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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关乎我们的未来--可持续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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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背景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宝库”和“储碳库”，是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稀缺资源，是人类最

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全球超过 10 亿人的生计直接与湿地相关。人

类渔业、水运、种植业和生态旅游业，也都紧密依赖于湿地生态系统

的健康。 

自 1900 年以来全球大约 64%湿地已经消失，在过去 40 年中全球

大约 40%的湿地已退化，并且还在以每年 1.5%的加速度不断地退化。

我国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湿地面积减

少了 339.63 万公顷，减少率达 8.82%，其中自然湿地减少率达 9.33%，

滨海湿地锐减至 23%。近年来，湿地面积减小和功能退化，导致我国

洪涝、干旱、赤潮、沙尘暴、荒漠化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如何科学地保护、管理、使用及经营好我们现有的湿地生态系统，

建设具有生态安全的美丽家园，需要科学理论与综合技术支撑。为促

进对我国各类型湿地的结构、功能、生态过程、系统稳定与健康评估、

合理利用、宣教展示与适应性管理等系列问题的把握和理解，实现湿

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缓解湿地资源退化的趋势和减少自然灾害的发

生，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湿地科学的研讨和交流，为此决定在“东亚

文化之都——泉州”召开第一届中国湿地论坛暨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

生态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年会，并结合召开基层会议泉州市科协年会

分会场暨泉州市湿地学会 2016 年年会。此会议的召开，必将继往开

来，为我国湿地科学界搭建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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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拥有丰富滨海湿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正是滨

海湿地让泉州创造了古代的辉煌与现代的繁荣。泉州也是我国著名湿

地生态学家刘兴土院士的故乡。本次湿地大会以"湿地关乎我们的未

来——可持续生计" 为主题，旨在为广大从事湿地研究、保护管理和

教育领域的学术单位、政府机关、企业和群众团体等人员，围绕湿地

保护、恢复和合理利用等科学议题进行研讨，并为当前我国湿地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美丽生命家园建设提供科学建议。 

二、会议主题 

“湿地关乎我们的未来——可持续的生计”（保育与恢复） 

三、会议议题： 

1.湿地生态恢复与适应性管理——议题主持与召集：吕宪国研究员、

吴胜军研究员 

2.湿地农业、湿地与美丽乡村建设——议题主持与召集：刘章勇教授、

李裕红教授、陈章波荣誉研究员 

3.滨海湿地恢复与保育——议题主持与召集：林光辉教授、崔保山教

授、俞 慎研究员 

4.湿地生态功能与全球变化——议题主持与召集：林幸助教授、 

宋长春研究员、黄邦钦教授 

5. 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议题主持与召集：仝 川教授、谢永宏

研究员、孙志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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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湿地生态景观设计与格局优化——议题主持与召集：胡远满研究员、

马克明研究员 

7. 红树林保护困局与突破——议题主持与召集：范航清研究员、王

文卿教授 

8. 高原湿地生态过程与功能特征——议题主持与召集：田昆教授、

王艳芬教授 

9. 泥炭地保护与恢复——议题主持与召集：盛连喜教授、王升忠教授 

10. 湖泊湿地生态过程及功能特征——议题主持与召集：姜加虎研究员、

徐力刚研究员  

11. 水陆交错带功能与保护管理——议题主持与召集：梁士楚教授、

曾波教授 

12. 水鸟与湿地保护——议题主持与召集：张正旺教授、陈克林研究员 

13. 湿地资源调查、监测与评估——议题主持与召集：姜明研究员、

佟守正研究员 

14. 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湿地公众教育的耦合——议题主持与召集： 

雷光春教授、黄磊副主任 

15. 湿地学校与湿地科普教育——议题主持与召集：孟祥伟老师、孙国鸿

校长 

16. 湿地生态旅游和扶贫——议题主持与召集：李洪波教授、陈均亮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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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日期及地点： 

会议日期：2016 年 12 月 2 日-6 日（含报到及湿地考察时间），开幕

式于 12 月 3 日上午举行，学术研讨：12 月 3 日-4 日； 

会议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 398

号 泉州师范学院，http://www.qztc.edu.cn/）、泉州湖美大酒店； 

报到地点：2016 年 12 月 2 日 10:00-21:00，泉州湖美大酒店大堂（泉

州市丰泽区刺桐北路与东湖街交叉路口，泉州侨乡体育馆旁）； 

会务组将安排大巴于报到日 12 月 2 日 15:00-16:00 分别在厦门高

崎机场和泉州晋江机场以及泉州高铁站迎接参会代表到湖美大酒店，

欲乘坐的代表请于会务组提前联系,16:00 大巴返回湖美大酒店。酒店

距离晋江机场 30 分钟车程，距离厦门机场 70 分钟车程。其他时间到

达的代表请自行前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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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 

泉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泉州市湿地学会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承办单位：泉州市湿地学会  

泉州师范学院 

协办单位：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 

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部 

台湾湿地学会 

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会 

厦门大学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湿地生态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福建师范大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长江大学湿地生态与农业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河口生态安全与环境健康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教学部 

惠安第五中学（湿地实验学校） 

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福建省福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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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主席 

李文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与自然资源研究所 

刘兴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李百炼，普利高津金奖获得者（2015年），美国人类生态研究院

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克林，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所研究员 

崔保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范航清，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研究员 

何兴元，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研究员  

姜加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雷光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林光辉，清华大学教授 

林幸助，台湾中兴大学特聘教授 

吕宪国，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盛连喜，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王艳芬，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严承高，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军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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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兆君，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蔡庆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求稳，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章波，台湾中研院退休荣誉研究员  

崔丽娟，中国林科院湿地中心研究员   

何春光，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何池全，上海大学教授 

洪剑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胡远满，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究员 

黄邦钦，厦门大学教授  

姜 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李洪波，华侨大学教授  

李秀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李裕红，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梁士楚，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卢昌义，厦门大学教授 

刘存岐，河北大学教授 

刘章勇，长江大学教授  

倪宏伟，黑龙江省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钱法文，中国林科院鸟类环志中心研究员 

邵晓阳，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宋长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田  昆，西南林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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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 川，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佟守正，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王升忠，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王学雷，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吴晓磊，北京大学国家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心教授 

吴胜军，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严重玲，厦门大学教授 

阎百兴，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于洪贤，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于君宝，鲁东大学教授 

曾  波，西南大学教授 

张明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章光新，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张迎梅，兰州大学教授 

张正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德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组织委员会： 

主席 

吕宪国，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李清彪，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校长，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14-10 

副主席 

王  珊，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副校长    

李裕红，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泉州市湿地学会会长 

姜 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

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英卿，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泉州市湿地学会学术交流部部长 

陈景明,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 

陈慧杰，河口生态安全与环境健康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专任秘书 

陈均亮，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陈万里，泉州惠安五中高级教师（湿地学校指导教师） 

陈育莲，泉州市丰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股长，泉州市湿地学会副

秘书长 

陈守珊，泉州市北渠管理处副主任，泉州市湿地学会副秘书长 

戴聪杰，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 

傅志雄，泉州师范学院校团委书记，泉州市湿地学会志愿服务部

部长 

郭凤仙，泉州师范学院海洋与食品学院科研秘书 

黄金东，泉州南安五星中学团委书记 

黄海棠，泉州新势力广告装潢有限公司经理，泉州市湿地学会副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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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燕，泉州新农家餐饮有限公司经理，泉州市湿地学会副秘书长 

黄 磊，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泉州市湿地学会副会长 

黄晓冬，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黄晓坤，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李贵茹，福建省福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泉州市湿地学会副

会长 

林薏芳，泉州市高级技工学校高级讲师 

骆叶南，厦门网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泉州市湿地学会副会长 

林竑斌，泉州惠安林业局高工/泉州市湿地学会副会长 

林南雄，泉州普华丽景环保科技公司总经理/泉州市湿地学会副会长 

万为民，泉州市海洋局水技站站长，泉州市湿地学会项目推广部

部长 

武海涛，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

态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吴贵华，华侨大学教师，泉州市湿地学会秘书长 

吴拏云，泉州晚报首席编辑，泉州市湿地学会副秘书长 

袁建军，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海洋与食品学院院长 

张志国，泉州新农家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泉州市湿地学会副会长 

五、会议相关费用 

参会代表收取 500 元/人会务费（特邀代表除外），学生参会代表

收取 300 元/人会务费。会议开具会务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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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住宿推荐泉州湖美大酒店，每间房每天 180-200 元。如

湖美大酒店住满则安排附近价格相近的酒店，住宿按实际消费自理。

12 月 5 日泉州古城湿地自然及文化考察交通费 100 元/人。 

六、会议日程 

2016 年 12 月 2 日，会议报到。 

2016 年 12 月 2 日晚 7:30 召开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2016 年 12 月 3-4 日，学术报告研讨会及学术海报展示交流，期

间 3 日晚拟在湖美大酒店安排两个工作坊（2 小时，议题 1 湿地学校

教育；议题 2 湿地研究热门技术）。 

    2016 年 12 月 5 日，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古城湿地自然及文化

考察。 

    2016 年 12 月 6 日，代表返回。 

七、会议征文  

    参会代表报名截止时间为 11 月 15 日，每个议题召集人负责邀

请和组织特邀参会代表。参会代表论文和摘要征集截止时间为 11

月 10 日，稿件投递邮箱：qzwetland@163.com，同时请抄送

479227846@qq.com。联系人：黄晓冬老师 15906065988。 

    大会将在已经提交的会议论文中遴选出优秀论文，推荐在《湿

地科学》、《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泉州师范学院学报（自

mailto:qzwetland@163.com
mailto:ͬʱ�볭��479227846@q
mailto:ͬʱ�볭��479227846@q
mailto:ͬʱ�볭��479227846@q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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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版）》等期刊发表；会议将在提交大会全文论文中评选出 10

篇优秀青年学术论文，同时评选出 5 个优秀青年学术报告。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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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湿地论坛（第一届）暨中国生态学学会 

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 2016 年会（2016.12.02-06 泉州） 

报名回执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 

族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邮 编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已与议题召集人联

系作为特邀参会代表 
是□          否□ 

您的报告或张贴海报所

属会议议题序号及名称 

 

 

报告及论文摘要题目  

是否报告 
是□ 

否□ 

是否递交 

全文 

是□ 

否□ 

是否需张贴

交流海报 

是? 

否? 

是否参加 5 日的泉

州古城湿地自然及

文化实践考察 

（洛阳古桥红树林

湿地、开元寺南宋

古船文化等项目） 

是□            否□ 

住宿 

会议提供的住宿标准 

 □单间    □标间 

注：如选择标间，请注明合住或单独住 

□我拟与其他代表合住一个房间 

□我拟单独预定一个房间 

参会代表回执请于 11 月 15 日前发送到泉州市湿地学会邮箱

qzwetland@163.com 并抄送 4792278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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