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水土保持学会文件 

世水保〔2018〕1号
 

 

关于召开第二届国际水土保持青年论坛暨 

评选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 

论文奖（地拓奖）的通知 

   

为了促进全球水土保持科研工作者的深入交流，鼓励

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水土保持科研和实践，推动水土保持学

科和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经协商，定于 2018 年 8

月 27-31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第二届国际水土保持青年

论坛，同时评选并颁发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地

拓奖）,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论坛议题 

本次论坛议题包括：水土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土壤

退化模型的机制与过程、水土保持技术革新、生态重建和

区域可持续发展、青年在水土保持中发挥的作用等。 

二、 论坛主要内容 



1、特邀报告 

论坛将邀请来自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 Panos 

Panagos 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的 Jean Poesen 教授、中

国农业大学的雷廷武教授、奥地利自然资源和生命科学大

学的 Helmut Habersack 教授、以及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

学的 Miodrag Zlatic 教授作论坛特邀报告，为水土保持青年

科技工作者提供与国际水土保持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交流

的机会。 

2、青年论坛 

论坛将安排多场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报告，为参

加论坛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3、课程培训 

论坛将安排一次水土保持相关技术的培训课程，青年

学者可获得由莫斯科国立大学颁发的培训证书。 

4、实地考察 

论坛进行过程中，将安排赴现场参观考察伏尔加河对

莫斯科城市的供水技术。 

三、 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地拓奖） 

为鼓励青年学者参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世界水土保

持学会将继续开展“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地拓

奖）”的评选工作。该奖项采取自由申请和同行评审的办

法评选优秀论文，每篇优秀论文的第一作者将获得由世界



水土保持学会颁发的证书和 1000 美元奖励。此次评奖由北

京地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冠名支持，评奖结果将在第二届

国际水土保持青年论坛上公布，并现场颁发证书和奖金。

欢迎所有从事水土保持相关研究工作、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即 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青年学者参与申报。评

奖办法和申请方式见附件。 

四、 论文征集 

论坛语言为英文，欢迎国内外学者围绕本次论坛议题

向论坛提交论文或摘要。40 周岁以上的科研工作者不能参

加优秀青年论文奖（地拓奖）的评选，但欢迎到会交流。 

五、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世界水土保持学会 

承办单位：莫斯科国立大学 

协办单位：国际大陆侵蚀委员会、世界大河倡议、大

学间河流和土壤侵蚀研究委员会、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

心、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

所、北京地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六、 重要时间 

提交回执表和摘要截止时间：2018 年 3 月 31日 

提交论文全文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31 日 

青年论文奖提名公示时间：2018年 7 月 31日 



青年论文奖揭晓和颁奖时间：2018 年 8 月 31日 

论坛时间：2018年 8 月 27-31日 

七、 论坛举办地点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八、 参会费用 

注册费：正式代表 350 欧元/人，在校学生 200 欧元/

人，2018 年 5 月 1 日前注册并缴费的参会代表注册费可减

至：正式代表 300 欧元/人，在校学生 150 欧元/人。 

九、 论坛期间的住宿 

论坛承办方提供了数家可供选择的宾馆名单（详情请

见论坛网站），参会人员可在 2018 年 8 月 11 日前自行预

订，费用自理。 

十、 联系方式 

1、联系人: 

（1）有关论坛注册、缴费、宾馆预订等相关事宜： 

Alexey Maslakov：iyfswc-2018@geogr.msu.ru 

（2）有关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事宜： 

屈丽琴，liqin.qu@iwhr.com 

（3）有关论坛时间、地点及行程安排等事宜： 

杜鹏飞，waswac@vip.163.com 

mailto:liqin.qu@iwhr.com




 

附件 1: 

 

World Associ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e Secretariat of WASWAC  

No. 20 Chegongzhuang Road West, Beijing 100048, P. R. China 

Tel: +86-10-68786579      

Fax: +86-10-68411174 

Email: waswac@foxmail.com   waswac@vip.163.com 

Website: www.waswac.org 

Application form to attend the second WASWAC 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outh Forum 

First name  Last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Professional field  

Student □Yes      □No 

Apply for the 

outstanding youth 

paper award 

(Datum) 

□Yes      □No 

Please fill the appendix 3, and submit the full text of paper  

prior to May 31, 2018, if you are going to apply for  

the outstanding youth paper award (Datum)  

Affiliation  

Post address  

Title of presentation 
 

 

Fax  Email  

 

 

Abstract 

 

 

200 – 350 Words 

Please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form with abstract enclosed to conference_MSU@gmail.com 

and waswac@foxmail.com 

Subject line for submission email: YOUR LASTNAME_ WASWAC 2 IYFSWC 

mailto:waswac@foxmail.com
mailto:waswac@vip.163.com
http://www.waswac.org/


 

附件 2:  

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地拓奖） 

评选办法 

 

1、评奖对象：从事水土保持相关研究工作，年龄不超

过 40 周岁（即 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的青年学者

（包括学生，下同）。 

2、评选条件：  

（1）申请国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地拓奖）的

论文应为有关水土保持新视野、新发明、新方法或具体应

用的研究； 

（2）投稿论文未公开发表，接到获奖通知后，作者原

则上需参加论坛并就论文内容做会议交流； 

（3）作者同意将获奖文章发表于世界水土保持学会的

会刊《国际水土保持研究》(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 

（4）投稿论文要求用英语撰写，表述简洁、清晰、完

整，易于阅读和理解，具体格式要求请参考《国际水土保

持研究》投稿指南： 

https://www.elsevier.com/journals/international-soil-

and-water-conservation-research/2095-6339/guide-for-

authors 



 

（5）多个作者的获奖论文，获奖证书将颁发给所有作

者，但奖金仅授予第一作者。 

3、评奖过程： 

（1）申请：作者需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交评奖

申请表（见附件 3）和论文摘要，并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之

前提交论文全文。 

（2）资格和文章质量审查：根据投稿论文的科研水平

和撰写质量，筛选符合要求的论文进入同行评审程序。 

（3）同行评审：评奖委员会将提名文章送同行专家评

审打分。 

（4）结果评定：根据同行评审的结果，评奖委员会评

议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4、申请方式： 

参评人员自主申请，请将申请表、论文摘要和全文提

交至: conference_MSU@gmail.com 

5、相关信息查阅网址： 

http://www.eng.geogr.msu.ru/IYFSWC/index.php 

http://www.waswac.org 

6、联系人： 

Alexey Maslakov ：iyfswc-2018@geogr.msu.ru 

屈丽琴：liqin.qu@iwhr.com 

 

http://www.waswac.org/
mailto:iyfswc-2018@geogr.msu.ru
mailto:liqin.qu@iwhr.com


 

附件 3: 

 

World Associ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e Secretariat of WASWAC  

No. 20 Chegongzhuang Road West, Beijing 100048, P. R. China 

Tel: +86-10-68786579      

Fax: +86-10-68411174 

Email: waswac@foxmail.com   waswac@vip.163.com 

Website: www.waswac.org 

 

WASWAC Outstanding Youth Paper Award (DATUM) 

Application Form

First name  Last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Professional field  

Student □Yes      □No 

Affiliation  

Post address  

Fax  Email  

Title of paper  

 

 

Abstract 

 

 

200 - 350 Words 

Please prepare your full paper according to the guide for autho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https://www.elsevier.com/journals/international-soil-and-

water-conservation-research/2095-6339/guide-for-authors 

Please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form with abstract/full paper enclosed to 

conference_MSU@gmail.com and waswac@foxmail.com 

Subject line for submission email: YOUR LASTNAME_ WASWAC Outstanding Youth Paper 

Award 2018 

 

mailto:waswac@foxmail.com
mailto:waswac@163.com
http://www.waswa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