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景观可持续科学论坛	

议	 	程	

	

2021年8月6‐8日	

江西·南昌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人与环境系统可持续研究中心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业委员会	

	
	

承办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	

	
	

会议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泰耐克国际大酒店	
	 	



 
 

主题和背景：	

景观可持续性是指特定景观长期不断提供具有景观特性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而保持

或提高人类福祉的能力。景观可持续科学是在可持续科学与景观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聚焦于景观和区域尺度的，通过空间显示方法来研究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和人

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新兴科学。景观可持续科学强调精细和较粗尺度上景观间的

相互作用及等级联系，并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过程，以及气候变化、土地利

用变化和其他社会经济驱动过程对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影响。	

景观可持续科学论坛是由邬建国教授和史培军教授于2013年联合发起的，旨在推

动景观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一个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论坛。论坛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经

连续举办七届。论坛的目标在于促进景观可持续科学的理论发展以及因地制宜的实践应

用，为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可持续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主要议题包括可持

续性、恢复性、脆弱性、生态系统服务、土地系统设计与模拟以及人类福祉等。每届论

坛都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国与地区，在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可持续科学等领

域的著名学者，就上述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景观可持续科学论坛学术委员会：	

主席：邬建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史培军（青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秘书长：刘志锋（北京师范大学）	

委员：郭	 	杰（南京农业大学）	 	 	 	何春阳（北京师范大学）	

彭	 	建（北京大学）	 	 	 	 	 	 	 	 仇江啸（佛罗里达大学）	

谢花林（江西财经大学）	 	 	 	于德永（北京师范大学）	

张	 	庆（内蒙古大学）	 	 	 	 	 	 周伟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庄优波（清华大学）	

	 	



 
 

第八届景观可持续科学论坛组织委员会：	

主席：谢花林（江西财经大学）	

委员：肖文海、舒成、姚冠荣、唐文跃、陈拉、胡绵好、吕添贵、卢华、邬志龙、邹金

浪、何亚芬、张新民、李诗元、陈倩茹、曾小箕（江西财经大学）	

秘书长：谢花林（江西财经大学）、何春阳（北京师范大学） 

秘书：曾小箕（江西财经大学）、张新民（江西财经大学）、刘志锋（北京师范大学）、

黄庆旭（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议程：	

报到注册 

2021年8月6日 
（星期五）	

注册时间：9:00-23:00；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江西泰耐克

国际大酒店（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新府路28号）。 

	

8月7日（星期六） 

大会报告，主题：“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Future Earth” 

     （会议语言：英文，会议地点：江西泰耐克国际大酒店二楼水晶厅） 

主持人：邬建国 教授 

08:30-08:45 

论坛介绍 

致辞 

致欢迎词 

邬建国 教授 

史培军 教授/校长 

江西财经大学校领导 

08:45-09:45 【题目待定】 Cristian Echeverria 教授

09:45-10:00 合影/茶歇 

10:00-11:00 
Groundwater effects on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across 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s 

仇江啸 助理教授 

11:00-12:00 
Cor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approaches for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science 

邬建国 教授 

12:00-14:00 午餐 

主持人：黄庆旭 副教授 

14:00-15:00 
Understanding the landscape ecology of
ecosystem services 

Graeme Cumming 教授

15:00-16:00 
Achieving sustainable land u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eter Verburg 教授 



 
 

16:00-16:10 茶歇 

16:10-17:10 
A social-ecological agenda to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landscapes 

Tobias Plieninger 教授 

17:10-18:10 Reversing tropical deforestation Eric Lambin 教授 

18:10 晚餐 

	

8月8日（星期日） 

大会报告，主题：“景观可持续科学、生态文明与美丽江西” 

（会议语言：中文，会议地点：江西泰耐克国际大酒店二楼水晶厅） 

主持人：谢花林 教授 

08:00-09:00 境其地-一种景观营造理论框架 杨锐 教授 

09:00-10:00 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 郑华 研究员 

10:00-10:10 茶歇 

10:10-11:10 碳中和与国土空间优化 黄贤金 教授 

11:10-12:10 夜间灯光数据在城市景观研究中的应用 何春阳 教授 

12:10-14:00 午餐 

主持人：何春阳 教授 

14:00-15:00 NbS与景观生态学 彭建 研究员 

15:00-16:00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湿地景观生态水文过程 丁建丽 教授 

16:00-16:10 茶歇 

16:10-17:10 城市景观可持续性：从全球到局地 刘志锋 副教授 

17:10-18:00 
基于生命共同体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与管控策

略 
梁发超 教授 

18:00 晚餐 

	

学术考察 

2021年8月9日 
（星期一）	

考察路线：	

南昌‐白鹿洞书院‐庐山（住宿）‐南昌（两天） 

会议网站：http://leml.asu.edu/chess/FLSS/index.html	 	

会议费用：学生1000元／人（凭学生证）；其他2000元／人。可开具会议费发票，注册

费用主要用于场地、餐费和会议资料，不含住宿费及会后考察费。 



 
 

会议注册：请拟参会者于2021年7月20日前，发送会议回执到：zenger0323@163.com（回

执表见附表）。会议注册费用提交方式及发票信息：本次会议发票由会议公司“江西公

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参会代表可以在会议注册时现场刷卡或缴纳现金，也可以

提前将钱汇入以下账号，并请注明“景观可持续科学会议注册费”字样，并保留好转账依

据，在会议注册时予以出示。 

汇款信息 

账户名：江西公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502 2108 093 0005 814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财大支行。 

会议注册联系人：赵老师 13077986892 

会议酒店及交通：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泰耐克国际大酒店：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新府路28号。 

1、昌北机场→泰耐克国际大酒店：约30公里，机场公交4号线：直达江西泰耐克国际大

酒店，8:00-19:00每一小时一班往返；出租车45分钟，约100元。 

2、南昌西站→泰耐克国际大酒店：约14公里，地铁2号线至地铁大厦站，换乘1号线至

秋水广场站2、3号出口即到；公交50路直达（秋水广场地铁站）；出租车30分钟，约50

元。 

3、南昌站→泰耐克国际大酒店：约10公里，地铁2号线至地铁大厦站，换乘1号线至秋

水广场站2、3号出口即到；出租车30分钟，约30元。  



 
 

 

推荐入住酒店：江西泰耐克国际大酒店（会议协议宾馆：单间或标准间单早350元/晚；

双早400元/晚） 

注意事项：本次会议时间正值旅游旺季，请各位参会人员务必提前预订好住宿及往返交

通，以免耽误行程。	

 

联系人： 

曾小箕： 

Tel: 86+13001180511 

Email: zenger0323@163.com 

 

陈倩茹： 



 
 

Tel: 86+15870023960 

Email：905797512@qq.com 

 

张新民： 

Tel: 86+18160718657 

Email：1069448625@qq.com  

 

 

第八届景观可持续科学论坛回执单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职称   

单位及职务   

电话号码   传 真  

手机号码  E-mail  

通信地址 
 

 
邮  编   

食宿安排 □请会议安排 □参会者自理 □单间     □合住 

会后考察 □是         □否  

 

请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前请填写参会回执表发至会议邮箱：zenger032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