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关于召开第一届城镇水务行业博士论坛的 

预通知及补充征稿启事 

 

各有关单位， 

原定于 2020 年 7 月举办第一届城镇水务行业博士论坛（以下简称

“博士论坛”）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推迟至 2021 年。鉴于目前疫情控

制形势好转，经初步协商，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水

协”）拟于 2021 年 6 月底召开第一届城镇水务行业博士论坛。此次博士

论坛的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关注城镇水务行业、推动行业科技

进步，同时加强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交叉、提

高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也为相关企事业单位发现与

选拔优秀人才搭建平台。 

本届博士论坛由中国水协指导和组织，中国水协工程教育专业委员

会主办，广东粤海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市政工程中

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重庆大学联

合承办；中国水协青年委员会协办。博士论坛组委会名单见附件 1。 

现将博士论坛初步安排及补充征稿事项通知如下： 

中  国  城  镇  

供水排水协会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1. 博士论坛的基本内容 

邀请行业顶级专家与会做学术报告；博士生进行论文报告，并请专

家点评指导和推荐；用人单位与博士生交流互动；学术参观考察。 

2. 博士论坛论文补充征集 

（1）2020 年首批征集的博士论文，已通过专家初审并确定了口头

报告或墙报。首批论文作者按照之前的通知参会。 

（2）论文补充征集作者是在籍的博士研究生（含 2021 年上半年已

完成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学科不限。 

（3）提交论文的题材应与城镇水务行业技术相关，特别鼓励提交

附件 2 所列主题内容的论文。 

（4）论文征集具体时间节点：2021 年 4 月 20 日前提交论文摘要

（500 字以内）；4 月 26 日前通知作者是否入选；入选的论文在 2021

年 5 月 16 日前提交全文，经过专家评审后 2021 年 5 月 26 日前确定博

士论坛大会交流论文。 

（4）稿件正文字数一般在 6000 字以内。投稿时请注明作者姓名、

所属学校、所属学科、详细联系方式（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格

式见附件 3） 

（5）论坛将出版论文集（电子版），论文集属与会者交流资料，

不影响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已发表论文也可交流。 

3. 博士论坛专家点评推荐 

博士论坛将进行大会论文交流，届时将邀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对论文

进行评审和推荐。 



 

4. 用人单位与博士生互动 

博士论坛将为用人单位和博士生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为用人

单位提供择优录用优秀高端人才的机会，为博士生提供优质就业岗位。

目前应邀参加交流互动的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包括（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粤海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供排水监测中心 

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重庆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名单陆续补充中 

5. 博士论坛其他事项 



 

（1）本届博士论坛会期 2 天，参会人员交通费自理，对受邀参会

的博士生与专家免收会议费与食宿费。 

会议具体时间、地点等，待确定后另行通知。 

（2）投稿邮箱 

gongchengjiaoyu@cuwa.org.cn 

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博士论坛稿件  

（3）联系方式 

组委会秘书处： 

秦先静  助理 重庆大学 15808032365 

王隆华  助理 重庆大学 15945668977 

张  冰  博士 重庆大学 18345033385  

赵志伟  教授 重庆大学 18502320909 

时文歆  教授 重庆大学 13804569275 

刘宏远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15394278038 

赵  焱  博士 广东粤海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5002086099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0 日  



 

附件 1：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第一届城镇水务行业博士论坛 

组委会名单 

顾问： 

钱  易  清华大学 院士 教授 

李圭白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院士 教授 

张  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院士 教授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院士 教授级高工 

曲久辉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院士 研究员 

侯立安  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 院士 教授 

王  超  河海大学 院士 教授 

彭永臻  北京工业大学 院士 教授 

杨志峰  北京师范大学 院士 教授 

马  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院士 教授 

徐祖信  同济大学 院士 教授 

名誉主任： 

章林伟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会长 教授级高工 

主任： 

崔福义  中国水协教育委主任委员 重庆大学 教授  

副主任： 

张  辰  中国水协教育委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齐晶瑶  中国水协教育委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汪诚文  中国水协教育委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 所长 教授 

邓慧萍  中国水协教育委副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 副院长 教授 

徐  踊  中国水协教育委副主任委员 重庆水务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总经理 



 

王光辉  中国水协教育委副主任委员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 

总经理 

高  伟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副秘书长 

谭奇峰  中国水协教育委常务委员 广东粤海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教授

级高工 

李国洪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赵  锂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孙宏磊   浙江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常务副院长 教授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晓慧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毕  军  南京大学 教授 

毕学军  青岛理工大学 教授 

方  正  武汉大学 教授 

陈  卫  河海大学 教授 

陈  永  《给水排水》杂志社 主编 研究员  

陈良刚  海南立升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戴  婕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戴晓虎  同济大学 教授 

费霞丽  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冯萃敏  北京建筑大学 教授 

顾  芳  中国水协秘书处信联部主任  

顾玉亮  水资源国家（南方）工程中心 教授级高工 

关清卿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何  强  重庆大学 教授 

何文杰  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胡锋平  华东交通大学 教授 

霍明昕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黄  勇  苏州科技大学 教授 

黄廷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教授 



 

黄  霞  清华大学 教授 

黄晓家  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教授级高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贾瑞宝  山东省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蒋  勇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教授级高工 

孔彦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李  军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李  星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 

李  艺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 

李德强  《中国给水排水》杂志社 执行主编 

李俊奇  北京建筑大学 教授 

李树苑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 

李亚峰  沈阳建筑大学 教授 

梁  恒  中国水协青年委主任委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刘百仓  四川大学 教授 

刘  鹏  中国建筑设计院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刘宏远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 

刘祖文  江西理工大学 教授 

刘书明  清华大学 教授 

罗旭彪  南昌航空大学 教授 

南  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全  燮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荣宏伟  广州大学 教授 

阮辰旼  《净水技术》杂志社 执行主编 

时文歆  重庆大学 教授 

施  周  湖南大学 教授 

史春海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盛国平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孙德智  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孙井梅  天津大学 教授  

唐建国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王冠军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王洪臣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王美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副编审 

王宗平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杨小丽  东南大学 教授 

杨  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尹大强  同济大学 教授 

俞汉青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苑宝玲  华侨大学 教授 

岳秀萍  太原理工大学 教授 

张  燕  浙江大学 教授 

张  智  重庆大学 教授 

张富国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张国珍  兰州交通大学 教授 

张金松  深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张克峰  山东建筑大学 教授 

张土乔  中国计量大学 教授 

张晓健  清华大学 教授 

张学洪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张  韵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 

赵志伟  中国水协青年委副主任委员 重庆大学  教授 

郑兴灿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附件 2：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第一届城镇水务行业博士论坛 

征稿主题 

1. 饮用水水质安全 

2.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含非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 

3. 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4. 城市污水厂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5. 黑臭水体治理 

6. 海绵城市 

7. 智慧水务 

8. 管道漏损控制与节能 

9. 城镇水务行业投融资 

10. 城镇水务行业其他相关主题 

   

 

 

 

 

 

 

 

 

 

 

 

 

 

 

 



 

附件 3：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第一届城镇水务行业博士论坛 

论文摘要及信息 

 

博士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入学时间  

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论文题目  

摘要 

 

 

 

 

 

 

 

 

 

 

 

 

 

 

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