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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
“新形势下重大工业安全及应急管理科学与技术”学术创新论坛

（第二轮通知）
会议时间：2018.11.09-2018.11.12 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新形势下重大工业安全及应急管理科学与技术”学术创新论坛（以

下简称 “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论坛）定于 2018年 11月 9-12日在江苏南京召开。论坛由江

苏省教育厅主办，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南京工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省化学

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和南京工业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与控制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承

办。中国矿业大学、常州大学、江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淮海工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徐州工程学院协办。

论坛以博士生和研究生为主体，兼顾导师群体、受邀专家、青年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员，

以典型国民经济行业等重大工业发展进程中安全问题为背景，重点关注工业生产防火防爆、

过程风险评估和调控、事故灾害防治技术体系、应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等核心问题，开展

研究生学术论文交流、专题报告、墙报、学术沙龙及前沿报告等展示。就安全科学与工程学

科及其交叉领域发展前沿热点、基础科学和重要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热忱欢迎相关学科领域各位专家、学者、博士生和研究生积极参加！

一、组织机构

请见 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新形势下重大工业安全及应急管理科学与技术”学术创新

论坛(第一轮通知发布)
http://cces.njtech.edu.cn/fire/view.asp?id=915&class=13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二、论坛安排

（1）时间地点

时间：2018.11.09-11.12
地点：南京工业大学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浦珠南路30号
（2）整体日程

“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论坛总体日程

日期 时间 活动 地点
11.09 10:00-22:00 注册报到 南京龙华大酒店一楼大厅

18:00-20:30 自助晚餐 南京工业大学浦园餐厅（论坛餐券指定餐厅）或自行安排

11.10 08:30-11:30 注册报到 南京龙华大酒店一楼大厅

08:30-10:00 开幕式（合影留念）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0:00-10:45 论坛特邀报告 I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0:45-11:30 论坛特邀报告 II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1:30-13:30 午餐 南京工业大学浦园餐厅（论坛餐券指定餐厅）、东苑/西
苑/南苑/北苑食堂、1902餐厅、象山食堂、亚青村食堂、

浦江食堂

14:00-14:45 论坛特邀报告 III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4:45-15:30 论坛特邀报告 IV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5:30-16:00 茶歇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http://cces.njtech.edu.cn/fire/view.asp?id=915&class=13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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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45 论坛特邀报告 V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6:45-17:30 学术沙龙：如何从事前沿科学研

究和实现特色学术成长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7:30-18:40 校园自由游览 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

18:40-20:40 欢迎晚宴 南京龙华大酒店宴会厅

11.11 08:30-10:10 分论坛一～分论坛五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材料/土木学科楼分会场

10:10-10:30 茶歇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材料/土木学科楼分会场

10:30-11:45 分论坛一～分论坛五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材料/土木学科楼分会场

12:00-13:30 午餐 南京工业大学浦园餐厅（论坛餐券指定餐厅）、东苑/西
苑/南苑/北苑食堂、1902餐厅、象山食堂、亚青村食堂、

浦江食堂

14:00-15:40 分论坛一～分论坛五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材料/土木学科楼分会场

15:40-16:10 茶歇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6:10-17:00 闭幕式 南京工业大学校逸夫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18:00-20:30 自助晚餐 南京工业大学浦园餐厅（论坛餐券指定餐厅）或自行安排

17:00-24:00 自由活动 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和南京市区

11.12 全天 与会代表返程
注：（1）分论坛一（火灾科学与消防工程）、分论坛二（危险化学品与化工安全）、分论坛三（矿业安全）、分论坛

四（公共安全）、分论坛五（应急管理理论与技术）。（2）论坛特邀专题报告时长为45 min/人（40 min演讲、5 min现场提

问互动交流）；学术沙龙时长为5 min/人，共计6人；论坛口头报告时长为25 min/人（20 min演讲、5 min现场提问互动交流）。

（3）14:50-15:40时段或安排安全学科楼和大空间火灾实验室（天佑楼或消防楼）参观，请留意现场会务通知。以实际情况

为准。（4）14:50-15:40时段每个分论坛可安排2场口头报告，25min/场，有意者可于11.10前（含当天）联系会务组报名并提

供演讲PPT。
三、论坛论文

（1）征稿范围

请见 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新形势下重大工业安全及应急管理科学与技术”学术创新

论坛(第一轮通知发布)
http://cces.njtech.edu.cn/fire/view.asp?id=915&class=13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2）投稿方式

注册投稿网址：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论文排版格式和要求详见第一轮通知附件1。
投稿论文应未曾在其它学术期刊或会议正式发表。被接受论文将纳入论坛论文集。论坛

拟进行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并在闭幕式上进行颁奖典礼。

（3）重要日期

论文（全文和扩展性摘要）截稿日期：2018.10.31
论文/墙报录用通知日期：2018.11.04
论坛网站注册截至日期：2018.11.07
参会回执接收截至日期：2018.11.07
论坛现场注册报到日期：2018.11.09-11.10
论坛正式召开日期：2018.11.10-11.11

四、特邀报告和学术沙龙

论坛将特邀5个论题方向领域内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学者和优秀学者等进行45 min（40 min
演讲、5 min现场提问互动交流）专题报告。特邀报告环节结束后，论坛拟安排一场45min（5
min演讲/人，共计6人，余下时间为现场提问互动交流）学术沙龙活动“如何从事前沿科学研

究和实现特色学术成长”，拟请特邀嘉宾与参会人员就学术思想、科研经历、成果启示和产学

研等内容进行互动交流。论坛特邀报告和学术沙龙特邀嘉宾如下。

http://cces.njtech.edu.cn/fire/view.asp?id=915&class=13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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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论坛一（火灾科学与消防工程，论坛特邀报告I）+学术沙龙：

张和平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论坛报告演讲主题：飞机防灭火技术研究

2、分论坛二（危险化学品与化工安全，论坛特邀报告II）+学术沙龙：

石宁教授（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论坛报告演讲主题：危险工艺反应风险评估与本质安全化提升

3、分论坛三（矿业安全，论坛特邀报告III）+学术沙龙：

周福宝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论坛报告演讲主题：工科研究生成长历程与学术创新

4、分论坛四（公共安全，论坛特邀报告IV）+学术沙龙：

陈长坤教授（中南大学）

论坛报告演讲主题：隧道内重大火灾特性及封堵控制方法研究

5、分论坛五（应急管理理论与技术，论坛特邀报告V）+学术沙龙：

郑小平教授（清华大学）

论坛报告演讲主题：日遗化武处置技术与工程管理

6、学术沙龙：

王福生教授（华北理工大学）

五、论坛注册

（1）注册方式

1）在线注册

请登录论坛官方网站进行注册。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2）现场注册

时间：11.09 10:00-22:00 11.10 08:30-11:30
地点：南京龙华大酒店一楼大厅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江浦街道龙华路2号
注册方式：除现金外，支持信用卡/储值卡刷卡、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等方式。

（2）注册费用

教师（含博士后及其他代表）：1200元 学生：800元
注册费用由南工大统一收款，请参会代表缴费时务必注明“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论坛-姓

名”字样。请保留回执信息，在回执单里填写开票信息。

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名 称：南京工业大学

纳税人识别号：1232000046600680XN
地 址 电 话：南京市新模范马路5号 025-58139166
开户行及账号：中信银行城北支行 7321110183100000514
（3）住宿安排

论坛为参会者提供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周边酒店资源信息。欢迎查阅第一轮通知

附件3。
（4）参会回执

请填写参会回执（第一轮通知附件4）。

六、论文集和墙报集编辑委员会

主编：尤飞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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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周汝 周魁斌 龚俊辉 宋泽阳 马鹏 李昌新

七、论文去向

投稿论文（全文和扩展性摘要）纳入论文集后仍可向国内外期刊投稿。本次论坛可推荐

发表期刊：《消防界》、《今日消防》、《中国应急管理科学》（电子杂志）等，按照期刊

既定流程评审和出版。如有意向，请于11.09-12.09联系会务组进行推荐，经全体作者本人签

字确认后，进入评审和出版流程。

八、论坛赞助和参展

欢迎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以各种形式赞助本次论坛，也欢迎现场布展，详

情请洽询组委会。

九、联系方式

组委会联系方式

秘书长：尤飞，15150649468、15195989427，fyou@njtech.edu.cn
会务联络：李昌新，15295747125，lichangxin2010@njtech.edu.cn

王庆国，15195917543，wqg@njtech.edu.cn
住宿餐饮：宋泽阳，18261948384，zeyang.song@njtech.edu.cn

郭品坤，18061883101，guopinkun@njtech.edu.cn
论坛投稿：周汝，13813866851，maxmuse.zhou@njtech.edu.cn

周魁斌，18761809648，kbzhou@njtech.edu.cn
会费财务：马鹏，15261877181，mapeng@njtech.edu.cn

张庆武，13851576574，zqw@njtech.edu.cn
出行交通：董骏，15195918946，dong_jun@njtech.edu.cn

韩雪峰，13851607266，Safety@njtech.edu.cn
论坛邮箱：iseofnjut@163.com（仅接收参会回执）

论坛官方网站：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最新动态发布网站：http://cces.njtech.edu.cn/fire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浦珠南路30号南京工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安

全学科楼）

邮编：211800
论坛微信群：请在微信app中搜索“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研究生论坛”微信群名称。目前

仅支持群内好友邀请加入。

论坛QQ群：请在QQ app中搜索“2018工业安全应急论坛”QQ群名称或QQ群号码

929113495，申请加入。

论坛微信推送公众号：请在微信app中搜索“南工安小微”关注更新。

十、论坛部分相关附件

附件 1-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研究生创新论坛-论文格式模板.doc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2075015235.doc

附件 2-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研究生创新论坛-墙报制作要求.docx（已取消）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2075038682.docx

附件 3-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周边酒店推荐.pdf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2075054957.pdf

mailto:iseofnjut@163.com
http://2018kisem.allconfs.org/
http://cces.njtech.edu.cn/fire。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2075038682.docx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20750549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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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研究生创新论坛参会回执 F.doc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27091237382.doc

附件 5-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研究生创新论坛扩展性摘要模板 F.doc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6113117476.doc

附件 6-2018工业安全及应急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邀请函 F1.pdf（加盖公章，报销可用）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23101622465.pdf

附件 7-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论坛-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就餐和参会地点导游图 F1.pdf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103130204149.pdf

附件 8-2018工业安全与应急论坛-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冬季校车时刻表(201810-201904).pdf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103130307167.pdf

论坛热忱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到来！魅力南京欢迎您！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27091237382.doc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16113117476.doc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023101622465.pdf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103130204149.pdf
http://cces.njtech.edu.cn/fire/myEditor/uploadfile/201811031303071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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