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水协青字〔2021〕6号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关于延期举办第一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水协、各位委员及相关单位：

鉴于国内新冠疫情现况,为响应国家防控政策要求,保障

参会代表安全,经会议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 2021 年 9 月

10-12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将延期至

2021 年 10 月 29-31 日在上海召开。

感谢各位领导同仁的支持与理解！在这个抗击疫情的关键

时刻，愿我们携手共同努力，共克时艰，共同战胜疫情。

我们相约 10 月，上海见！

附件 1：《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第一

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的通知》

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中 国 城 镇

供水排水协会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上海《净水技术》杂志社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水协青字〔2021〕5号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第一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水协、各位委员及相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青年学者在供排水领域的作用与贡献,激励广

大水务行业青年学者守正创新、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奋发有

为，中国水协青年委定于 2021 年 10 月 29-31 日在上海召开第

一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会议主题为：更绿色、更生态、更低

碳。

本次研讨会将围绕城镇排水系统提质增效、城镇污水处理

低碳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城镇水环境综合治理展开，聚焦如

何更绿色、更生态、更低碳地推进城镇水环境治理与发展，如

何有效解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削减效能提升、城镇水环境

治理的系统性、城镇水体功能定位等方面面临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设主论坛、分论坛和参观考察等，主要包含主

旨演讲、主题报告、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邀请知名院士、在

中 国 城 镇

供水排水协会 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高质量城镇水环境治理与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行业专家、高

校教授等与会交流，会议同期召开中国水协青年委年会。欢迎

各地水司、设计院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产品供应商和政

府部门等相关单位积极组织人员参会交流。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1、指导单位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2、主办单位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上海《净水技术》杂志社

3、协办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净水技术学会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同济大学

南京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4、支持单位 （邀请中）

北京艺高人和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京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绿水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深诚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二、主要议题（不限于）

（一）城镇排水系统提质增效与内涝防治

（二）城镇污水低碳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三）水环境综合治理

三、拟邀请专家

徐祖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大学教授（邀请中）

张 辰 上海市政院总工（邀请中）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邀请中）

唐建国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万年红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工

郝晓地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王丽花 上海城投污水公司总工

麦穗海 上海市净水技术学会理事长

李俊奇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梁 恒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水协青年委主任

魏亮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中国水协青年委秘书长

蒋 明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环交院副院

长/中国水协青年委常务委员

陈江海 三峡集团智慧院院长

叶建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兰华春 清华大学/中国水协青年委副主任委员

王志伟 同济大学教授/中国水协青年委副主任委员

刘伟岩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张树军 北京排水集团研发中心总工

许 可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总院北京分院副院长/中国水协青年

委常务委员

杨 庆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国水协青年委副主任委员

周丹丹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水协青年委委员

赵和平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水协青年委委员

陈 嫣 上海市政院

卢金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院长/中国水协青年

委常务委员

赵冬泉 北京清环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水协青年委常

务委员

王建龙 北京建筑大学/中国水协青年委委员

魏忠庆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水协青年委常

务委员

王 胤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水协青年委

常务委员

郭 恰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博士

朱 弋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邀请中）



四、论坛时间和地点

论坛时间：10 月 29 日—31 日

10 月 29 日：9:00-20:00 全天报到

10 月 30 日：8:00-12:00 主旨报告

13:00-18:00 主题报告

10 月 31 日：8:00-12:00 主题报告

13:00-16:00 技术参观

论坛地点：上海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论文征集

论坛现征集与主题、各议题相关的学术论坛，论坛组委

会将对论文进行筛选和评审，入选论文将收录至会议论文集，

并择优邀请进行报告交流，原创未发表的文章将推荐至《净水

技术》期刊，或以微信图文的形式于“净水技术”微信订阅号

上推送宣传。论文征集通知详见附件 1。

六、会务费

分类 注册缴费

① 中水协青年委 500元/人

② 中水协其他分支机构 600元/人

③ 其他 1200元/人

七、有关要求

1.本次会议是中国水协青年委举办的重要活动，全体副主



任委员及常务委员、污水与水环境方向委员应参会，切实行使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权利，履行委员义务。

2.本次会议青年委委员收取会务费 500 元（办会所在地的

中国水协会员单位及其他省市水协会员单位相关参会人员享

受会议费减免政策，每单位限 1 人），现场支付及银行汇款均

可（现场缴费仅支持现金支付）；会议期间餐饮统一安排，住

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住宿费用见附件 2，酒店位置示意及交通

方式见附件 2。

汇款信息如下：

账号：01090345600120111012991；

户名：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西四支行；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121 号；

备注：汇款时请注明“青年论坛+姓名”。

3.本次会议开具电子普通发票，可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提

交开票信息，会后由中国水协统一开具电子发票。

4.特别提醒:由于酒店房源紧张，为了做好会务服务工作，



保障按要求回执的代表用房，请各委员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3）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5.未尽事宜，将另行通知。

八、论坛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水协青年委： 魏亮亮 13654587181

唐小斌 18846090359

上海《净水技术》杂志社：

阮辰旼 13585990831

李佳佳 13661654179

孙丽华 15900878214

征文投稿电子邮箱: ljj@jsjs.net.cn

报名、咨询电子邮箱：qingnian@cuwa.org.cn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上海《净水技术》杂志社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mailto:qingnian@cuwa.org.cn


附件 1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第一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论文集征文通知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第一届中国水业青年

论坛拟于 2021年 10月 29日-31日在上海召开，现将论文征集相关事

宜说明如下：

1、征文内容及收录

有关论坛主题和各分场论坛议题的政策、标准、研究、规划、设

计、建设、运行和管理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含原创未发表，及 3年内

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2、征文要求

（1）论文要求原创，不存在学术不端问题；

（2）论文可为未发表，也可为 3年内已公开发表；

（3）论文字数一般不超过 5000字，应符合论坛主题和各项议题，

论文应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可靠、结论明确、撰写规范。

（4）论文应包括标题、署名、作者单位信息、中文摘要、中文

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基金项目、作者简介（50
字内）与联系方式（邮箱/电话）等，如已公开发表应注明所发表期

刊的名称、年份和期号。

（5）论文应采用 A4幅面 word文档，通栏版式，图文混排，单

倍行距；论文题目为二号黑体字；署名为四号宋体字；作者单位全称、

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为小五号宋体字；引言、正文、结语、参考文

献、基金项目、稿件来源为五号宋体字；作者简介与联系方式为小五

号宋体字；论文请加注页码。

3、遴选推荐

所有投稿论文经筛选和评审后，均可收录于本次论坛论文集，可

作为部分省市相关考核和职称评定的依据（以各地具体要求为准）。

未发表且质量较好的原创论文，可推荐至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净

水技术》公开发表。



其他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的论文，可推荐至“净水技术”微信订

阅号进行发布和推广宣传。

4、截止时间

2021年 10月 20日
5、投稿方式

电子文档方式（doc、docx文件）投稿，投稿至 ljj@jsjs.net.cn（请

注明：青年委水环境研讨会投稿）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上海《净水技术》杂志社

2021年 8月 23日



附件 2

会议酒店位置

嘉定喜来登酒店距离虹桥站/虹桥机场 30公里，车程预计 42 分

钟；距离浦东机场 70公里，车程预计 1.5 小时。

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



附件 3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第一届中国水业青年论坛

参会回执

会议时间：10月 29日-10月 31日
会议地点：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

单位名称 缴款方式 ○现场 ○会前汇款

姓名 性别 手机 微信号 到达/离开日期 住宿：□上海嘉定喜来登酒店

□ 大床 □ 标间

□ 大床 □ 标间

□ 大床 □ 标间

□ 大床 □ 标间

□ 大床 □ 标间

□ 大床 □ 标间

· 为确保沟通顺畅，避免报名和住宿信息上的错漏，务请每位参会报名尽量填妥手机和微信号。

· 选择会前汇款方式的参会代表，请待会务组与您联系确认金额后再行汇款。

会议资料
1、扫描二维码，关注《净水技术》微信订阅号（每位代表均请关注）

2、会后 PPT及相关内部资料将通过本微信订阅号进行推送

开票信息：请参会代表扫描下列二维码，准确完整填写开票信息，同一家单位多名代表参会，

会务费默认开具一张发票（如有特殊需求，请提前联系会务组），发票内容为“会务费”。

说明：

（1）会议住宿费用：500元/间·天（含双早），将按回执先后及需求安排入住。如参会代表住

宿需求超出会议酒店实际情况，会务组将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就近安排备用酒店。住宿费自理，

会务组不代收住宿费，参会代表自行支付住宿费给酒店，并由酒店开具相应的发票。



（2）收款单位：

账号：01090345600120111012991；

户名：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西四支行；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121号；

备注：汇款时请注明“青年论坛+姓名”。

可采用现场现金方式；也可提前汇款，汇款后请将底单凭条（网银汇款请截屏）E-mail 至

qingnian@cuwa.org.cn，同时抄送至 wangyq@jsjs.net.cn，并在邮件中注明参会人姓名（或人

数）、单位和联系电话。

（3）回执事项：本表复印有效。由于住房紧张，为确保能入住会议酒店，请务必于 10月 22

日前将参会回执表发电子邮件至 qingnian@cuwa.org.cn，同时抄送至 wangyq@jsjs.net.cn，（邮

件主题：青年论坛回执）。

mailto:E-mail至wangyq@jsjs.net.cn
mailto:E-mail至wangyq@jsjs.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