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会 

议程草案 

一、会前培训 

2015 年 10 月 23 日；10 月 22 日全天报到 

二、研讨会报到 

2015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8:00-22:00 大会注册：参会代表报到、领取资料 

三、专委会委员会议 

2015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19:30-21:30: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全体委员参加 

四、学术研讨会 

2015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上午 

（一）开幕式 （08:30-09:00） 

主持人：赵庚星（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1、介绍参会嘉宾 

2、山东农业大学校长致辞 

3、煤炭学会领导致辞 

4、国土资源部有关领导致辞 

5、山东省国土资源厅领导致辞 

09:00-09:30 大会合影、茶歇 

（二）大会报告 

 



主持人：卞正富、罗明 

报告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大 
会 
 
报 
告 

09:30-10:00 
煤矿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及

修复 
彭苏萍

院士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0:00-10:30 绿色矿山建设 

刘玉强 
副会长、

总工程

师 

中国矿业联合会 

10:30-11:00 
中国土地复垦发展历程及

一些思考 
刘仁芙 原国土资源部巡视员 

11:00-11:30 矿山开采环境成本核算 
高吉喜

研究员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11:30-12:00 矿区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
毕银丽

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2:00-13:00 午餐 

 

2015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下午 

（一）13:30-16:10   经验交流  

主持人：李树志 

报告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会 
议 
报 
告 

13:30-13:50 
两淮煤矿沉陷区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的集成

与示范 
徐翀 

煤矿生态环境保护国家

工程实验室 

13:50-14:10 
新汶矿业集团土地复垦与

生态修复经验交流 
高增功 新汶矿业集团 

14:10-14:30 
露天矿排土场复垦的经验

与体会 
陈玉玖 

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

公司 

14:30-14:50 泰安土地复垦经验交流 翟广西 泰安市国土资源局 

14:50-15:10 
济宁市采煤塌陷地治理经

验交流 
董可进 

济宁市采煤塌陷地治理

中心  

15:10-15:30  茶歇 

 

 



（二）15:30-17:30  

高端对话：经济下行压力下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挑战与对策 

主持人：胡振琪 

对话嘉宾： 

谷树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仁芙 （原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副巡视员） 

罗  明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总工程师） 

王均昌 （淮南市采煤塌陷地治理办公室主任） 

刘  庆 （淮北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刘玉强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 

张连贵 （兖矿集团） 

陈玉玖（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 

范天立（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7：40 晚餐 

 

2015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日上午 学术研讨/研究生论坛（分两个分会

场，研究生论坛的议程正在制订中） 

（一）08:30-10:10  

主持人：周连碧 

报告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会 
议 
报 
告 

08:30-08:50 
矿业城市生态修复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李树志 煤科总院唐山研究院

08:50-09:10 
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

复基本问题商榷 
白中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09:10-09:30 
Fundamentals for successful 

restoration of coal ash sites 
Tamara 
Harney 

美国 Profile products 
LLC 



09:30-09:50 
环境材料腐殖酸在矿区

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09:50-10:10  茶歇 

（二）10:10-11:30 

主持人：白中科 

报告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会 
议 
报 
告 

10:10-10:30 
矿山酸性废水的生态环境问

题 
束文圣 

中山大学生态与进化

学院院长 

10:30-10:50 矿区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 雷梅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10:50-11:10 有色金属尾矿污染防治技术 周连碧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

境工程设计研究所 

11:10-11:30 
矿山固体废弃物生态修复及

案例 
薛生国 中南大学 

11：40 午餐 

 

2015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日下午  

主持人：毕银丽 

报告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 
题 
报 
告 

14:00-14:20 建设用地复垦 梁成华 沈阳农业大学 

14:20-14:40 
复垦土地情景及其土壤水氮

定量化过程模拟 
张世

文、黄

元仿 

安徽理工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14:40-15:00 
煤矸石充填复垦重构土壤重

金属高光谱监测 
徐良骥 安徽理工大学 

15:00-15:20 从采矿迹地到城市空间 常江 中国矿业大学 

15:20-15:40 
不同复垦土壤压实机理对及

其土壤环境效应的影响 
李新举 山东农业大学 

15:40 – 16:00 
采煤塌陷地动态演变及其对

土地利用的影响 
王萍 曲阜师范大学 

16:00 – 16:20 公司经验及案例介绍 待定  
16:20 – 16:40 公司经验及案例介绍 待定  

16:40 – 17:00 
2015 美国土地复垦学术年会

及复垦考察见闻 
胡振琪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17:05  大会闭幕式（含研究生优秀论文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