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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暨化学品环境安全大会 

（第十七届 POPs 论坛） 

2022 年 9 月 22-24 日，青岛 

论坛介绍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暨化学品环境安全大会”（以下简称“POPs 论坛”）是 2006 年由清华大

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发起，并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

调组办公室、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业委员会等共同主办的系列年会，到 2021 年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 16 届！POPs 论坛已经成为我国 POPs 领域学术界、管理界和产业界集思广益和

共谋对策、纵览 POPs 履约国际动态和我国进展、研讨 POPs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展示 POPs 分析

和控制的高新技术与先进产品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第十七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暨化学品环境安全大会（第十七届 POPs 论坛）将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24 日在青岛市召开。论坛聚焦“新污染物治理”，邀请国内外官产学研各领域专家共同研讨、

交流。论坛主办单位热忱欢迎从事 POPs、化学品环境安全及相关工作的各界人士齐聚在中国帆船

之都、啤酒之都——青岛，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业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新兴有机污染物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环境前沿技术北京实验室 

http://www.skjlesp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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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山东科技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联众行贸易有限公司  

沃特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中持依迪亚（北京）环境检测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SCIEX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火热征集中……） 

参展单位 

西安欧尔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毕克气体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漂莱特（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腾龙微波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易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普立泰科仪器有限公司 

MDPI Toxics 

Emerging Contaminants 期刊 

捷欧路（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重庆中科德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火热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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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 

新污染物治理与健康环境 

会场酒店 

青岛海天金融中心酒店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路 29 号 

电话：0532-87057777 

论坛议题 

议题 1 有机污染物环境分析与污染特征 

召集人 郑明辉：中科院生态中心研究员，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李  雪：暨南大学质谱仪器与大气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议题 2 有机污染物环境行为与迁移转化 

召集人 陈景文：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原院长 

谢宏彬：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副院长 

议题 3 有机污染物毒理效应及健康与生态风险 

召集人 毛  亮：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韦艳宏：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卫生毒理学系主任 

议题 4 POPs替代与控制技术 

召集人 刘  鸿：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牛军峰：华北电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议题 5 副产物类 POPs 减排技术与实践 

召集人 李晓东：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陆胜勇：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刘国瑞：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教授 

议题 6 有毒有害化学品废物处置与修复技术 

召集人 冯秀娟：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二级教授，资源工程系主任 

刘希涛：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跨介质污染控制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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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7 药物和个人护理品(PPCPs)环境风险与控制 

召集人 史江红：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致新书院院长 

隋  倩：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

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议题 8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污染和控制 

召集人 邓述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化学教研所所长 

黄  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新兴有机污染物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议题 9 POPs履约战略与监管 

召集人 刘建国：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任志远：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主任专家，正高级工程师 

议题 10 海洋（极地）环境中新污染物的环境行为与效应 

召集人 唐建辉：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研究员 

王新红：厦门大学教授，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议题 11 卤代有机物生物转化与修复应用 

召集人 汪善全：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何  艳：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土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议题 12 新污染物治理 

召集人 尹大强：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长江水环境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仇雁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陈  达：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副院长 

更多议题征集中，如有召集其他议题意向请与会务组联系。 

重要日期 

2022 年 08 月 24 日：论文提交截止 

2022 年 09 月 04 日：优惠缴费截止 

2022 年 09 月 07 日：住宿及考察预订截止 

2022 年 09 月 17 日：会议日程公布 

2022 年 09 月 21 日：注册报到、专委会会议 

2022 年 09 月 22 日：论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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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重要活动 

高层报告：邀请国内外负责 POPs 公约履约和化学品环境安全领域的高级官员、从事 POPs 及

化学品环境安全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优秀企业人士作大会报告，纵论一年来国内

外履约动态、化学品环境安全最新研究进展和产业趋势； 

研讨热点：针对 POPs 污染和化学品环境安全问题，在环境存在、毒理效应、降解行为、替代

技术、处置技术、减排实践、履约政策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 

履约论坛：结合正在开展的 POPs 履约工作，针对地区特点、实施计划、地方法规、意识增强

等议题展开讨论； 

青年交流：评选 POPs 论坛 2022“联众行 WELLINGTON 杯优秀研究生论文奖”、 POPs 论坛

2022“联众行 WELLINGTON 杯优秀研究生墙报奖”，激励 POPs 领域优秀青年成长； 

企业展示：国内外知名 POPs 和化学品环境安全领域企业将通过报告、布展等形式介绍最新的

设备、产品和技术，并解答应用方面的问题； 

宣传教育：发放 POPs 公约、化学品环境安全方面的宣传材料，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增强意识。 

注册方式 

通过 POPs 论坛官网：popsforum2022.scievent.com 注册登录。 

会议论文、版式与格式 

1.论文集 

第十七届 POPs 论坛贯彻绿色理念，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会议论文集采用网盘文件（论文

集电子版）作为会议资料，如需获取请联系会务组。  

时  间 上  午 中  午 下  午 晚  上 

9 月 21 日（周三） 注册报到、专委会会议 

9 月 22 日（周四） 开幕式、大会报告 午餐、产品展示与交流 分会报告 晚餐 

9 月 23 日（周五） 分会报告 
午餐、产品展示与交流、 

优秀研究生墙报评选 

大会报告、颁奖

及闭幕式 
- 

9 月 24 日（周六） 技术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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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格式 

请登录会议网站下载论文、墙报格式模板文件，请注意： 

·论文各部分完整，内容简洁，总字数（含图表）不宜超过 2000 字，篇幅不超过 2 页。A4 纸排

版，左、右页边距各 2.6 厘米，上下页边距各 2.4 厘米。 

·重要图表需列出，图的标题位于图下，小 5 号字；表的标题位于表上，5 号字，表文小 5 号字，

用三线表。图片请采用 png/jpg/tiff 等格式，请勿使用软件直接粘贴。 

·墙报规格 90cm×120cm，录用的墙报需自行打印，会务组提供展板及粘贴材料。 

论文经审查后决定是否录用，并及时通告作者。提交的文章无论录用与否恕不退还，请作者自

留底稿。 

3.提交方法 

请在论坛网站首页注册、登录后提交论文。 

参会费用 

1.注册费 

注 1：注册费优惠截止日期指汇款汇出日期。 

注 2：因认款手续严格，请勿用现金 ATM 机转账参会费用。 

2.退费办法 

如 果 出 现 已 经 交 费 但 因 故 不 能 到 会 的 情 况 ， 请 通 过 邮 件 尽 早 告 知 组 委 会

（popslab@tsinghua.edu.cn）。如果在 2022 年 9 月 7 日前告知，则退还所交注册费的 100%；在此

之后恕不退费，因为会议各项安排已经签约。会务组将会在论坛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统一办理退费

手续。 

加入会员 

请登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官网：http://www.chinacses.org/在右侧会员登录一栏点击注册。注册

成功后完善个人信息并按提示步骤操作（请在会员信息/会员类型/申请加入分会一栏选择“是”，并

代表类型 2022 年 09 月 04 日前缴费 2022 年 09 月 04 日后缴费 

一般参会代表 1800 元 2200 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 1600 元 2000 元 

非在职研究生（凭研究生证） 1500 元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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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业委员会），缴费成为会员。 

会费标准： 

个人会员：普通会员：60 元/年；高级会员：120 元/年 

单位会员：会员单位：5000 元/年；理事单位：20000/年；常务理事单位：50000 元/年 

会员服务：http://www.chinacses.org/hyfw/hyfwjs/ 

付款方式 

1.在线支付： 

登录论坛官网，在首页点击“在线支付”，扫描二维码完成付款（备注：单位+参会人姓名）。

支付完成后，如需开具电子版增值税普通发票，请点击“申请开票”；如需开具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

请直接联系会务组邮箱：popslab@tsinghua.edu.cn。 

2.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汇款帐号：0200 0045 0908 9131 550 

收款单位：清华大学 

附言：POPs 论坛+参会人姓名 

3.邮政汇款： 

收款单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收款人名：李玉清 

附言：POPs 论坛+参会人姓名 

联系电话：010-62771637 （邮编：100084） 

4.现场缴费： 

POS 机刷卡或扫描二维码支付 

注：现场无法开具会议费发票，后期邮寄或开具电子发票至邮箱。 

联系方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化学教研所 

联系人：葛羽锡、郑烁、李玉清（财务）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 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504 室  

电  话：010-627 94006/71637 

电  邮：geyuxi@ tsinghua.edu.cn 、popspc@tsinghua.edu.cn 、popslab@tsinghua.edu.cn（财务） 

http://www.chinacses.org/hyfw/hyfw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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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 专委会全体委员工作会议同期举行，专业委员会组成如下：  

顾  问： 

魏复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 

蔡道基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 

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南琪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吴丰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朱利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洪华生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 

罗高来 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专家委员会原副主任 

Heidelore Fiedler 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教授、UNEP Chemicals 原高级科学顾问 

主  任： 

余  刚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双聘教授 

副主任： 

郑明辉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 

胡建信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任  永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履约三处副处长 

秘书长： 

王  斌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庆伟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 

王亚韡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铁宇 汕头大学教授 

王新红 厦门大学教授，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韦艳宏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卫生毒理学系主任 

韦朝海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 

牛军峰 华北电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毛  亮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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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雁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尹大强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长江水环境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尹  华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 

邓述波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化学教研所所长 

卢宪波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史江红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致新书院院长 

朱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 

任志远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主任专家，正高级工程师 

全  燮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原院长 

刘文彬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希涛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跨介质污染控制研究所所长 

刘国光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刘国瑞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教授 

刘建国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刘维屏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 

齐  虹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关小红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孙阳昭 挪威水环境研究所高级环境专家 

孙红文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院长 

孙轶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杜  兵 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 

李东浩 延边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李来胜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广东省环境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晓东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李爱民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李  雪 暨南大学质谱仪器与大气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李雪花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李朝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吴广龙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高级工程师 

吴永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何  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院长 

应光国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环境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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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磊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环境科学专业系主任 

张  干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建清 深圳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室主任 

张徐祥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副院长 

张效伟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张海军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陆胜勇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陈吉平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中科院首席研究员 

陈  达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副院长 

陈会明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宝梁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院长 

陈景文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原院长 

邵春岩 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院长 

林  田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 

孟耀斌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副教授 

姜  晨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高级工程师 

祝凌燕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环境污染过程与基准重点实验室主任  

徐夫元 同济大学教授 

殷浩文 上海市检测中心教授，生物与安全检测实验室主任 

高士祥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唐建辉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研究员 

海  景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垃圾焚烧技术与装备工程实验室

副主任 

黄业茹 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研究员、主任 

黄启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固体所所长 

黄  俊 清华大学副教授，新兴有机污染物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黄  斌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 

曹治国 河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梁  勇 江汉大学环境与健康学院教授、副院长 

隋  倩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

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彭  政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履约三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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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科 陕西科技大学教授 

董玉瑛 大连民族大学教授 

董  亮 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研究员，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室主任 

曾永平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院长 

谢宏彬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副院长 

潘学军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副校长 

薛南冬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戴家银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论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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