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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日期 

活动 开始日期 截止日期 备注 
学员注册 2013 年 3 月 1 日 2013 年 5 月 15 日  
李博院士研究生论文奖 

（提交墙报） 
2013 年 3 月 1 日 
（先提交摘要） 2013 年 4 月 30 日 

须参加会议并展

出研究墙报 
阳含熙院士生态学奖 

（口头报告） 
2013 年 3 月 1 日 
（先提交摘要） 2013 年 4 月 30 日 

须参加会议并作

口头报告 
青年论坛论文 2013 年 3 月 1 日 

（先提交摘要） 2013 年 4 月 30 日  

青年论坛报告人受邀通知  2013 年 5 月 15 日  
大会报到（全天）  2013 年 6 月 9 日  

 

会议日程安排 

6 月 9 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14 日 15 日 

上午 
报到，缴

纳注册费 

开幕式 
特邀讲座 特邀讲座 

野外考察 

(鹤山森林生态

站、鼎湖山国家

自然保护区) 

离会 
特邀讲座 

下午 特邀讲座 特邀讲座 墙报展览、颁奖 

晚上 青年论坛 青年论坛  

 

承办单位 

1）主办方 

现代生态学讲座系列组织与学术委员会  Organization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Ecology Series (ISOMES) 

中国生态学会 Ec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国际青年生态学者论坛组织与学术委员会  Organization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Young Ecologist Forum (IYEF) 

2）承办方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中山大学 广东省生态学会 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Sino-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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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全球变化背景下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格局与过程 

主要议题：(1) 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 

(2) 全球变化与土壤生态过程 

(3) N 沉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4)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5) 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过程 

(6) 全球变化模型模拟和尺度推绎 

青年论坛：(1) 全球变化生态学  (2) 恢复生态学 

 

论文摘要和海报征集 

大会组委会将公开征集青年论坛口头报告人及墙报报告人，在围绕全球变化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的基础上，可以开展各类研讨。有意者请将您的论文摘要或海报发于大会秘

书处 lizhen2011@scbg.ac.cn。  

论文摘要模板格式如下： 

标题：Highlights and perspectives of soil biology and ecology research in China  

作者：Fu, Shenglei1; Zou, Xiaoming2,3; Coleman, David4  

摘要: As seen for the publications in several distinguished soil related journals, soil biology 
and ecology is booming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review highlight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oil biology and ecology projects conducted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on the responses of soil biota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roles of soil 
functional groups in C transformation, nutrient cycling and pollution remediation. We also 
point out the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soil biologists and soil ecologists. In the 
future, more systematic studies rather than scattered case studies are needed, more controlled 
field experiments rather than short-term laboratory stud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Besides, we 
need to focus more on the linkage between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organism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soil food web, and the coupling of observation with 
modeling. It is essential to employ the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in research of soil biology 
and ecology because to answer the emerging scientific questions relies heavi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Our ultimate goals are to push forward the research o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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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and ecology in China and to encourage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research groups in China.  

关键词: China; Belowground; Rhizosphere; Soil fauna; Soil organisms; Soil food web 

通讯作者地址: Fu, SL (通讯作者),Chinese Acad Sci, Inst Ecol, S China Bot Garden, Xingke Rd 723, Guangzhou 510650, 

Guangdong, Peoples R China.  

电子邮件地址: sfu@scbg.ac.cn 

论文作者单位:  

1. Chinese Acad Sci, Inst Ecol, S China Bot Garden, Guangzhou 510650, Guangdong, Peoples R China  

2. Chinese Acad Sci, Xishuangbanno Trop Bot Garden, Kunming 650223, Peoples R China  

3. Univ Puerto Rico, Inst Trop Ecosyst Studies, San Juan, PR 00936 USA  

4. Univ Georgia, Odum Sch Ecol, Athens, GA 30602 USA  

海报展板格式如下： 

 

摘要具体格式请访问大会网站 http://leml.asu.edu/ISOMES/7thisome/index.htm，海报

展板格式请在网站首页“关于评选 2013 第七届“ISOMES 李博院士研究生论文奖”的通知”

中下载。请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将论文摘要或海报（电子版；PPT, PDF, 或 Word）提

交到大会秘书处(lizhen2011@scb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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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 

请您在 http://leml.asu.edu/ISOMES/7thisome/index.htm 网站上下载注册表，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前发给会议秘书处，论文或论文摘要请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发于李真：

lizhen2011@scbg.ac.cn。 

注册费 

在职人员（包括博士后）注册费 1000 元，学生注册费 500 元（博士生、硕士生、本科

生，需要提供有效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机构提供的学生证明）。 

★注册费包括会议资料及会议期间午餐和晚餐的费用。 

★会务组不统一安排早餐。与会人员可自行选择酒店早餐。 

★参会人员住宿、交通费用自理。住宿请参考酒店信息提前自行联系。 

野外考察：费用 500 元（会后考察由广东绿色国际旅行社代办、现场缴费）。  

注册费支付方式 

转账 

户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账号： 360200270900161867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沙河支行 

税务登记证号：440106455862459 

★ 转账请备注“第七届现代生态学讲座”或“生态会议”。 

现场支付 

 信用卡 (Visa Card, Master Card)以及银联卡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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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络人： 

李  真：电话：020-37252921, 15820299399；电子邮件：lizhen2011@scbg.ac.cn 

周丽霞：电话：020-37252977, 13710253656；电子邮件：zhoulx@scbg.ac.cn 

林永标：电话：020-37252915, 13570017202；电子邮件：linyb@scbg.ac.cn 

 

交通信息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燕岭大厦 

（1） 乘坐地铁三号线[机场南→体育西]

（坐 9 站）到燕塘站下（B 出入口）

步行 40 米到燕岭大厦（全程需时约

40 分钟）。地铁营运时间：6：

10-23 :00。 

（2） 乘机场快线 8 号线 A[机场→天河客

运站]，到天河客运站下车，然后乘

坐任何一路公交车到“燕塘企业站”

下，前走约 50 米即到燕岭大厦。全

程 20 元，每隔 25 分钟一班。运营

时间：7:10-23:00。 

（3） 乘坐的士：约 110 元。 

 

广州火车站—燕岭大厦 

（1） 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8 站）到地铁

嘉禾望岗站转乘地铁三号线(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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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体育西)（坐 6 站）到地铁燕塘站（B 出入口）下。走约 40 米到燕岭大厦。运

营时间：6：18-23 :00。 

（2） 乘 257 路公交车，在“燕塘企业站”下，过人行天桥即到燕岭大厦。 

（3） 乘坐的士：约 35 元。 

 

广州火车东站—燕岭大厦 

（1） 地铁广州东站 G1 出入口乘坐地铁三号线(体育西-机场南)（坐 1 站）到地铁燕塘站

B 出入口下。走约 40 米到燕岭大厦。 

（2） 乘 884 路公交车，在“燕塘企业站”下，过人行天桥即到燕岭大厦。 

（3） 乘坐的士：约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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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信息 

酒店 房型 价格 早餐 宽带 电话 备注 

燕岭大厦 

标准房 310 无早 免费 

020-37232288 
早餐40元/位

（自助餐） 

豪华房 350 无早 免费 

行政房 480 无早 免费 

商务套房 900 无早 免费 

行政套房 1200 无早 免费 

贵宾套房 3800 无早 免费 

汉庭快捷酒店 

高级大床房 219 无早 免费 

020-87089999 

会员含早

餐、非会员

早餐18元/位 
家庭房 239 无早 免费 

七天连锁酒店 

大床放 245 无早 免费 

020-37030188 早餐7元/位 
双床房 275 无早 免费 

商务房大床房 261 有早 免费 

商务房双床房 305 有早 免费 

新金山商务 

酒店 

标准双床房 178 无早 免费 

020-87733018 
酒店不设早

餐 

商务房 238 无早 免费 

豪华房 258 无早 免费 

商务套房 338 无早 免费 

国茂大酒店 
标准客房 248 无早 免费 

020-87205888 
酒店不设早

餐 豪华客房 288 无早 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