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文件
植保学字〔2019〕14 号

关于召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的第二轮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保护学会，各分支机构，有关单位及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
会员：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下旬在贵州省贵阳市召
开。大会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办，贵州省植物保护学会、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省
植保植检站等单位承办。大会特邀在国内植物保护及其相关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并具重要
学术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学会诚挚邀请和欢迎植保界的同行参加本次
学术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植物保护与脱贫攻坚

二、会议网址：http://www.ipmchina.net/
三、会议时间、地点、规模和参加人员
1.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3—25 日（23 日报到，26 日离会）。
2. 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3. 会议规模：1000 人左右。
4. 参加人员：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监事会监事，学会会员、会
议论文作者、有关部门（单位）领导和特邀代表等。
四、会议日程
1.10 月 23 日，报到。
2.10 月 23 日 20:00—21:30，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六次常务理
事会会议、学会监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学会党委会议。
3.10 月 24 日（1）大会开幕式；（2）大会特邀报告。
4.10 月 25 日 分会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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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学术报告在参会代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由分会场召集人遴选产生。拟在分
会场作报告的参会代表，请于 9 月 10 日前将学术报告题目、报告人等信息报各分会场
负责报告安排的召集人，最后确定的分会场学术报告人和报告题目将编入《会议指南》，
并提前通知报告人。每分会场可安排重点专题报告 2-3 个，由分会场召集人确定，每人
报告 20 分钟，其余分会场学术报告每人 15 分钟。
五、已邀请的大会特邀报告专家及拟定报告题目
1.报告题目：待定
报告人：罗锡文院士，华南农业大学
2.报告题目：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预警与控制技术研究
报告人：吴孔明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
3.报告题目： 中国工程院定点澜沧科技扶贫报告
报告人：朱有勇院士，云南农业大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副理事长
4.报告题目：农药绿色发展现状与展望
报告人：宋宝安院士，贵州大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
5.报告题目：待定
报告人：康乐院士，河北大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
6.报告题目：待定
报告人：赵春江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报告题目：作物重要病毒单克隆抗体创制及应用
报告人：周雪平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
事长
8.报告题目：为什么入侵生物都像螃蟹横着走？-以国内外重要林业入侵害虫为例
报告人：骆有庆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9.报告题目：基于效应子的作物疫病精准防控技术与应用
报告人：王源超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10.报告题目：杜仲抗菌肽基因克隆与利用研究
报告人：赵德刚教授，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六、分会场与召集人
分会场 1：植物病害绿色防控与脱贫攻坚
张正光，教授，南京农业大学，zhgzhang@njau.edu.cn
刘文德，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wendeliu@126.com（负责报告安排）
分会场 2：农业害虫绿色防控与脱贫攻坚
叶恭银，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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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zju.edu.cn
陆宴辉，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yhlu@ippcaas.cn（负责报
告安排）
分会场 3：生物防治与脱贫攻坚
姜道宏，教授，华中农业大学，daohongjiang@mail.hzau.edu.cn
张礼生，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防治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zhangleesheng@163.com（负责报告安排）
分会场 4：化学防治与脱贫攻坚
杨松，教授，贵州大学，yangsdqj@126.com
董丰收，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fsdong@ippcaas.cn（负责
报告安排）
分会场 5：杂草绿色防控与脱贫攻坚
李香菊，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杂草学分
会主任委员，xjli@ippcaas.cn（负责报告安排）
何永福，研究员，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Heyongfu08@163.com
分会场 6：农业鼠害绿色防控与脱贫攻坚
王勇,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wangy@isa.ac.cn
刘晓辉,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lxiaohui2000@163.com（负
责报告安排）
七、会议奖励活动
大会拟组织评选分会场青年优秀学术报告奖，给予适当奖励并向《植物保护学报》
推荐。每分会场评选青年优秀学术报告奖不超过 3 名，评选对象为 35 岁（含）以下青
年植保科技工作者（包括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在站博士后），提前离会者恕不授奖。
八、会议征文
会前将正式出版《植物保护与脱贫攻坚》（暂定名）论文集。征文要求见第一轮会
议通知。论文征文截止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九、参会回执
请在线提交参会回执，学会网站地址：http://www.ipmchina.net/。请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登录学会网站--选择→2019 年学术年会 →参会回执→填写提交参会回执和
预订宾馆住宿。
十、会议费用
参会代表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交通、注册费自理。
（一）会议注册费
1.注册费标准：分提前、会前和现场注册缴费三个标准。建议拟参会代表按照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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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账时间为准）缴费优惠标准报名参会，不提倡现场注册缴费。
代表类型

8 月 10 日

8 月 11 日至 10 月 10

10 月 11 日-现场

前缴费

日缴费

注册缴费

会员和学生代表

1100 元/人

1400 元/人

1900 元/人

非会员代表

1600 元/人

1800 元/人

2200 元/人

2.会议注册费缴纳方式（恕不接收邮局汇款、支票和现金）。
银行汇款：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营业部
收款单位：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账

号：11050101040013778

行

号：103100005014

注意事项：


银行汇款请附言注明：参会人姓名、联系方式及“2019 植保年会”字样。



发票开具：汇款后请填写附件 1-2019 年植保学术年会缴费和开发票信息表（包括
缴费参会人姓名、单位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单位纳税人识别号）、联系方
式等信息）发到植保学会办公室邮箱（cspp62@163.com）。合并汇款的请列出每位
参会代表姓名并说明开发票方式（单开还是合开，不说明视为开一张发票）。



发票的领取：会前缴费的参会代表在会议报到现场领取发票。



已注册并缴费但未能参会者，注册费不予退回，可由他人代替参会。



会务组收到注册费后视为有效注册。缴费时间以转账时间为准。



只填写参会回执，未完成会前缴费或特殊原因确需现场缴费的参会代表，报到时按
现场注册缴费标准收取会议注册费，会后寄送发票。
（二）会议住宿
宾馆名称

房间类型

房间价格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五星，

标间

520 元/天/间

主会场）

单间

470 元/天/间

标间

350 元/天/间

单间

350 元/天/间

4 人间

600 元/天/间

贵阳多彩贵州酒店（距主会

标间

350 元/天/间

场约 200 米）

单间

350 元/天/间

贵阳群升花园酒店（四星，
与主会场紧邻）

备注：因宾馆房间数量有限，建议标间尽量合住，并服从工作人员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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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会议期间正值贵阳旅游旺季，会议规模大，宾馆住宿十分紧张，请您登录学会会
议注册系统填写参会回执时务必注明宾馆预订要求，组委会将依据提早缴纳会议注册费
和提交参会回执情况，委托苏州市名城会议接待服务中心统筹安排，请您理解并予以配
合。现场注册缴费的代表（在没有提交参会回执，没有提前缴纳注册费的情况下）不能
保证会议住宿安排。
十一、到达宾馆交通
会议不安排接送站（机），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到达宾馆交通图及交通路线详见
附件 2。
十二、联系方式
1. 会议主办单位
在线回执管理系统：胡静明，电话：010-62815913，邮箱：cspp62@163.com
注册费及发票事宜：冯凌云，电话：010-62811917，邮箱：cspp62@163.com
2. 会议承办单位联系人
贵州省植物保护学会 何永福 13985420436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吴石平 13885036622

贵州大学 杨茂发 13984073566
贵州省植保植检站 江兆春 13511958619
3. 会议酒店住宿等会务协调联系人
苏州市名城会议接待服务中心,0512-65522573，邮箱：mingcheng169@163.com,
何文华，13915594022，陈新意，13906131072
附件 1—2019 年植保学术年会缴费和开发票信息表
附件 2—到达宾馆交通图及交通路线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抄送：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贵州省植物保护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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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 年植保学术年会缴费和开发票信息表(网站在线下载)
附件 2

—到达宾馆交通图及交通路线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
自备车：30.5公里滴滴快车约100元；出租车约100-120元；
公交车（机场巴士：首班09:00—末班19:00）
1、机场巴士5号线：龙洞堡机场-花溪公园 转乘403路公交车，数字经济产业园下
（车费19元）；
2、机场巴士5号线：龙洞堡机场-孔学堂 转 207路公交车思雅路（北）下（车费17
元）或花溪站下打车至酒店（30元）
贵阳北站-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
自备车：27公里滴滴快车约80元；出租车约80-100元；
公交车：地铁1号线（首班6:30—末班23:00）--中山西路站下，转乘5路 新发装饰
城站下-207路 思雅路（北）下（费用8元）；
贵阳火车站-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
自备车：27.1公里滴滴快车约70元；出租车约80元；
公交车：203路 新发装饰市场站下-207路 思雅路（北）下（费用4元)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