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通知（第二轮）
由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联合中国植物园联盟、中国公园协会植物园工作
委员会、中国环境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植物园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中国野生植
物保护协会迁地保护专业委员会、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国际植物园协
会（IABG）、东亚植物园网络（EABGN）等国内外植物园组织主办，由上海辰
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承办的 2014 年中国植物园
学术年会将于 10 月 23-26 日（22 日注册）在中国上海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
植物园的社会责任。诚邀国内外、植物专类园等园林相关工作者前来交流。

一、主题：植物园的社会责任
1．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育的新技术
2．资源植物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3．科普教育和科学传播
4．园艺技术与都市美丽生活
5．植物园的挑战与机遇

二、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10:00-21:00

注册报到（大厅）

20:30-21:30

预备会（上海厅）

9:00-12:00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13:30-18:00

专题报告

18:30-20:30

欢迎晚餐

10.22

10.23

事项

专题报告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8:30-12:00
10.24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培训班

13:30-15:30

大会报告

15:30-16:00

年会科研新秀颁奖暨闭幕式

地点

大众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松江区佘天昆
公路 1515 号，近上海
辰山植物园 2 号门）

16:00-17:30
10.25-26

7:30-

参观辰山植物园
会后考察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上海科普游 或
杭州天目山植物考察

注：22 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火车站将安排接机接站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
中国植物园联盟
中国公园协会植物园工作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植物园工作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迁地保护专业委员会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
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
东亚植物园网络（EABGN）
支持单位：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林业局）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
上海辰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上海植物园
上海市植物学会

四、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席：
许智宏 中科院院士 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
家委员会主席
洪德元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贺善安 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前任主席、南京中山植物园名誉主任

顾

问:

陈凤学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张希武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
陈蓁蓁 中国公园协会副会长
章林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巡视员
段子渊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
黄

融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寿子琪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陆月星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联合主席：（按姓氏笔画）
方

岩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

李

林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

陈晓亚 中科院院士 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陈

进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长

张佐双 北京植物园顾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黄宏文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东亚植物园网络总协调员、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
秘书长
执行主席：（按姓氏笔画）
赵世伟 北京植物园园长、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中国公园协会植物园工作
委员会主任、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迁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胡永红 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
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副理事长
委

员：（按姓氏笔画）

马金双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亮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常务副主任
王晓明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主任
孙卫邦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
孙

航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

庄娱乐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南京中山植物园主任
李绍华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主任
吴宜亚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书记、主任
何成新 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
余金良 杭州植物园园长
奉树成 上海植物园园长
管开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新疆吐鲁番植物园主任
缪剑华 广西药用植物园主任

五、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
许智宏 中科院院士 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
家委员会主席
洪德元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主

任：

陈晓亚 中科院院士 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副主任：
贺善安 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前任主席、南京中山植物园名誉主任
许再富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原主任
委员 :（按姓氏笔画）
马金双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亮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常务副主任
庄娱乐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南京中山植物园主任
李绍华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主任
孙

航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

张佐双 北京植物园顾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陈

进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长

赵世伟 北京植物园园长、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中国公园协会植物园工作
委员会主任、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迁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胡永红 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
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副理事长
黄宏文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东亚植物园网络总协调员、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
秘书长
管开云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主任
潘伯荣 中国科学院新疆吐鲁番植物园名誉主任
秘 书 长：马其侠 上海辰山植物园科研部部长
郭 翎 北京植物园副总工程师
副秘书长：王 康 北京植物园科普馆馆长

六、学术报告和壁报征集
学术报告：

①内容符合主题；②须制作 PPT；③时间在 20 分钟以内（含 5 分钟互动交流讨论）
；④
请于 10 月 18 日前将您的报告发送至 fs3584@126.com；⑤请提前 15 分钟到达会场，核实您
的报告信息；⑥会场将提供电脑、投影仪、纸笔。
壁报：
规格：标准 A0 纸张大小，1189mm（高）×841mm（宽）
。
壁报字数在 500 字以内，电子版请于 10 月 8 日 前以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发送到
fs3584@126.com。 纸版请自行制作，于 10 月 22-23 日张贴到会场的指定地点。

七、植物园科研新秀评选
会议期间将从 40 岁以下的学术报告人中评选出年会科研新秀 3 名，并颁发获奖证书。

八、会议相关费用
会务费：1000 元/人，学生 600 元/人（凭学生证）
，含会议资料、餐费、招待费等，只
可在注册日当天现金或刷卡支付。
宾馆住宿：单间 280 元/晚，标间 280 元/晚（费用自理，可刷卡）
；
会后考察（费用自理）：① 上海科普游 1 日（约 400 元/人）
② 杭州天目山植物考察 2 日（约 800 元/人）

九、大会回执
为了合理安排会议规模，竭诚为您做好会务服务，请认真填写会议回执，并于 9 月 18

日前同时发送至 fs3584@126.com 和 guipingpan0706@sina.com 邮箱。
十、联系人
上海辰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冯

时：021-37792288*965， 13661406671， fs3584@126.com

范一豪：021-37792288*813， 18018550866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
潘桂萍：010-62596739,

guipingpan0706@sina.com

上海大众国际会议中心（指定宾馆）网址：http://www.dzgjhyhotel.com/
胡经理：021-57795555， 13761984693

备注：有关中国植物园年会的信息可通过以下网站查询下载：
中国植物学会网站 http://www.botany.org.cn
上海辰山植物园网站 http://www.csnbgsh.cn/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scpsrc.ac.cn
北京植物园网站 http://www.beijingbg.com
上海植物园网站 http://www.shbg.org/

附件：1、《2014 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 回执（第二轮）》

2、
《2014 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 实用交通信息》
3、
《2014 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 会后考察简介》

中 国 植 物 学 会 植 物 园 分 会
上海辰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2014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