（暂定 2 天）。
十一、会议交流形式
大会设特邀口头报告、分会场口头报告、分会场展板等不同类型的交流形式。
大会将发放《2018 年中国地理学大会摘要汇编》（电子版），供会议代表参考
使用。
十二、青年优秀论文
大会将评选表彰青年（≤40 岁）优秀论文 20 篇，参评者需提交论文全文并
到会报告。获奖论文将在闭幕式上进行颁奖。
十三、展商展览
CCG2018 组委会诚挚邀请国内、国际相关企业参与本届年会系列活动。我们
已经为您设计了一系列参展方案，将给您提供最大的产品展示、企业宣传和与国
内外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招展细则请见大会网站专区。
十四、会议联系人
赵振斌 029-85310530; snnugeog@163.com、zhaozhb@snnu.edu.cn
郑海博 029-85310522；snnugeog@163.com、zhb@snnu.edu.cn
李琛妍 010-64870663；lichenyan@igsnrr.ac.cn
注：大会网址 www.ccg2018.cn 已经正式启用，请在网上注册、提交摘要、
预订宾馆和缴费。
中国地理学会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