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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青年土壤科学工作者暨第十届中国青年植

物营养与肥料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正式通知 

尊敬的土壤、植物营养与肥料科学的青年工作者代表： 

随着经济、社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壤、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从关注土壤生

产性能、养分供需平衡、保障粮食安全，转向土壤安全、生态安全与资源安全；从

注重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向农业生产过程要素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在

学科交叉融合、共谋发展的大背景下，青年科技工作者更需相互协作，共同挑战越

来越复杂的科学问题。 

为增进青年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推动土壤肥料科学持续发展，经中国土壤学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研究，兹定于 2016 年 5

月 18-20 日在山东泰安召开“第十五届中国青年土壤科学工作者暨第十届中国青年

植物营养与肥料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展示我国青年学者在土壤、植物营养与

肥料、农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本次大会的主题为

“土壤肥料与生态环境”。会议相关事项拟定如下： 

一、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土壤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山东土壤肥料学会 

              山东省土壤肥料工作总站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协办单位： 

              山东宏发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泉林嘉有肥料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二、会议内容 

        会议主要分为四个专题： 

（一）土壤资源利用：包括土壤地理，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与生物化学，土

壤遥感与信息，土壤改良与利用等； 

（二）土壤生态保护：包括土壤肥力与生态环境，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土壤污染与修

复，土壤碳氮过程与环境变化，养分循环与环境等； 

（三）植物营养与施肥：包括植物营养机理与调控，植物营养遗传与分子生物学，植物

营养生理生态与分子生物学，施肥原理与技术，作物养分综合管理等； 

（四）新型肥料：包括新型肥料研制，新型肥料工艺、装备与产业化，新型肥料施用技

术与评价，新型肥料推广及应用等。 

三、会议设置 

会议设置开闭幕式和特邀报告会场 1 个；设置土壤资源利用、土壤生态保护、植

物营养与施肥、新型肥料会场 4 个，用于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设置墙报，用于展示

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成果；设置展台，用于展示有关企业的产品。会议从中评

选优秀青年学术报告奖和最佳墙报奖。 

特邀报告：每个 30 分钟，拟计划 4 个，主要邀请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就相关重

要（热点）领域的研究进展作综述性报告。 

大会报告：每个 20 分钟，相关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优秀青年学者作报告。 

专题报告每个 15 分钟，从要求口头报告的正式代表中挑选。 

申请口头报告的学者请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前将报告题目发至秘书处，以便统一

安排。 

论文摘要文件格式为 Word 文档，具体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论文摘要、关键词等。具体格式为：A4 纸一页面，上下左右边距均为 2.5 



cm，宋体（西文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题目采用 3 号字，作者小四号字，

单位小五号字，其它均为五号字。摘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1 号。 

提交研究论文全文格式请参照《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投稿要求，优秀论文推荐

在《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正刊发表。 

四、墙报格式 

本次会议鼓励参加会议的老师和同学提供墙报展示，墙报规格为：高 120cm×宽

90cm（墙报自行印刷），届时评选优秀墙报奖。 

五、会议注册费用 

本次会议采取电子邮件注册（回执），会议学者代表每人缴会务费 1000 元，学生

代表每人缴会务费 600 元； 

企业代表需布展的每展台缴会务费 5000 元（含两人次会务费）； 

会议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由于旅游旺季房源紧张，确定参会人员请于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缴纳会费，便于

统一安排住宿（标间/单间 320元/天），2016 年 5月 1日之后缴纳注册费，无房源保

证。 

请提前注册的参会人员一律按照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注册费，并在汇款时注明

“2016 青土会+姓名”等具体信息，建议保留银行相关信息以便核查，会议报到时索取

发票。 

汇款银行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泰安市泰山区益员会议服务中心 

开户账号：236429422955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泰安金山路支行（行号：104463000154） 

六、会议日程 

2016 年 5 月 18 日-20 日 

报到注册：5 月 18 日全天（地点：山东省泰安市东尊华美达大酒店） 

学术讨论：5 月 18 日-20 日（地点：山东省泰安市东尊华美达大酒店） 

 



会议日程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5 月 18 日 

(星期三) 

全天 
代表报到注册 

领取资料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 

18:00-20:00 晚餐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20:00-22:00 组委会委员会议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 

5 月 19 日 

(星期四) 

08:30-09:00 开幕式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09:00-12:00 特邀报告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12:30-13:30 午餐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四季厅 

14:30-17:45 

大会专题报告 1： 
土壤资源利用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1 

大会专题报告 2： 
土壤生态保护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2 

大会专题报告 3： 
植物营养与施肥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大会专题报告 4： 
新型肥料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岱岳岱宗厅 

墙报展示 
企业布展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18:30-20:00 晚餐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四季厅 

5 月 20 日 

(星期五) 

8:30-10:30 

大会专题报告 1： 
土壤资源利用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1 

大会专题报告 2： 
土壤生态保护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2 

大会专题报告 3： 
植物营养与施肥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大会专题报告 4： 
新型肥料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岱岳岱宗厅 

墙报展示 
企业布展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10:30-12:00 参观山东农业大学  

12:00-13:30 午餐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四季厅 

14:30-16:30 

大会专题报告 1： 
土壤资源利用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1 

大会专题报告 2： 
土壤生态保护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宴会厅 2 

大会专题报告 3： 
植物营养与施肥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大会专题报告 4： 
新型肥料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岱岳岱宗厅 

墙报展示 
企业布展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16:30-17:30 大会闭幕式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至尊宴会厅 

18:30-20:00 晚餐 东尊华美达大酒店四季厅 

 



七、 会议地点及交通路线 

1、地点：东尊华美达大酒店（泰安市泰山区迎胜东路 16 号，电话：0538-8368888） 

2、交通路线： 

起点 终点 乘车方式 

火车-泰山站 

山东省泰安市 

东尊华美达 

大酒店 

① 在火车站站前广场乘坐公交车 K28 路（票价 2 元）

经 7 站在恒远国际旅行社下车，向北步行 170 米

到达目的地。 

② 打车约 7 元，约 8 分钟到达。 

火车-泰安站 

（高铁站） 

① 在高铁站乘坐公交车 K17 路（票价 2 元）经 22 站

在华泰大酒店下车，向北步行 520 米到达目的地。 

② 打车约 17元，约 22分钟。 

飞机-济南遥墙机场 

① 在济南遥墙机场停车区 P13乘坐机场至泰安空调大

巴（票价 70元），在停经站泰山国际饭店或终点

站尊皇大酒店下车后，打车到达目的地，打车约

10元，约 11分钟。。 

② 打车约 300-400元，约 1.5-2小时。 

八、会议组织： 

筹备委员会成员：邹建文、杨相东、杨越超、米庆华、蒋先军 

组织委员会成员：张宪省、米庆华、赵庚星、张民、诸葛玉平、杨越超、朱鲁生、

陈为峰、李新举、朱毅勇、李娟、申天琳、王淳。 

九、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大街 61 号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邮编：271018） 

联系人：王  淳（wangchun@sdau.edu.cn）； 

申天琳（eusfr2010@163.com）. 

 

 

                          中国土壤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6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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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会回执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土壤科学工作者暨第十届中国青年植物营养与肥料科

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会议注册（回执）表 

姓 名  工作单位/地址  

性 别  邮编  

电 话  E-mail  

手 机  研究领域  

职称/职务  是否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题目  

墙报题目  

摘要题目  

论文题目  

住宿是否合住  房间类型 标间 

 标间（320元/天,会期正值泰山旅游旺季，2016年4月30日之后缴纳注册费，无房

源保证）  
其他建议： 

 

注：1.住宿地点为东尊华美达大酒店（地址：泰安市泰山区迎胜东路 16 号，电话：

0538-8368888）；会务组将根据代表要求，按注册先后安排住宿。请于 5月 1之前

提交会议回执。 

2.注册表发送到会议秘书处：eusfr2010@163.com，以收到联系人回复为准。 

3.会议口头报告题目、论文摘要及全文发送到：eusfr2010@163.com。 

 

mailto:eusfr2010@163.com
mailto:eusfr20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