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文件 
 

中水会城水专字〔2015〕02 号 
 

关于召开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的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业委员会各位委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心系水土保持工作，春节前夕考察调研陕西梁家河，

期间详细询问了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并作出重要指示。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精神，并活跃城市水土保持行

业交流，充分发挥行业平台作用，有效推动城市水土保持建设，经研究，拟于 2015

年 9月中旬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城市水土保持的传承与创新 

二、会议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与水土保持；城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城市水土保持信息

化建设；城市水土保持与水生态；城市水土保持与城市规划；城市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建设；城市水土保持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水土文化。 

三、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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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专业委员会 2015年换届选举； 

2、召开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 

3、特邀院士和专家作有关城市水土保持热点问题的主旨发言； 

4、特邀嘉宾作城市水土保持管理与技术相关的主题报告； 

5、相关行业专家讨论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 

6、城市水土保持摄影大赛颁奖。 

四、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5年 9 月中旬，会期两天； 

地点：陕西省西安市。 

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会议代表 

1、专业委员会委员； 

2、入选论文作者； 

3、特邀专家； 

4、特邀嘉宾。 

六、会议组织形式 

主办单位：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陕西省水土保持学会 

七、论文征集 

1、论文主题：城市水土保持的传承与创新 

2、本次研讨会面向全国征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论文、调研成果，择

优选用并安排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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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职 称  

单   位 
 

 

通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必填）： 

住宿（请√选） 单人间  标间单住  标间合住  不住  

会后考察（请√选） 参加  不参加  

交流形式（请√选） 会议发言  会议论文  旁听  

交流报告题目 

 

 

 

随行人员 

安排 

人数 

性别 
 

住宿要求 

（请√选） 

单人间  不住  

标间单住  标间合住  

会后考察 

（请√选） 

参加  

不参加  

备注 

 

 

 

备注说明： 

1. 正式代表（包括学生）：姓名、性别、单位、职称、Email（必填）、参会交流形式、住宿要求、会后考察等必须填写，以

便会务组安排相关事宜（如住宿、野外考察等）。 

2. 随行人员：“非参会”人员。请“正式代表”填写好您的随行人员的人数、住宿要求、会后考察事宜。特别是随行人员 2

人及以上，务必明确随行人员的住宿和考察安排。 

3. 住宿安排：参会代表统一进行住宿安排。 

4. 备注栏：建议、要求和特殊需说明事宜，如会后考察结束后有特殊要求需要会务组协助。 

5. 参会回执（截止期 2015 年  7 月 31 日）请统一回复至： cssbzwh@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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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论文征集主题及论文格式要求 

 

一、论文主题: 

城市水土保持的传承与创新 

二、论文议题 

（1）“一带一路”建设与水土保持 

“一带一路”建设与水土保持的关系，水土保持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地作用、任务；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水土保持建设的新内涵、新视角、新机

遇；“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水土保持战略设计等。 

（2）城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城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重点；如何全面落实、规范城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工作；现行中国城市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层面实施的有效性及存在的问题等。 

（3）城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 

城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重点研究领域；提高城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的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城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实现“动态水土保持”等。  

（4）城市水土保持与水生态 

低冲击开发技术、水生态治理方法在城市水土保持建设中的运用，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在城市水土保持建设中的体现；城市开发建设中的水生态敏感性与城市

水土保持的水环境效益等。 

（5）城市水土保持与城市规划 

城市水土保持与城市规划的衔接、互动；新时期规划生态型城市水土保持建

设的新挑战、新机遇；城市水土保持规划与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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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市水土保持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 

新城市理论时期城市水土保持发展、信息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监督管理、监

测、验收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等。 

（7）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的建设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的建设理念、实践经验与未来发展方向；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园区的设计思路；提高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科技示范效应、促科普教育工

作的实际性手段等。 

（8）水土文化 

城市水土保持建设中的“水土文化”内涵的挖掘；新时期、新思路条件下，

“水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论文要求  

1、本次研讨会面向全国征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论文、调研成果，择

优选用并安排会议发言。 

2、每位委员至少提交一篇交流论文，同时欢迎全国广大水土保持工作者和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投稿，本次学术研讨会将组织评选优秀论文，择优推荐到核心

期刊（如《水土保持研究》、《水土保持学报》等）发表。 

3、本次论坛会前将印刷会刊（论文集）作为会议资料，请拟参加研讨会的

单位和专家提前准备论文。 

4、论文要求：学术论文，字数不超过 6000 字，文件格式为 word 文档。具

体内容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包括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

等）、中文摘要（300 字以内）、英文摘要、关键词（3～5 个）、正文、主要参

- 6 - 
 



考文献、作者简介。图片要求：10-15张图片以供挑选，要求画面清晰，分辨率

不低于 350dpi，最短边 12cm。 

5、截稿日期：请于 2015年 7 月底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至城市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专委会秘书处，电子邮箱：cssbzwh@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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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 

委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 

时间 
 

政治 

面貌 
 

学历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邮件  

通讯地址  

电话  

传真  

E-mail  

工作简历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于 2015年 7月底前将盖章原件寄：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桃花路 32号鑫瑞科大楼 6

层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委会秘书处，邮编 518038；并将扫描件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至：

cssbzwh@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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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城市水土保持摄影大赛主题及参赛要求 

 

一、大赛主题 

生态城市，美丽水土 

二、参赛细则 

1、参赛作品单幅、组图均可。每位参赛者限投 5 件作品，一个组图视作一

件作品，组图最多不超过 6张。参赛作品需是首次参评，未参加过其他类似评奖

活动。 

2、参赛作品应符合本次活动主题，内容健康向上。作品内容必须为中国城

市水土保持相关题材。参赛作品原则上为 2013 年 1 月以后拍摄的作品。 

3、参赛作品不得作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谢绝提供电

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 

4、参赛作品应为本人原创，严禁抄袭和剽窃，一旦发现，将取消参赛资格

和已获奖项。任何有关著作权、肖像权等方面的法律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 

5、主办方对投稿和获奖作品拥有使用权（包括展览、展示、印刷、刊载等），

不再另付稿酬。 

6、比赛不收参赛费，作品不退回。比赛结束后，若出版获奖作品图册，不

收取任何入编费用。画册免费赠送入编作品提供者。 

三、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只接受数码照片（黑白、彩色不限），像素不低于 500万，文件

格式为 JPG。提交作品时，应同时提交作品的文字说明，包含但不限于标题、拍

摄时间、地点、创作意图等，字数在 1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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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为确保邮箱和网站安全运行，作者首次提交的参赛

作品，单个作品文件大小应小于 3M。如作品获奖，再提供获奖作品的原始文件。

接收作品的邮箱地址为：cssbzwh@qq.com。 

3、提交作品时务必准确填写《作品登记表》，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所在地

区、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等。因作者信息缺失而影响评选的，由作者

本人负责。 

4、作品提交截止时间：2015 年 7 月底。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 1名，奖品：证书、奖金 2000元。 

二等奖 3名，奖品：证书、奖金 1000元。 

三等奖 5名，奖品：证书、奖金 800元。 

优秀奖 10 名，奖品：证书、奖金 500元。 

晋级入围奖 20 名，奖品：证书、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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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土保持摄影大赛参赛作品登记表 

作品编号 （由主办方填写）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其他联系方式 （如 QQ等） 

作品简介* 

标题：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简介： 

备注  

注：标“*”为必填项，请参赛者认真填写此表，因为信息不全影响评选或颁奖者，责任由参

赛者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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