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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城市地理学术年会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 

（第二号通知） 

为促进新时代中国城市地理的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

求，经中国地理学会批准，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定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在济南市举办“2020 年中国城市地理学术年会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高层论坛”。会议一号通知发出后，得到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同行的积极响

应。热情期待大家相聚泉城，交流城市地理学的新理念、新趋势、新方法与新实践，

探讨城市地理学发展的新机遇、新定位与新范式，共同促进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繁荣

发展。现将会议相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与内容 

1. 会议主题 

城市群与高质量发展 

2. 会议内容 

会议重点围绕如下议题开展学术交流，但不局限于这些议题。欢迎专家学者联

合建议新的研究前沿或热点问题，也可设立专题会场。 

（1）城市地理学的新领域、新理论与新方法 

（2）人口城镇化与治理创新 

（3）城市社会空间与反贫困 

（4）大数据应用与智慧城市建设 

（5）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优化 

（6）城市群与城乡融合发展 

（7）区域生态保护与新旧动能转换 

（8）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创新发展与规划 

（9）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10）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与城市群发展 

（11）其他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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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时间地点 

1.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23 至 25 日（周五到周日） 

2. 报道地点：学林大酒店（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80 号） 

             新航大厦（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30 号） 

3. 会议地点：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教学三楼 1 层报告厅。 

 

三、会议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地理学会 

协办单位： 

“人地协调与绿色发展”山东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山东省内地理相关院校 

三、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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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 

陈发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许学强  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周一星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崔功豪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南京大学教授 

宁越敏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顾朝林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柴彦威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周春山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熊巨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处长、研究员 

薛德升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张国友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任建兰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山东地理学会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四、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席 

甄  峰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王成新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山东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委  员 

冯  健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教授 

高晓路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李志刚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 

孙斌栋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杨永春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教授 

于涛方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教授 

袁  媛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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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秋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欧向军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程  钰  山东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会议秘书 

席广亮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顾  江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陈延斌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讲师、博士 

赵金丽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讲师、博士 

李连刚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讲师、博士 

五、会议日程及会议安排 

1. 会议日程 

10 月 23 日：与会代表报到，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10 月 24 日：上午开幕式与大会报告，下午分会场报告与闭幕式； 

10 月 25 日：学术实践与离会。 

2. 学术实践 

路线 1：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地理实践一天）； 

路线 2：城市高质量发展（济南市区，地理实践半天） 

六、酒店预订 

（1）学林大酒店（距离会场步行时间 10 分钟左右）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80 号，咨询电话：0531-82885757 

a.双人标准间：328 元/间天（包早餐） 

b.大床房：328 元/间天（包早餐） 

（2）新航大厦（距离会场步行时间 15 分钟左右）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30 号（文化东路和历山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东），咨询电话：0531-85680777 

a.双人标准间：328 元/间天（包早餐） 

b.大床房：358 元/间天（包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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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周围其他酒店信息（房价均在 200 元左右，具体房价不固定，需电

话咨询酒店，建议通过网络预订。） 

①速 8 酒店（距离会场步行时间 10 分钟左右）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137 号 

电话：0531-66666605 

②银座佳驿酒店（山师店）（距离会场步行时间 17 分钟左右）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79 号 

电话：（0531）88560885 

 

学校周边酒店分布 

七、会议报名与注册费用 

会议报名表和优秀论文提交截止日期延长至 9 月 30 日。未报名的专家学者可

继续将回执发送到会议邮箱（aacug2020@163.com），请在回执中务必注明您所要住

宿的酒店。会议回执见附件。 

参会者需缴纳会议注册费，一般代表 1600 元/人；中国地理学会有效注册会员

1300 元/人；学生代表 800 元/人。上述费用含参会许可、会议资料等。会议期间住

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缴费方式：请参会者于报到当日，按照资费标准现场缴费，将开具相关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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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指南 

从车站、机场到达报到地点（学林大酒店、新航大厦）可选择乘坐公交车或出

租车。 

1. 济南站——学林大酒店或新航大厦（约 7 公里）  

（1）公交路线：出站后步行 210 米乘坐 18 路公交车，在济南站上车，在山师

站下车，步行 300 米到达学林大酒店或新航大厦。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20 元，耗时约 25 分钟。 

2. 济南西站——学林大酒店或新航大厦（约 17 公里） 

（1）公交路线：出站后步行 400 米，乘坐 T202 路或 K202 路公交车，在济南

西站公交枢纽（3 站台）上车，在千佛山医院站下车，步行 1000 米到达学林大酒店。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50 元，耗时约 40 分钟。 

3. 大明湖站——学林大酒店或新航大厦（约 8 公里）： 

建议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20 元，耗时约 25 分钟。    

4.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学林大酒店或新航大厦（约 40 公里）：  

（1）公交路线：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经十路山大路站下车，步行 1.2 公里到

达学林大酒店。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90 元，耗时约 50 分钟。 

5. 济南东站——学林大酒店或者新航大厦 

（1）公交路线：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龙洞方向），济南东站上车，丁家庄站

（B 出站口）下车，步行 530 米乘坐 K123 路车，在丁家庄东站上车，山师站下车，

步行 300 米到达学林大酒店。 

（2）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费用约 45 元，耗时约 30 分钟。 

九、联系人 

陈延斌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18264143900（会务） 

赵金丽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18811046892（会场、交通） 

李连刚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13159602301（住宿、考察）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科技园大学路 1 号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

境学院（邮编：250358） 

会议邮箱：aacug2020@163.com 

 

中国地理学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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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中国城市地理学术年会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 

报名回执表 

姓    名  性   别  

单位名称  职称/职务  

通讯地址  

工作电话  手  机  

邮    箱  邮  编  

论文题目  

是否做会场 

报告 
是（    ） ；  否（   ） 

是否参加青年 

优秀论文评选 
是（    ） ；  否（   ） 

是否需要 

安排住宿 
是：（学林大酒店    ；新航大厦    ） ；  否（   ） 

是否参加 

会后地理考察 
是（路线 1     ；路线 2    ） ；  否（   ） 

附：1）请复制、粘贴“√”到相应选择括号中； 

2）请于 9 月 30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会议邮箱 aacug202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