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环境恪测协会文件
浙环监协 (⒛21)5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绿浙 ·博园高端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⒛21年是
“
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

值此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推动我省环境监测行业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弘扬

新发展理念,共 同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应对
“
十四五”

期间生

态文明建设挑战,助力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由 浙江

省生态环境厅指导,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海洋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技术支持的第三届

绿浙 ·博园
“
引领绿色创新,助力低碳循环发展

”
高端论坛定于

⒛21年 4月 15日 一16日 在杭州召开。



一、论坛主题

引领绿色创新,助力低碳循环发展

二、论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技术指导: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主办单位: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

承办单位 :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环境监测仪器设各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自动监测运维技术委员会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移动源排放检测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环境安全评价与风险管理技术委员会

三、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21年 4月 15日 10∶ 301⒊ 30

会议时间:⒛21年 4月 15日 叫 月 16日

会议地址: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4楼 (浙江省杭州市下

城区绍兴路 538号 )

四、论坛内容

(一 )主论坛:引 领绿色创新,助力低碳循环发展

1、 ⒛⒛ 年度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评奖选优颁奖仪式

2、 公布 ⒛⒛ 年度浙江省社会环境检测机构能力评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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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省社会环境监测行业发展白皮书 (⒛⒛ )发布仪式

4、 浙江省社会环境监测信息化管理平台”。0启 动仪式

5、 主旨报告一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先

行省》

6、 主旨报告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挑战和机遇》

7、 主旨报告三 《碳减排及利用技术途径探讨》

8、 主旨报告四 《以
“
大数据+网 格化管理

”
的浙江生态环境

智治》

(二 )分论坛

1、 环境监测行业管理与创新

2、 环境监测技术创新与发展

3、 水质自动监测创新与发展

4、 大气自动监测创新与发展

5、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创新与发展

6、 移动源排放监测技术创新与发展

7、 生态环境风险管理

(三 )绿博环保展

绿博环保展将围绕环境监测、污染治理、自动化监测运维等

领域的一线需求,率先亮相一批高新尖仪器设各;盛情提供生态

环境服务前沿技术解决方案;集 中展示优秀环保企业风采,为各

项技术成果对接和会员交流沟通提供优质便捷平台。

(四 ) “百年风华
”

专题展



“
百年风华

”
专题展包括

“
百年征程

”——纪念建党 100周

年、
“
绿色理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
党建风范

”——

优秀党建会员单位等三大主题,引 导全行业做到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以 昂扬姿态谱写我省生态文明建设事业
“
十四

五”
新篇章。

五、拟邀嘉宾

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

省民政厅、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浙江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等领导、全国环境监测协会

联盟成员、省内相关协会负责人、优秀环保企业代表、资深环保

专家等。

六、媒体宣传

拟邀请浙江 日报、浙江卫视、浙江之声、浙江融媒体、浙江

在线、中国环境报浙江记者站、浙江生态环境微信平台等。

七、论坛报名

(一 )注册费

本次论坛收取注册费 1280元 /人 ;协会会员单位代表免注册

费;获奖代表、受邀嘉宾及新闻媒体免注册费;费用包含会议资

料、会议期间用餐、茶点等,差旅及住宿费用 自理。

(二 )汇款信息

账户名: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厶

开户行: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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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长  疾升: 7332610182600023441

注:注册费请用汇款形式,不收取现金。汇款请在用途中注

明注册款并标注人数。

(三 )住宿费

会议住宿安排在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费用 自理,请在

报名表中注明住宿时间。

(四 )报名方式

请参会代表扫描下方二维码按提示步骤进行报名;或登录协

会官网首页 http://www。 zjema。 ∝g/,点 击
“
通知公告

”
下载并

填写参会回执 ,于 ⒛21年 4月 8日 前将填写完整的回执传真或发

送邮件至协会秘书处,以便安排会务。

报名二维码 :

联 系 人 任量翳丿廴  0571-28891683、  15088723496

关阝  豸殳  0571-28891565、  15586372580

华冱s皋页  0571-28207905、  13588806778

0571-28891575

zJhx0803@163。 com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398号东信大厦 306

真

箱

址

传

邮

地



附件 l:

附件 ⒉

附件 3:

第三届绿浙 ·博园论坛议程

第三届绿浙 ·博园论坛参会回执

会议酒店位置图及公共交通路线

舻锡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秘书处 ⒛21年 3月 25日 印发



附件 1∶

第三届绿浙 口博园论坛议程

日期 时间 议程 嘉宾

主题论坛:引 领绿色创新,助力低碳循环发展 (在F开元厅)

15日

下午
(14:00

-17:30)

14:00-14:15 嘉宾致辞

14∶ 15— 14:40
⒛⒛ 年度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评

奖选优颁奖仪式

14:40-14:43
公布 ⒛⒛ 年度浙江省社会环境

检测机构能力评估名单

14:43-14:55
浙江省社会环境监测行业发展白

皮书 (⒛⒛)发布仪式

14:55-15:00
浙江省社会环境监测信息化管理

平台”。0启 动仪式

15∶ 00-15:30 茶  歇

15:30-16:00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先行省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

沈满洪

16:00-16:30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挑战和机遇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生物多样保护与生物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刘燕

16:30-17:00 碳减排及利用技术途径探讨 浙江大学教授 高翔

17:00-17:30
以

“
大数据+网 格化管理

”
的浙江

生态环境智治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7-



分论坛:环境监测行业管理与创新 (妒 开元厅 )

16日

上午
(9:00-

12:00)

9:00-9:30
浙江省

“
十四五”

辐射环境监测

规划专题研究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高工 范方辉

9:30— 10:00
监管视角下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的

现状与未来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宋钊

10:00-10:30
浙江省社会环境监测行业现状与

业态洞察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

10:30-11:00 环境监测行业质量监管的思考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申屠献忠

11:00-11:30
实验室分析仪器国产化突破与

应用发展

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 胡建坤

11:30-12:00 检测行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
深圳市天沃供应链质量管理系

统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香萍

分论坛:生态环境风险管理 (茌F 立人厅 )

16日

上午
(9:00-

12:00)

9∶ 00—9:40
工业园区恶臭/异味综合解决方

案探索

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控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高工 宁晓宇

9:40-10:15
新固废法实施背景下危险废物的

规范化管理及处置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龙於洋

10:15-10:50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及

损害评估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

究院高工 马侠

10:50-11:25
监测温室气体新途径,助力碳中

和绿色发展

岛津企业管理 (中 国)有 限公

司经理、烟气机种专家 贺文利

11:25-12:00
国家

“
3060” 背景下,企业如何

开展碳减排碳达峰工作

杭州超腾能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环境工程

博士后 施炜

分论坛:水质 自动监测创新与发展 (4F 立德厅 )

16日

上午
(9:00-

12:00)

9:00-9:40
水环境 自动监测数据综合应用和

水质预测预警系统业务化创建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正高 姚德飞

9∶ 40-10:15
江苏省地表水环境 自动监测预警

系统的管理与应用

江苏省环境监测 中心

高工 钟声



10:15-11:50
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性保障——

人为干扰因素防控

浙江环茂自控科技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高工 王杭林

11:50-11:25
质控体系在水质 自动站中的

应用

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董剑峰

11:25-12:00
水质自动监测系统运维管理体系

的建立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工程师 崔心栋

分论坛:大气自动监测创新与发展 (印 立德厅 )

16日

下午
(14:00

-17:30)

14:00-14:40
基于 GC-MS/FID系 统的 VOCs在 线

监测与质控技术研发进展
北京大学研究员 李歆

14:40-15:15 大气环境监测超级站的建设进展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田旭东

15:15-15:45 茶 歇

15:45-16:20
大气颗粒物与臭氧成因诊断及

协同管控服务

聚光科技 (杭 州)股份有限

公司总监 罗勇军

16:20-16:55 环境空气 VOC监 测技术进展
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 国)

有限公司博士 俞晖

16:55-17:30
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在臭氧

污染防控中的应用

南京科略环境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 陈文泰

分论坛:环境监测技术创新与发展 (f立 人厅 )

16日

下午
(14:00

-17:30)

14:00-14:35 水质指纹溯源技术与实践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研究员 吴静

14:35-15:05
环境 DNA精 准生物多样性监测与

生态健康评估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张效伟

15:05-15:35
地表水环境中微塑料的检测与应

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教高 高博

15:35-16:00 茶 歇

16:00-16:30
新时期环境遥感的新发展和

新应用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张自力

16:30-17:00
水下机器人在生态环境监测

领域的应用

浙江锦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工程师 杨荣



17:00— 17:30 水质有机污染物监测 自动化方案
安捷伦科技 (中 国)有限公司

质谱产品专家 胡子豪

分论坛: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创新与发展 (印 立心厅 )

16日

下午
(14:00

-17∶ 30)

14:00-14:40
陆海统筹的入海污染物环境容量

与总量分配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雷坤

14:40-15:15
卫星遥感在我省近海赤潮灾害监

测中的应用

杭州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球科

学学院副教授 雷惠

15:15-15:45 茶 歇

15:45-16:20
长江口海域环境变化对浮游植物

群落的影响

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教高 黄备

16:20-16:55
浙江近岸海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营荞级迁移机理及生态风险

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母清林

16:55-17:30
基于时空大数据的海洋环境物联

网监测平台建设

杭州开闳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傅琰

分论坛:移动源排放监测技术创新与发展 (4F 开元厅 )

16日

下午
(1茌 :00

-17:30)

1茌 :00-14:35 移动源排放监管现状及发展趋势
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

心副主任 尹航

14:35-15:05
如何在内燃机车辆上实现

碳 中和的研究

浙江大学动力机械及车辆工程

研究所副教授 许沧粟

15:05-15:35
浙江省移动源排放监测及

行业 自律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工 吴砚

15:35-16:00 茶 歇

16:00— 16:30
国际主要排放和能耗法规及

发展趋势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 (宁 波 )

有限公司实验室主管、工程师

徐恒

16:30-17:00
遥感黑烟检测系统应用及

对策研究

浙江浙大鸣泉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高工 吴勇

17:00-17∶ 30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在移动源

业务监管中的应用探讨

杭州鑫翔七迅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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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三届绿浙 ■博园高端论坛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是否会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 由阝箱

1

0
乙

3

请您务必在□中准确选择并打
“√”

!

用餐
15日 中餐 □

15日 晚餐 □

16日 中餐 □

16日 晚餐 □

住宿 15日 晚 □ 16日 晚 □

各注:请 需要开具发票的单位再此填写
“
发票抬头

” “
纳税人识别号

”

等开票信息并标明发票类型
“
电子普票/专票

”
,开票信息请仔细核对后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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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会议酒店位置图及公共交通路线

哪

交通路线 :

杭州东站——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

(1)乘 坐地铁 1号 线 (湘 湖方向),到达打铁关站口,站 内换乘 5号 线

(金 星方向到达善贤地铁口E1口 );步行 1。 4公里至浙江三立开元名都

大酒店,步行时长约 ⒛ 分钟;总 时长 40分钟。

(2)搭乘出租车,全程 8公里,时长约 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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