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琢境科学学会

水処理与回用寺上委員会

清不[口 F〆逝][201f]lθ

美子挙亦

第四届全国水炎理々回用学木会袂的第一緒通舛

各有美単位:

日前,我 国面1臨 十分晋峻的水資源短鉄、水不境汚染、水生恣破杯不ロ

水空同萎姉等水安全同題,汚水炎理々回用是解決上述同題的重要途径 ,

已成力 《水汚染防治行劫廿裁1》 (“水十条")、 “碧水保工哉"、 《城市黒

臭水体治理攻堅哉実施方案》、《K江保ケ修夏攻堅哉作成方案》等国家

重大行劫廿表1的 重要内容。

中国不境科学学会水炎理々回用寺立委員会乗承“善水循不、尚法自

然"理念,致力千促辻水丈理与回用頷域理沿、技末、工程、林准不口管理

研究与右1新友展,升晨学木交流、人オ培育、科普与宣侍教育等公益活劫 ,

力水回用事立的健康友晨、水資源可持象利用、水不境安全保障和生恣文

明定没倣出庄有貢献。

力促辻水炎理与回用頷域的学木交流,2017年 、2018年不口2019年 分男1

在浙江幻米、山末青島禾口片末片州成功召升了三届全国水炎理々回用学木

会袂,会洪曰鋭“再生水循不利用々城市水不境科学治理"、 “城慎汚水牧

集利用寺水不境安全保障"和“水回用々水不境K戒治理"等 ,辻行了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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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会议倡导的“精简办会、绿色办会”理念，以及“有高度、有深

度、有热度、有温度”的学术交流，受到国内以及法国、日本、韩国、新加

坡、澳大利亚等国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前三届学术会议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定于2020年4月17日-19日在美

丽的古都西安召开第四届全国水处理与回用学术会议。本届会议以“水生

态耦联与水环境修复 ”（ Water Eco-Nexus and Water Environment 

Remediation）为主题，以支撑可持续城市水系统构建和水环境质量改善为

目标，围绕水处理与回用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开展交流，欢迎

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的专家与同行参加。 

会议具体事宜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与安排：2020年4月17日-19日（周五-周日） 

4月17日（周五）下午13:00-22:00 注册 

4月17日（周五）下午15:00-18:00 科技论文写作与出版工作坊、

智慧水务支撑技术、产业技术交流 

4月18日（周六）注册、开幕式、大会报告、分会场研讨、沙龙 

4月19日（周日）分会场研讨、大会报告、闭幕式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二、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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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顾问 

钱  易 院士 清华大学 

曲久辉 院士 清华大学 

侯立安 院士 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 

任南琪 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彭永臻 院士 北京工业大学 

杭世珺 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承办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协办单位： 中国土木学会水工业分会水循环利用专家委员会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支持媒体： 《中国给水排水》 

《环境科学研究》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http://www.baidu.com/link?url=pZ45Sp09pF-qeu2ggQ6RA6jsWie6dGB4tmZHHOi2LhWC_05gW2e5m5XTMzIibN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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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官平 副理事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王志华 研究员/秘书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易  斌 研究员/秘书长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杨友麒 教授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四、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任 

王晓昌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委员（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柴立元 教授 中南大学 

陈光浩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陈银广 教授 同济大学 

高宝玉 教授 山东大学 

黄廷林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黄  霞 教授 清华大学 

黄  勇 教授 苏州科技大学 

霍明昕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季  民 教授 天津大学 

金鹏康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爱民 教授 南京大学 

李俊奇 教授 北京建筑大学 

李晓岩 教授 香港大学 

刘  鸿 教授 广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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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主席 

胡洪营      主任/教授    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 

 

刘广立 教授 中山大学 

柳建设 教授 东华大学 

刘勇弟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罗胜联 教授/校长 南昌航空大学 

全  燮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任洪强 教授 南京大学 

孙德智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王淑莹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王敦球 教授/副校长 桂林理工大学 

韦朝海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魏东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文湘华 教授 清华大学 

武道吉 教授 山东建筑大学 

吴耀国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延  卫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杨  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俞汉青 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 

周  琪 教授 同济大学 

周岳溪 研究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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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任 

刘书明 秘书长/研究员 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 

金鹏康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委员（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  荣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种云霄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董立户 

黄  璜 

副院长 

副教授 

清华大学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中山大学 

金  鑫 

刘广立 

博士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卢金锁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任勇翔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石烜 

孙迎雪 

博士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吴光学 副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吴乾元 副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延  卫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杨宏伟 副教授 清华大学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七、会议交流形式 

特邀报告和主旨报告：会议将邀请国内、亚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欧美等不同地区水处理与回用领域知名专家作特邀报告和主旨报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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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位交流。 

口头报告：从提交的论文摘要中择优遴选出会议口头报告。 

海报交流：设立海报交流环节，促进学术交流。 

学术沙龙：召集人邀请或从拟报名参加人员中遴选参会人员，就共同

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畅所欲言，相互激励，共同思悟、共同提高。 

拟设置的专题如下： 

专题类别 专题内容 

特设环节 科技论文写作与出版工作坊、智慧水务支撑技

术、产业技术交流 

污水处理与回用前沿理论与技术 

专题一 物理分离理论与技术 

专题二 化学转化理论与技术 

专题三 生物净化理论与技术 

专题四 生态提质理论与技术 

专题五 安全消毒理论与技术 

专题六 工艺设计与评价理论及方法 

专题七 再生水储存与输配 

专题八 水质评价、管理与标准 

污水再生处理工艺与工程技术 

专题九 城镇污水处理与回用 

专题十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 

专题十一 农村农业污水处理与回用 

专题十二 雨水收集、处理与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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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利用技术与实践 

专题十三 再生水工业利用技术与实践 

专题十四 再生水市政利用技术与实践 

专题十五 再生水农业利用技术与实践 

专题十六 再生水水源补给技术与实践 

专题十七 再生水环境利用技术与实践 

专题十八 黑臭水体治理技术与实践 

其他（人才培养、国际与区域合作） 

专题十九 水处理与回用青年论坛 

专题二十 水处理与回用国际论坛 

专题二十一 黄河水环境治理与水循环利用 

学术沙龙：水处理与回用研究综合研讨 

除上述专题外，欢迎针对水处理与回用领域其他热点问题，提出专题

设置建议，有意者请直接与组委会主任或委员联系。 

欢迎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委员申请组织学术沙龙，会务组将提供

会议室安排等服务。有意召集学术沙龙的专家，请明确讨论主题和参加人

员，直接与组委会主任或委员联系。 

八、会议奖项 

为促进水处理与回用领域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技术进步，表彰在本

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学普及等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团体或个人，

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拟设立“水处理与回用优秀中文论文奖”、“全国

水处理与回用学术会议优秀会议论文奖”等奖项，并在会议期间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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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论文摘要提交 

投稿要求：请按照会议网站（http://2020.reclaimedwater.net/）提供的

模板准备论文摘要。 

投稿方式：请登陆会议网站（http://2020.reclaimedwater.net/），完成

投稿。 

截止时间：请在2020年3月10日前提交论文摘要。 

十、论文出版 

会议将制作印发论文摘要集。 

会议将与《环境科学研究》、《环境工程》等重要期刊合作，推荐优

秀论文出版。 

希望在上述期刊发表论文的参会代表，可登录相应期刊官网，按照要

求撰写论文，并完成投稿。投稿时务请在备注中注明“水处理与回用会议-

全文投稿”，投稿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10日。通过评审的稿件将优先刊发。 

十一、会议注册登记 

会议报名：通过会议网站提交，或填写报名表（附件2）发送至

waterreuse@mail.tsinghua.edu.cn。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参会代表会议注册费如下： 

时间节点 参会人员 在校学生 

2020年3月10日之前 1200 800 

2020年3月10日之后 1500 1000 

现场缴费 1800 1200 

会议注册费包含会务、会议资料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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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转账信息： 

名称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苏州新区科技城支行 

账户 1102021109000825922 

纳税人识别号 12320511MB059163XT 

地址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158号16号楼 

电话 0512-66898118 

提示 请备注“4水回用会议+姓名” 

十二、参会报到 

2020年4月17日（周五）下午13:00-22:00，在西安市陕西宾馆报到，领

取会议资料和参会证。 

2020年4月18日（周六）上午8:00-9:00，在西安市陕西宾馆报到，领取

会议资料和参会证。 

十三、会议食宿 

为践行精简办会理念，方便参会代表灵活自主安排时间，会议不统一

安排住宿、旅馆预订和接待服务，请与会人员提前自行预定旅馆。会场周

边酒店信息见附件。 

附件 1  会议日程安排 

附件 2  会议注册信息表 

附件 3  交通信息 

附件 4  会场地图 

附件 5  会场周边酒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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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境科学学 委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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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中国不境科学学会水炎理々回用寺立委員会 2019年 10月 2忠 日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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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安排 

4月 17日 

（周五） 

13:00-22:00 报到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15:00-18:00 科技论文写作与工作

坊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智慧水务支撑技术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产业技术交流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19:30-21:30 水处理与回用委员会

第一届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4月 18日 

（周六） 

8:00-8:30 现场报到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8:30-12:00 开幕式、特邀报告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13:30-18:00 分会场报告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4月 19日 

（周日） 

8:30-12:00 分会场报告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13:30-15:30 特邀报告、闭幕式 地点：西安市陕西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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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会议报名信息表 

注：请务必将此表填写完成后发送至 waterreuse@mail.tsinghua.edu.cn。 

希望大会发言者需提交论文摘要，论文摘要为必投项。 

 

姓名  职称  

单位  邮编  

通讯 

地址 
 手机  

电话  
电子 

邮箱 
 

同
行
参
会
人
员
登
记 

姓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论文 

提交 
题目  

海报 

提交 
题目  

希望 

大会 

发言 

发言题目  

发言人  职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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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信息 

陕西宾馆（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丈八北路 1 号，电话：029-68899681/682）。 

A.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至陕西宾馆（约 40 公里） 

出租车：费用大约 150 元。 

B.西安火车站至陕西宾馆（约 17 公里） 

公交路线：乘 251 路、608 路公交车，茶张村下车，向南 100

米即到。 

出租车：费用大约 50 元。 

C.西安北站至陕西宾馆（约 40 公里） 

公交路线：地铁 2 号线小寨站换乘地铁 3 号线，丈八北路站下

车换乘 225 路公交车茶张村下车，向南 100 米即到。 

出租车：费用大约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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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场地图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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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会场周边酒店信息 

酒店信息（请提前自行直接与酒店联系预定，会务组不做统一安排） 

（1）陕西宾馆（会议酒店）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北路 1 号 

电话：029-88812019，029-68899684 

目前参考房价：标间 750 元。 

（2）陕西雀笙酒店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北路 1 号 19 号楼，距会场 372 米。 

电话：  029-88769111,029-88769222 

目前参考房价：标间/大床（含双早）598 元。 

（3）法菲力酒店（西安绿地笔克店）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绿地中央广场七克拉晶座 1 层，距会场

2000 米。 

电话：029-65650777,029-68717582 

目前参考房价：  标间/大床（含双早）319 元。 

（4）西安晶钻酒店（高新绿地笔克店）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与丈八三路十字东北角七克拉晶座 1

层，距会场 2000 米。 

电话：029-68205566 

目前参考房价：标间/大床（含双早）3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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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选假日酒店 

地址：西安雁塔区锦业路 36 号盈樾国际 A 座，距会场 2200 米。 

电话：  029-81775500 

目前参考房价：标准标间/大床（含双早）509 元，高级标间/大床

（含双早）459 元。 

（6）百事特威酒店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沣惠南路 36 号橡树街区 C 座，距会场 1700 米。 

电话：  029-85761111,029-87924766 

目前参考房价：标准标间/大床（含双早）339 元；豪华标间/大床

（含双早）399 元；商务标间/大床（含双早）459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