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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费用 （元）
项目                                                          早期注册                  正式注册                 现场注册                  学生注
1. 大会（包括摘要汇集及考察）       2900                         3500                         4100                          1750
2. 摘要提交                                             200                                /                                 /                               200

册                    

大会组委会现招募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协助组委会更好完成国际湿地大会的组织工作。
如有意向，请登录大会官网报名，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1月 1日至 3月 31 日。

志愿者申请

为支持发展中国家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大会组委会将资助数十名发展中国家优秀的
青年学者参加本次大会。获得资助的学者，组委会将对其注册费、差旅费和住宿费进行定
额补贴。有意向者请登录大会官网报名，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1月 1日至 3月 1日。

发展中国家青年学者资助

INTECOL 国际湿地大会是湿地科学与应用领域中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在
国际生态学协会（INTECOL）湿地工作组的支持下，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此次大会将围绕湿地热点问题设立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地球
化学过程、生态系统监测、生物入侵、污水处理、价值评估、可持续管理等主题的专题报
告会和专项研讨会；会议期间安排为期一天的湿地示范区实地考察，详情请见大会官网。

欢迎各研究机构、企业等单位为大会提供赞助，利用这次盛大的机会向国内外同行展示
您的机构或产品；本次大会还将设有专门展厅，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赞助或参展

大会简介

主席  
陈    骏（南京大学校长，院士）
Eugene Turner（国际生态学协会湿地工作组联合主席）

副主席 
马广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主任）
Jos Verhoeven（国际生态学协会湿地工作组联合主席）
Ania Grobicki（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副秘书长）
王    飏（常熟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克林（湿地国际 - 中国办事处主任）
刘世荣（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
刘志全（国家水专项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
夏春胜（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省林业局局长）

秘书长
李     成（南京大学校长助理）
Jennifer Ann Davis（国际生态学协会湿地工作组联合主席）

副秘书长 
范建国（常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方    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主任）
安树青（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院长）

委员 
王明良（国家水专项管理办公室）  

雷    刚（世界自然基金会）  
王利民（阿拉善SEE基金会）

任文伟（世界自然基金会）  
王云骏（南京大学）  
姜迎春（南京大学）  
孔剑锋（南京大学）  
卢    山（南京大学）  
卢兆庆（江苏省林业局）  

徐惠强（江苏省湿地站）  

组织委员会

姚志刚（江苏省湿地站）  
黄志强（苏州市农业委员会）  
冯育青（苏州市湿地站）  
高宝兴（常熟市农业委员会）  
霍惠明（常熟市农业委员会）  
戴惠忠（常熟市林业站）
徐学东（常熟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  
季恒义（常熟沙家浜旅游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