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第二轮通知

由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

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暨中国行政区划与空

间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将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10 日在广

东省广州市召开，热烈欢迎各位学者与会交流！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承办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二、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新时代行政区划管理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三、会议日程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会议报到与注册

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晚：专委会筹备工作会议

2019 年 11 月 9 日



8：30-9：30：开幕式及专委会授牌仪式

9：30-9：50：会间休息

9：50-11：50：主题报告

9：50-10:20

报告人：傅伯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主任，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发展

10：20-10:50

报告人：刘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理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报告题目：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框架

10：50-11:20

报告人：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行政

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政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研究——县级与乡

级的比较

11:20-11：50



报告人：陈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报告题目：行政区划管理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11 月 9 日下午：分会场讨论

（1）行政区划与区域治理分会场

召集人：宋金平（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刘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2）行政区划与基层治理分会场

召集人：雷军（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虞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副研究员）

（3）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分会场

召集人：罗小龙（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4）生态文明分会场

召集人：赵文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薛冰（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研究员）



（5）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分会场

召集人：洪世键（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张佰瑞（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11 月 9 日下午 16:00-18:00，学术沙龙

11 月 10 号

8：30-11:50：主题报告

8：30-9:00

报告人：刘云刚（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中国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治理：现状、问题与展望

9：00-9:30

报告人：曹广忠（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经济地理系主任，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行政区划与区域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城市-区域的行政区划与区域治理

9：30-10:00



报告人：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行政区划

与区域发展促进会政区沿革与地名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中国当今县级市通名改革研究

10：00-10：20

茶歇

10：20-10：50

报告人：薛刚凌（华南师范大学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院院长，中

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行政区划与法制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 行政区划制度的行政法探讨

10：50-11:20

报告人：赵文武（北京师范大学陆地表层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院长，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生态文明专业委员会主任）

报告题目：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11：20-11：50

报告人：苏建梅（港珠澳大桥三地委办公室主任）

报告题目：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新实践——港珠澳大桥合作机制探

索



11:50-12:10 闭幕式

2019 年 11 月 10 日下午：广州城市边界地理考察

2019 年 11 月 10 日晚：返程

四、主讲嘉宾介绍

1、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土、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担任中国科

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部长，中国地

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

自然地理学与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等

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400余篇，其中在 Science、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cli、mate change等 SCI 收录刊物发表论文 280余篇，出版著作 10 部。曾获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

进步奖、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杰出贡献奖。现为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主编、生态

学报主编、地球科学进展主编，以及 Landscape Ecology、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等刊物编委。

2、刘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科

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党校校务委员，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中国行政区

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理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人

文地理学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区域政策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加包括科技部国家攻关、中国科

学院重点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课题 30多项。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并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6次。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出版著作 3部：

《企业合作与区域发展》、《沿海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战略》、《 水坝与发展：决策的

新框架》。

3、陈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城市规

划专业。此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学习和工作，1985 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现任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与乡村发展研究室主任，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副主任。

并兼任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旅游规划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和参

与国家攻关、院重大、基金和有关部委科研项目 30多项。参与编著 10多部，发表论文 20

多篇。曾获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次，二等奖两次，自然科学三等奖一次。



4、张可云

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

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民政部行政区划调整论证专家，兼任北京市行政区划与区域

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国家行政

学院、湖南大学、广东省委党校、贵州财经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上海理工大学、江苏师范大

学、湖南理工学院等校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

领域为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合作与冲突、区域经济理论、区位理论、行政区划等。在国

内外发表中英论文 6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基金课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等 40余

项，出版著作 10余部，其中《区域经济政策》被全国高校区域经济学专业作为教材广泛采

用。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

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省部级及以上学术奖励。

5、曹广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未来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负责人。1992 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在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获

硕士学位，1998 年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获博士学位。现兼任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从事



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工作。2015 年获国土资源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2017年获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8 年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6、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地理学博士后。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

系本科毕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学位。

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历史地理》集刊编委，

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理事，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

志组专家。个人独立专著《中国地名学源流》、《中国地名学史考论》、《中国历史地理学

–综述》《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等共计百余万字。《本草纲目》释地八说等

百余篇论文。

7、薛刚凌

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政府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

院院长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任(教育部与华师大共建），广东行

政审判案例研究基地主任（省高院与华师大共建）。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大常委立法咨询专家，广东省检专家咨询委员，广



东省卫健委法律顾问，惠州市政府、东莞市党委、江门市检咨询专家等。获“全国十大杰出

青年法学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中宣部、中政委、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联办“百

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最佳宣讲奖。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监察部特邀监察员，曾

挂职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主要研究行政法、国家赔偿法和军事法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

篇。

8、赵文武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国际地理联合会“面向未来地球的地理学：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席。国

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土地学会土地生态分会委员。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自然科学基金中挪合作研究项目“生态系统多

重压力的缓解策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 SAORES模型改进的区域生态系统

服务权衡与调控”等。已发表中英文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主持科学研究 40余项。

9、苏建梅

1989年起在原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工作，曾参与编制广东省交通通信中长期规划，珠江

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参与原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主持完成的“中国全面节约

战略、规划和对策研究”，该成果 199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自 2010年 8月起，被粤



港澳三地政府聘任为港珠澳大桥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至今。全程见证了“一国两

制”在港珠澳大桥的伟大实践，深度理解粤港澳三地法律、文化、思维和流程的差异性，协

助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承担港珠澳大桥建设运营的法律、投资、跨界通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协调工作。

10、刘云刚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原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千百十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

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地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资源学会资源型城

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地理联

合会政治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地理学、资源型城市发展、国际化城市

与移民政策、中国城市化与城乡治理等，已发表中英文核心期刊论文 90余篇，出版著作（含

合著）7部。目前正研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社会管理的政治地理学理论与

实证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日资集聚与日本人移民社会的空间形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

究项目“新移民理论与国际化城市的移民管治研究”、高校基本科研项目“政治地理学理论及其

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等。

五、报到与论文征集

1、拟参会人员请填写《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2019 年

学 术 年 会 回 执 》 （ 附 后 ） ， 并 将 回 执 发 送 至 会 议 邮 箱 ：

xingzhengquhua2019@163.com。或点击本通知的“会议报名”

连接进行网上注册。提交回执或网上注册的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



2、拟评选优秀论文的参会人员需提交论文全文，评选优秀论文奖

10-20 名。提交论文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论文摘要和全

文（邮件主题：论文题目+机构名称+作者姓名）请发送至会务邮箱：

xingzhengquhua2019@163.com。

3、论文格式参照《地理研究》杂志投稿要求。

4、论文文件名称采用“论文标题+机构名称+作者姓名”格式。

5、会议优秀论文将择优推荐到《地理研究》、《地理学报》、《地

理科学进展》杂志发表。

六、会务费及住宿费

本次年会会议注册费 1000 元，研究生凭学生证 600 元。会议注

册费报到当天现场缴费。参会者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会议提供 11

月 9 日的午餐、晚餐和 11 月 10 日的午餐。

推荐住宿点：

1.裕通大酒店，酒店咨询电话 020-61008888

2.汉普顿酒店式公寓，酒店咨询电话 020-89289681

七、会议地点与交通信息

会议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八、会议网址

http://www.xzqhyqyfzcjh.com/index.php



九、学术指导委员会

蔡建明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曹广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陈 田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邓 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樊 杰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副院长

樊 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

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晓路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李国平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

长

林 拓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

刘 毅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理事长，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刘 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云刚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陆小成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

马敬仁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浦善新中国社会出版社社长，总编

史育龙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汪德根 苏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

王 毅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国梁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教授



王家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教授

王开泳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英杰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研究员

魏后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肖 玲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薛 冰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文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周尚意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九、年会组织委员会

组委会主席

徐诚泰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刘云刚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委员

耿建山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

洪世键 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雷军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鹏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刘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刘望保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罗小龙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骆中吉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强明瑞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宋金平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陶 伟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虞虎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副研究员

王开泳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玲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薛冰 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研究员

张佰瑞 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张争胜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赵海霞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办公室主任

赵文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赵耀龙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十、联系人：

董妍 电话：010-62440205，13804422995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 17号京煤大厦 4 层中国行政区划

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刘望保 电话：13427538280

卢屏 电话：020-85211380，13560446176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55号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二○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