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
关于召开 2016 全国环境信息技术与应用交流大会
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年会的通知
（第三轮）
在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指导下，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
分会和《中国环境管理》杂志主办的“2016 全国环境信息技术与应
用交流大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年会”将于 2016 年
11 月 23-25 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 IBM 和深圳市博安达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力鼎创软科技有
限公司、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绿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万达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
大会诚邀孙九林院士、周成虎院士、贺克斌院士等著名专家，科
研院所知名教授、行业专家及环境信息化、IT 等相关领域资深技术
人员参加，围绕本次大会主题“慧”集数据、“智”领环保，解读国
家信息化发展规划，交流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生态环境领域
新技术进展和应用创新，分享行业、地方及科研机构在环境信息化领
域最新研发和应用成果，加快优秀技术和案例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各
方合作。

目前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热诚欢迎相关领域同仁踊跃参
加本次盛会。在第一、二轮会议通知基础上，现将会议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6 年 11 月 23 日全天
会议时间：2016 年 11 月 24-25 日
会议地点：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8 号）
二、会议主要内容
（一）主题报告大会
（二）专题论坛交流
论坛一：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与技术展望
论坛二：环境信息分析模型与算法技术
论坛三：环境监管业务信息化
论坛四：生态环境大数据创新应用
论坛五：云技术与安全防护体系
（三）成果与技术专题展示
（四）本届年会优秀案例奖、
《中国环境管理》优秀论文颁奖
本届学术会议征集的论文（案例）经审核录用将收入《2016
全国环境信息技术与应用交流大会论文案例集》并统一由中国环
境出版社正式出版。

三、会议具体日程
报到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1 层大厅

11 月 23 日

主会场
11 月 24 日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3 层多功能厅

08:40-09:00

承办方宣传片播放（IBM、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幕式及颁奖主持人：徐富春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嘉宾致辞
王玉庆（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
周建（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

主办方致辞

09:00-09:50

程春明（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环境信息化分会主任委员）

承办方致辞（IBM、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论文和优秀案例颁奖
09:50-10:10

与会嘉宾参观主题展

主题报告主持人： 陆新元
（原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10-10:50

信息化时代的若干热点问题

孙九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10:50-11:30

生态遥感大数据应用

周成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11:30-12:10

大数据与雾霾污染治理

贺克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12:10-14:00

午餐及休息
主题报告主持人：林宣雄

（西安交通大学环境保护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环境信息化分会副主任委员）

14:00-14:30
14:30-15:00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实
施方案
智慧环保

徐富春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周宏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5:00-15:30

国家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

罗建中 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指导专家组专家、国

与解读

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环境信息化十三五发展

15:30-16:00

规划探讨

魏斌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总工程师、环境信息化分会秘书长

16:00-16:10

休息

高峰对话主持人：金勤献
（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院长、环境信息化分会副主任委员）

16:10-17:40

主题：十三五信息技术展望与大数据创新应用

11 月 24 日

成果与技术主题展（9 号楼主会场外展示区）

论坛一：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与技术展望
主持人：李顺（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综合室主任、环境信息化分会副秘书长）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十二会议室）
联系人：魏丽萍（010-84665690,wei.liping@mep.gov.cn）
11 月 25 日

报告人

09:00-09:25 王益民
09:25-09:50

蔡阳

09:50-10:15 杜维成
10:15-10:25

题目

单位及职务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

水利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及其展望

水利部网信办主任

农业大数据与资源共享

农业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休息

“十三五”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战略与路径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电子政务
研究室副处长、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
数据分析中心主任助理

四川省环境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四川省环境信息中心主任

11:15-11:40 徐展国

上海市环境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上海市环境信息中心

11:40-12:05 李秋宇

“感知环境、智慧环保”-物联网在“十三五”环保信
息化中的探索与运用

无锡市环保局副局长

10:25-10:50 杨道玲
10:50-11:15

12:05-13:30

陈力

午餐及午休

论坛二：环境信息分析模型与算法技术
主持人：朱琦（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技术室主任、研究员）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十三会议室)
联系人：郭春霞(010-84665699,guo.chunxia@mep.gov.cn)
11 月 25 日

报告人

题目

单位及职务

09:00-09:25

程金平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气 VOCs 污染分析

09:25-09:50

张波

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建设-数据驱动环境管理转型与创新

09:50-10:15

刘定

基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污染源标识

10:15-10:25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研究员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技术室副主任、研
究员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技术室研究员

休息

10:25-10:50

刘富强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环境-多领域关系研判模型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10:50-11:15

郑宇

城市计算中智慧环保

微软研究院主管研究员、上海交大教
授、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11:15-11:40

张万顺

基于大数据的水环境风险业务化评估与预警

武汉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11:40-12:05

曾维华

环境信息学与环境信息污染量化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12:05-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3:55

郭建平

我国边界层时空特征观测研究及其与雾霾的关系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3:55-14:20

毛舜

新型实时水质分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14:20-14:45

胡秋灵

基于高频 AQI 数据的关中城市群空气污染规律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休息

14:45-15:00
15:00-15:25

王杰

15:25-15:50

许秋飞

15:50-16:15
16:15-16:40

剖析重污染过程的分析模型与算法

杭州真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感知环境、智慧环保”-以资源目录为驱动的环保大数 无锡高科物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
据体系架构以资源目录为驱动的环保大数据体系架构

术总监

赵亚茹

县域工业终端能源碳排放核算方法研究及应用

同济大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所硕士

秦之湄

基于大数据的餐饮污染源特征分析

四川大学环境科学硕士

论坛三：环境监管与业务信息化
主持人：陈煜欣（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网站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十五会议室)
联系人：符春艳（010-84665785,fu.chunyan@mep.gov.cn）
11 月 25 日

报告人

09:00-09:25

李宏奇

09:25-09:50

李石头

09:50-10:15

王雪松

题目

单位及职务

以信息化支撑青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体系

青海省环境信息中心主任

从“APEC 蓝”到“阅兵蓝”-河北省空气质量保障指挥平 河北省环境信息中心副主任、正高
台

级工程师

“互联网+”固体废物环境监管平台案例-构建固体废物全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
过程监管平台

10:15-10:25

问
休息
重庆市环境信息中心副主任、正高
级工程师

10:25-10:50

余游

排污权交易的数据应用

10:50-11:15

陈援非

11:15-11:40

吕新杰

IBM 绿色地平线计划

11:40-12:05

陈奇

环境信息化关键问题与挑战

基于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大气污染网格化监管解决方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济宁分
所副所长、山东省物联网技术发展
案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12:05-13:30

IBM 高级研发经理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主
任

午餐及休息

13:30-13:55

汪先锋

基于环境监控的环境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13:55-14:20

廖振良

基于 OGS 的巢湖水环境信息系统开发

14:20-14:45

汪玉峰

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监管体系

14:45-15:10

文雁

与信息化耦合-环保综合管理的破题实践

15:10-15:20

休

15:20-15:45

黎柏允

15:45-16:10

吴江寿

16:10-16:35

于

16:35-17:00

周卫红

洋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主任助
理、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教授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
裁
四川省新津县环境保护局局长

息

基于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排污全过程在线监管系 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统研究与应用
基于网格化的环境监管新模式创新实践
PIE 平台软件在环境遥感监测领域的应用探讨

总监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
慧城市方案部总经理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博士、高级咨询顾问

应用“五互”技术架构实现跨组织、跨流程环境监管信息 万证融信网络服务（深圳）有限公
化

司总经理

论坛四：生态环境大数据创新应用（第 1 会场）
主持人：尚屹（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应用室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十一会议室）
联系人：张孟奇（010-66103027,zhang.mengqi@mep.gov.cn）
11 月 25 日 报告人
09:00-09:25

李剑

题目

单位及职务

生态环境大数据创新与应用

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

09:25-09:50 王建冬

大数据与政府环境治理创新初探

09:50-10:15 诸云强

数据关联及其在生态环境大数据中的应用

10:15-10:25
10:25-10:50

副处长、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任、
研究员

休息
吕琴

10:50-11:15 张冬华
11:15-11:40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大数据分析处

严骏

11:40-12:05 何炜琪

环境信息化研究-系统，算法及应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
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研究生联合主任

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探索与实践

思路智慧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
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基于城市管理者视角的生态大数据建设思路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环保行业总监

让大数据和“互联网＋”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服务

西安绿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午餐及午休

12:05-13:30
13:30-13:55

王晨

全生命周期绿色制造-生态环境大数据实践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大数据中心总工程师

13:55-14:20

刘锐

大气监测环境大数据创新与应用

中科宇图资源环境研究院院长

14:20-14:45

王智

14:45-15:10

周林

“互联网+”在 12369 环保举报管理平台中的应用与
探索-打造公众参与的互联网环保互动平台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大数据建设策略研究

15:10-15:20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工程师

休息

15:20-15:45

王慧

生态环保大数据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15:45-16:10

谢喆

环境空间大数据应用

Esri 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技术总监

基于数据驱动的生态环境医院建设初探

聚光科技信息开发中心总监

新型环境要素自动监测设备及生态大数据应用技术

复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CTO

基于非结构化数据的环境信息化建设

同方知网生命科技与环境知识管理公司
总经理

二三维可视化技术之环保信息化应用探讨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环保事业部
咨询总监

16:10-16:35 丁成富
16:35-17:00

王伟

17:00-17:25 马学海
17:25-17:50

姚轶

论坛四：生态环境大数据创新应用（第 2 会场）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十二会议室）
主持人：李顺（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综合室主任、研究员）
联系人：张孟奇（010-66103027,zhang.mengqi@mep.gov.cn）
11 月 25 日

报告人

题目

单位及职务

13:30-13:55

傅宁

互联网技术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北京力鼎创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3:55-14:20

岳波

环保“十三五”建设的“顶层设计”建议

成都之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20-14:45

马占军

大数据在精细化环境管理上的应用探索

14:45-15:10

常杪

地方政府环境大数据建设思路、创新点与难点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教研所主任

15:10-15:35

王强

环保大数据平台及应用案例剖析

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研究院博士、
深圳生态环境大数据联合实验室主任

15:35-15:45

深圳博安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
总经理

休息

15:45-16:10

张士清

大数据支撑生态环境监管创新和科学决策

16:10-16:35

毛佳茗

16:35-17:00

李华

太极环保大数据创新应用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系统架构师

17:00-17:25

李瀚

基于 GBase 新型数据处理技术的环境大数据平台方案

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

17:25-17:50

管祖光

下一代空气质量监测与大数据分析技术

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CEO

17:50-18:15

钟海华

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基础设施-长天长平台

交大长天技术平台总监

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固体废物全程监管服务平台
探索与实现

华为有限公司政务云解决方案高级架构师
江苏梦兰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论坛五：云技术与安全防护体系
（地点：会议楼二层第十六会议室）
主持人：李蔚（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网络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徐敏（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安全室主任、研究员）
联系人：安博文、赵元（010-66556061,010-84665953,an.bowen@mep.gov.cn）
11 月 25 日 报告人

题目

单位及职务

09:00-09:25

李蔚

环境保护部统一 IT 运维工作的设计与实践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网络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09:25-09:50

吴林

云化转型助力环保信息化

华为有限公司环保解决方案一级专家

河南省环保信息安全现状及展望

河南省环境信息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09:50-10:15 丁卫东
10:15-10:25

休息

10:25-10:50 朱晓康

云安全、硬实力

杭州迪普科技有限公司安全产品部部长

10:50-11:15 邬玉良

大数据安全战略与措施

北京中科同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1:15-11:40 王选明

浪潮云平台及大数据建设思路

浪潮行业部技术总监

云计算与运维服务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云技术总监

11:40-12:05

罗皓

12:05-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3:55 赵勇勇

基于威胁情报的环保态势感知与安全运营

360 企业安全集团高级安全顾问

13:55-14:20 崔晓鑫

基于动态赋能的自适应安全体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14:20-14:45 虞朝晖

环保云-转变 IT 服务管理思维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

14:45-15:00

休息

15:00-15:25

杨勃

大数据及云计算环境下的安全防护实践

15:25-15:50

陈珂

云计算服务安全持续监管

赵锋

H3C 云平台建设方案与实践

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云计算产品线技术经理

16:15-16:40 田景成

云环境下身份认证技术思考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16:40-17:05 童华权

双态环境下的 IT 运维解决方案

北京广通信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总监

基于全流量分析的大数据态势感知平台建设

科来产品运营总监

15:50-16:15

17:05-17:30

李飞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云技术与安全防护体
系高级专家

四、大会信息发布、报名方式
（一）大会信息发布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网站：
《中国环境管理》网站（http://zghjgl.ijournal.cn）
微信公众号：
“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cses-chinaeic）
“中国环境管理”（zghjglzz）
（二）会议报名
11 月 19 日前仍可报名：
1、蓝信报名：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

或打开报名地址 https://login.lanxin.cn/pc/ask/ask.do?id=1732
2、微信报名：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根据提示完成报名

五、注册缴费
代表类型
一般参会代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
环保系统人员
研究生

会务费
1500 元/人
1200 元/人
1200 元/人
1000 元/人

（一）会前缴费：
请将会议注册费提前汇至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惠新里支行
账号：1911 0104 0000 437（位数不够时可在前面加 11 再转账，
变成 111911 0104 0000 437）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开具的发票类型为：技术服务费或会议资
料费。
为准确地确认汇款，请在附言中表明：信息大会、参会单位（简
称）
、参会人数（汇款后请保留凭证并拍照或扫描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二）现场缴费：
现场缴费的代表可在北京会议中心刷卡缴纳，开具发票类型为：
会议费。
会议费含会务费、餐费、资料费、场地费等。提前通过银行转帐
的参会代表可于开会期间领取发票（或会后统一邮寄），现场缴费的
将由北京会议中心开具发票。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以会议将采用“蓝信”手机 APP 为会议服务软件，报名成
功后请您注意接受推送短信并安装“蓝信”软件。
2、本次会议原则上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