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壤学会个人会员条例 

（2020 年 9月 24日第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本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土壤科学技术工作者跨行业、跨部

门、非营利性、并依法登记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土壤科技事业的重要力量。 

为更好地为广大土壤科技工作者服务，规范本会会员（本条例会

员指个人会员）管理，根据《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组织通则》和《中国

土壤学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精神，并贯彻本会宗旨，特制定本条例。 

一、会员类别 

本会个人会员分：学生会员（A）、普通会员（M）、外籍会员（F）、

终身会员（L）和荣誉会员（H）。 

二、入会条件 

拥护本会的章程，有加入本会的意愿，并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

请加入本会。 

1．学生会员：与本会专业有关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包括硕士

生、博士生）。 

2．普通会员：热爱土壤科学技术事业，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职务

或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 

3．外籍会员：在土壤科学技术相关领域有较高学术成就，对我

国友好，并愿意与本会联系、交往和合作的外籍专家、学者，经本会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备案后，可吸收为外



籍会员。外籍会员可优惠获得本会出版的学术刊物和有关资料，可应

邀参加本会在国内主办的学术会议并获得相关的其他服务。本条例以

下规定不含外籍会员。 

4．终身会员：本会普通会员一次性交纳 1000元人民币及以上会

费，可升级为本会终身会员。 

5．荣誉会员：对土壤学科发展和建设有重大贡献、具有较高学

术威望的会员；对本会的学会建设、组织管理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会员；对土壤学科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具有较高学术威望并关注中国

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和交流的外籍会员。 

三、入会程序 

（一）学生会员（A）、普通会员（M） 

中国国籍人员可根据本会入会条件申请本会学生会员、普通会

员 。 登 录 中 国 土 壤 学 会 会 员 系 统 页 面

（ http://www.csss.org.cn/about/9.html ）， 点 击 链 接 网 址

（http://sssc.scimall.org.cn/member/signup.php）完成注册。经

学会办公室审核通过，交纳会费后，即可成为本会学生会员、普通会

员。 

（二）外籍会员（F） 

外籍人员可根据本会入会条件申请本会外籍会员。填写附表 1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pplication Form for Foreign 

Member中国土壤学会外籍会员申请表》，签字扫描件发送至学会办公

室邮箱 sssc@issas.ac.cn。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http://www.csss.org.cn/about/9.html
http://sssc.scimall.org.cn/member/signup.php


并报中国科协备案即可成为本会外籍会员。 

（三）终身会员（L） 

本会学生会员、普通会员一次性交纳会费 1000元人民币及以上，

可升级为本会终身会员。 

（四）荣誉会员（H） 

本会会员（含外籍会员）可根据本会入会条件申请本会荣誉会员。

填写附表 2《中国土壤学会荣誉会员申请表》，签字扫描件发送至学

会办公室邮箱 sssc@issas.ac.cn。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

通过，可成为本会荣誉会员。荣誉会员的评审原则上四年一次，评审

时间在本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前完成。荣誉会员免交会费。 

四、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参加本会的学术和其它活动； 

4．可参加本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评奖活动； 

5．可由本会推荐参加相关人才、项目、奖项评选活动； 

6．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 

7．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二）义务 

1．遵守本会章程和各项规定，执行本会决议； 

2．接受本会委托和交办的工作； 



3．维护本会合法权益，为本会的发展献策出力； 

4．维护本会声誉，未经本会许可，不得以本会的名义对外联系

工作； 

5．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6．积极宣传本会工作，热心参与科学普及等公益活动； 

7．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会费标准、交纳与管理 

（一）会费标准： 

1、学生会员无需交纳会费；  

2、普通会员会费为 50 元人民币/年，一次性交纳一届（四年）

会费即 200元人民币/届； 

3、外籍会员会费为 2000元人民币/届。 

4、终身会员和荣誉会员免交会费。 

（二）会费交纳： 

会费交纳可采用支付宝转账或银行汇款两种方式： 

（1）支付宝转账： 

收款账户：sssc@issas.ac.cn 

收款人：中国土壤学会 

 



（2）银行汇款： 

开户名：中国土壤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成贤街支行 

帐  号：4301010809001064640 

行号：1023 0100 0190 

（三）会费管理： 

1、会费由本会办公室统一收取、统一管理； 

2、会费主要用于维持学会日常工作及开展会员活动，为会员提

供信息、资料等所需费用，部分用于本会各奖项的评审和奖励； 

3、收取的会员会费，由学会办公室开具电子发票，并通过电子

邮箱发送给各位会员，请务必在会员注册时提供有效电子邮箱地址。

本会将不定期在官方网站（www.csss.org.cn）和《中国土壤学会会

讯》上公布会费交纳情况； 

4、本会财务帐中设定会费收支账目，按照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

对会费进行管理，在年检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

况； 

5、每年的会费收入、支出情况向理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在换届

前按有关规定接受审计，并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接受会员代表大会

的审查。 

六、会籍管理 

1、会籍管理，由本会统一编册、建档； 

2、会员的重要信息变更后，需及时告知学会办公室并在线更新



会员信息，以便学会能及时地、更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 

3、未及时交纳会费的会员视为自动退会，不再享受会员的权利

和义务； 

4、注销会籍的会员要求恢复会员资格时，必须向学会办公室重

新提出申请，并补交前期未交的会费，才能恢复其会籍，享受会员的

权利和义务； 

5、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学会章程的行为，可劝其退会，或经学会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取消会籍，并及时予以公布；被剥夺政治权

利者，其会籍自动取消。 

6、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 

七、本条例由中国土壤学会办公室负责解释。会员的管理与服务

工作由学会办公室归口负责。 

 

 



附表 1：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pplication Form for Foreign Member 

中国土壤学会外籍会员申请表 

Name 

（Mother 

Language） 

 

Chinese Name 

（or Chinese 

Translated 

Name） 

 

（One inch 

bareheaded photo） 
Sex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o.  

E-mail  Telephone  

Major  Degree  

Company & 

Position 
 Title  

Self 

-introduction 

&  

Achievements 

（Add a page if needed） 

Recommendation 

□Self-recommended 

□Recommender Name 
（Need to be a 

current member） 

Member 

ID  
 

□Company of 

recommender 
（Need to be Provincial soil(fertilizer) society or committees of SSSC） 

Signature 
 

Date YYYY      MM     DD      

Comments of 

society 

 

        Date(YYYY-MM-DD): 

Notes：1.Please e-mail the form(.doc) and signature one(.pdf) to sssc@issas.ac.cn； 

2. Please attach scanned materials of identity. (e.g. Passport).



附表 2： 

中国土壤学会荣誉会员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一寸免冠照片） 

出生年月  籍    贯  

党    派  民    族  

文化程度  职称职务  

从事专业  

所在地区  原有会员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手    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学习及工

作简历（包

含培训、继

续教育等） 

 

对土壤肥

料学的学

科发展和

建设有何

重大贡献 

 

 

 

 



对本会的

学会建设、

组织管理

和学会发

展做出哪

些突出贡

献 

 

 

受过何种

奖励 

 

 

本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会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注：请将此表 doc 格式文件及签字 pdf 格式文件发送至 sssc@iss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