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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海峽兩岸環境與能源領域有識之士之間的交流，增強對環境與能源議

題的深入討論，受中國科學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與臺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協會

的委托，由南華大學和南京理工大學共同承辦的“2014 年兩岸環境與能源研討會”

將於 2014 年 10 月 12 日~16 日在湖南衡陽舉行。 

本研討會第一輪通知發出後，受到相關領域眾多環保企業、專家及學者的積

極響應和熱情支持。目前本研討會的各項籌備工作正按計劃順利進行，我們再次

真誠地邀請您參加本次研討會。現將會議籌備情況及第二輪通知發送給您，敬請

關注會議的重要時間安排。如有任何問題，請及時與會議聯絡人聯系，我們將竭

誠為您服務。 

對於有意向參加研討會，但還未回發第一輪通知報名表的，請盡快將填好的

報名表發送至各地區聯絡人處，以便預定酒店房間和更好地安排會議日程（10 月

份的衡陽酒店住房非常緊張。8 月 31 日前未提交參會報名表的，恕承辦方不能確

保為其統一安排食宿）。 

 

會議組織委員會 

主任委員︰鄒樹梁 

副主任委員︰周劍良、吳瑞賢、王連軍 

委員：（以姓氏拼音首字母為序） 

大陸 

劉    衛    劉曉東   李景燁   石偉群   單    健   唐景春   唐忠鋒 

王德忠   肖德濤   於  濤   楊  毅   周力平   趙修良   張智勇 

臺灣 

白子易    蔡西銘   陳慶和   陳王琨   洪肇嘉   廖述良   林凱隆 

李中光   王宇傑    顏有利   鄭昌奇   張鎮南 



環保企業與專家︰ 

崔駿武 陳怡誠 陳茂仁 陳麗玲 陳淼川 黃一鈺 

黃國瑞 黃婕喻 林熺達 李盛全 魯逸群 秦詩漣 

宋倫國 翁維聰 游建華 尹可倫 莊國棟  

會議學術委員會 

名譽主任委員：潘自強 

主任委員：徐洪傑、陳慶和 

副主任委員︰肖德濤、陳王琨 

委員（以姓氏拼音首字母為序） 

白子易 蔡西銘 陳  凌 甘俊二 顧志傑 懷  平 

洪肇嘉 候惠奇 劉  衛 劉曉東 劉新華 李  燕 

李君利 李先傑 李中光 李健生 廖述良 林紘原 

林凱隆 呂鴻光 毛振泰 邱英嘉 單  健 蘇文瑞 

石偉群 唐景春 唐忠鋒 吳其反 王連軍 王宇傑 

王文清 徐曉梅 於  濤 楊  毅 郁建珍 顏有利 

周劍良 周力平 周啟甫 趙修良 張鎮南 張智勇 

鄭昌奇 鄭  建     

會議議題 

一、環境資源之調配、利用、管理等方法與應用 

二、環境災害評估與控制方法與應用 

三、汙染預防、汙染防治(制)與整治等方法與應用 

四、廢棄物資源(材)化等方法與應用 

五、環境毒性及汙染分析方法與應用 

六、綠色科技及產業與交通、綠色能源等方法與應用 

七、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減碳等方法與應用 

八、輻射防護與核環境監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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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重要日程表 

2014 年 5 月 1 日︰ 開始接收摘要 

2014 年 09 月 15 日： 論文摘要或全文截止日期 

2014 年 10 月 12 日： 會議報到、註冊 

2014 年 10 月 13 日至 16 日： 學術報告、學術交流 

二、報名繳費模式  

1. 請參會人士將報名表電子檔填寫完整後發送至聯絡人電子郵箱（報名表參見附   

件一）。 

2. 研討會註冊費（報到時現場收取）: 

大陸人士：研討會註冊費人民幣 1000 元(不含食宿與環境考察費用) 

臺灣人士：研討會註冊費新臺幣 5000 元(不含食宿與環境考察費用) 

    繳納會議註冊費時，將給繳費者提供事業單位的收費憑證，需要正式稅務發

票的請在報名表的備註中告知會務組。 

三、論文全文格式說明 

1. 論文格式請參見附件二、附件三； 

2. 提交論文時請註明論文所屬的會議議題的專題編號。 

四、論文全文上交模式和時間安排 

論文摘要或全文請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之前以電子郵件形式 E-mail 至臺灣與

大陸的會議聯絡人。為方便編輯作業，請勿編列頁碼。 

五、研討會正式文字、語言及原則 

1. 中文簡體、中文繁體或英文均視為正式文字； 

2. 大會正式語言為中文與英文。 

六、研討會報到、食宿及票務安排 

1. 研討會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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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註冊地點：湖南衡陽神龍壽嶽國際大酒店（南嶽神龍大酒店）大廳（酒

店及交通線路信息請參見附件四） 

    報到註冊時間：2014 年 10 月 12 日（8:00~23:00），其他時間到達報到地點的

請提前聯系研討會會務聯絡人，10 月 12 日可能在高鐵衡陽東站設立臨時接待點，

請乘坐高鐵到衡陽的參會代表提前與會務接待人員聯繫。 

2. 食宿安排 

所有註冊參會代表食宿由承辦單位統一安排，費用自理。 

神龍壽嶽國際大酒店（南嶽神龍大酒店）住宿參考標準： 

標準雙人間：RMB 298 元/間（含自助早餐） 

標準單人間：RMB 298 元/間（含自助早餐） 

10 月 12 日當天的房價會因衡陽南嶽特殊的節日上漲到 400 元左右。 

3. 票務安排 

    請各位參會代表提前預定或購買回程車票，需要會務組幫助購買回程車票或

者預定回程車票的請在報名表的備註中註明，並提前與會務組聯系。 

七、研討會疏散時間及退房問題 

會務組與酒店協商的最遲退房時間為 14:00，退房時請自己直接到酒店前臺交

房卡並結算房費。 

八、2014 年兩岸環境與能源論壇會議聯絡人 

大陸︰ 

單健博士 楊毅博士 

南華大學 南京理工大學 

Tel︰86-18674721749/0734-8281887 

Fax: 86-0734-8282251 

Tel︰13913875889 

Fax: 86-25-84311956 

E-mail: csee20114usc@163.com E-mail: yyi301@163.com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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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王琨博士 邱英嘉博士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Tel: 886-2-82122000 ext. 6952 Tel : 886-3-4361070 ext. 3303, 3304  

Fax : 886-2-82122801 ext 6952 Fax : 886-3-4372193 

E-mail︰gcsee2014@gmail.com E-mail : cij@tiit.edu.tw 
 

九、2014 年兩岸環境與能源論壇會議會務組聯絡方式 

會務接待：吳喜軍，李誌強 

電    話：15873409102, 15273442200 

會議註冊：何正忠，金暢 

電    話： 13575231067, 15173431996 

傳    真：0734-8282251  

電子郵箱：csee2014usc@163.com 

通訊地址：湖南省衡陽市常勝西路 28 號南華大學（核科學技術學院） 

郵    編：4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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