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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

暨“土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的

通知 

（第二轮） 

内蒙古 呼和浩特 

2022 年 11 月 6-8日 
会议网：http://huiyi.csss.org.cn/2022 

 

各位理事，学会各分支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土壤（肥料）学会，

各有关单位： 

兹定于 2022 年 11 月 6-8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中

国土壤学会第十四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暨“土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学术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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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土壤肥料学会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 



二、 会议安排 

1、时间：2022 年 11 月 6 日全天代表报到； 

2022 年 11 月 7 日上午大会报告； 

2022 年 11 月 7 日下午分组报告； 

2022 年 11 月 7 日晚上研究生报告； 

2022 年 11 月 8 日上午分组报告，下午离会。 

2、地点：内蒙古乌澜大酒店（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开发区如意

和大街 58号、国际会展中心北侧） 

三、会议主要内容 

1、召开主题为“土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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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组报告、研究生报告三种形式进行研讨和交流，其中研究生报告将评

选出部分优秀报告。 

2、召开理事扩大会议：听取各分支机构工作汇报；审核第十七

届中国土壤学会科技奖、第八届中国土壤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和第二

批中国土壤学会会士候选名单；商讨第十四届四次理事会等有关事宜；

商讨学会其他相关工作。 

四、会议报告及论文征集 

1、征集会议报告：会议筹委会征集与本次研讨会主题相关的报



告。若参会人员需申请报告，请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前将报告相关

信息（报告人姓名及单位、报告题目和报告摘要）发至学会邮箱：

sssc@issas.ac.cn。 

报告摘要格式要求：题目（二号黑体），作者姓名（四号宋体，

作者姓名间空两格）、所属单位（五号宋体），文章摘要（五号宋体）

及关键词（五号宋体），作者简介（小五号宋体，包括姓名、出生年

月、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主要研究领域及联系方式等），总字数

800 字左右。 

2、征集会议论文：会议筹委会征集与本次研讨会主题相关的、

未曾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于会前编印论文摘要集。敬请全国相关科

技工作者积极参与，踊跃提交论文全文和详细摘要。论文全文及摘要

请用 word文档撰写，并请于 2022年 10月 20日前发送至学会邮箱：

sssc@issas.ac.cn。 

论文详细摘要格式要求同报告摘要。 

论文全文内容、格式要求：参考《土壤学报》

（http://pedologica.issas.ac.cn/trxb/site/menu/2008111893541001）。会

后，会议论文全文将推送至《土壤学报》编辑部，经审稿录用后可

享受提前刊登及版面费部分优惠。 

五、会议注册 

参会人员请于2022年10月20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注册并填写参

会信息。 

mailto:sssc@issas.ac.cn


 
扫码注册 

本次会议将收取注册费（含会务、资料等费用），交通、住宿费

用自理。我会总会发展的普通会员、终身会员及学生会员可在“中国

科协学会管理系统”（http://sssc.scimall.org.cn/member/login.php）下载

会员证，享受注册费优惠。注册费实行分段优惠，费用如下： 

人员类别 

不同注册时间段及收费标准（元/人） 

2022年 10月 20日 

及之前 

2022年 10月 21日 

及之后/现场 

总会会员代表 

（凭会员证） 
1200 1500 

非会员代表 1500 1800 

总会学生会员 

（凭学生证、会员证） 
800 1000 

非总会会员学生 

（凭学生证） 
1000 1200 

本次会议委托内蒙古金穗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协助会务接待

工作，收取注册费并开具发票，参会代表可通过银行汇款或者现场交

费。相关信息如下： 

户  名：内蒙古金穗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0548 5601 0400 0358 3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支行 

行  号：103191048560 



联系人：史李辉（13634719685）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土壤会议+参会代表姓名”。务必把汇款凭证

扫描或拍照后发至 360352588@qq.com，并请在邮件中明确您的开票

信息。 

提前交费的代表若不能按时参会，退款需扣除首日房费。 

六、会议住宿 

本次会议酒店为内蒙古乌澜大酒店，另有世和大酒店供代表选择，

详情见下表： 

酒店名称 地址 房价 

内蒙古乌澜大

酒店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开发

区如意和大街 58号（国际会

展中心北侧） 

标/单间：460元

/间（含早） 

世和大酒店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

街 52号 

标/单间：360元

/间（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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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联系人：严卫东 

联系电话：025-86881532 

Email：sssc@issas.ac.cn 

八、交通指南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各位代表自行前往会议酒店：内蒙古



乌澜大酒店报到，交通路线如下：  

 

①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到酒店（11公里） 

机场巴士 1 号线→72 路：白塔机场乘机场巴士 1 号线（火车站

方向）到“市政府站”下车，换乘 72 路公交车（金隅环球金融中心

方向）到“内蒙古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约 400米至酒店。机场乘

出租车到酒店约 30元。 

②呼和浩特东站到酒店（4.8公里） 

地铁 1 号线→72 路：东站乘地铁 1 号线（伊利健康谷方向）到

“市政府站”下车（B口出），换乘 72路公交车到“讨号板站”下车，

步行 300米到酒店，东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20元。 

③呼和浩特火车站到酒店（10公里） 



29路→K6路：呼和浩特站乘 29路公交车到“朝阳家园站”下车，

换乘 K6路公交车到“内蒙古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 500米至酒店。

火车站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30元。 

九、联系方式 

1、 中国土壤学会办公室 

联系人：周凌波 蒋宇霞 严卫东 

电话：025-86881992/86881532 

邮箱：sssc@issas.ac.cn 

2、 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联系人：李海港 

电话：13426493910  

邮箱：haigangli@imau.edu.cn 

附件：1、参展方案 

中国土壤学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附件1 

“土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参展方案 
2022 年 11 月 6-8 日  内蒙古 呼和浩特 

http://huiyi.csss.org.cn/2022 

经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四届常务理事会商讨，决定于 2022 年 11 月 6-8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土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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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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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方案如

下： 

一、参展费用 

1、甲级费用：人民币伍万（50,000）元； 

2、乙级费用：人民币叁万（30,000）元； 

3、丙级费用：人民币壹万（10,000）元； 

4、其他方式宣传，请联系会务组。 

二、参展形式 

http://huiyi.csss.org.cn/2022


1、甲级参展单位（简称甲级单位）：  

（1）会议手册、《论文（摘要）集》及大会背景墙注明甲级单位为协

办单位；  

（2）安排一个展位（尺寸根据场地而定，展位位置先到先选），配置

一桌两椅，可放 2块标准展架，并发放宣传资料； 

（3）免 3 位参会人员会议注册费和餐费（住宿费自理）。 

2、乙级参展单位（简称乙级单位）： 

（1）安排一个展位（尺寸根据场地而定，展位位置先到先选），配置

一桌两椅，可放 2块标准展架，并发放宣传资料； 

（2）免 2 位参会人员会议注册费和餐费（住宿费自理）。 

3、丙级参展单位（简称丙级单位）： 

（1）安排一个易拉宝宣传展位（标准易拉宝尺寸，展位位置先到先选），

易拉宝及宣传内容由丙级单位准备并制作； 

（2）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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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会议参展+单位名”） 

本次会议委托内蒙古金穗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协助会务接待工作，

收取费用并开具发票。 

汇款银行信息如下： 

户  名：内蒙古金穗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0548 5601 0400 0358 3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支行 

行  号：103191048560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严卫东  蒋宇霞  025-86881532 

邮箱：sssc@issas.ac.cn 

 

附件：参展回执表  



附件 

“土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参展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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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形式 

□甲级单位：人民币伍万（50,000）元 

□乙级单位：人民币叁万（30,000）元 

□丙级单位：人民币壹万（10,000）元 

□其他，请注明： 

开发票信息 

 

发票抬头（全称）  

发票内容 会议费/会务费 

发票金额  

票据形式 普通增值税发票 

参展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请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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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sssc@issas.ac.cn。 

请于 10月 30日前将参展款项汇入上述账户。款项未到账，不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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