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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固体废物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 

暨全国危险废物风险防控研讨会 

会议通知 

时间：    2018年3月21-24日                    地点：    中国 北京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联合国环境署 

斯德哥尔摩公约亚太地区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中心 

承办单位：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体废物分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与固体废物研究所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环境研究院 

协办单位：国际废物工作组(IWWG) 

会议简介： 

自2005年以来，由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发起的固体废物管理与技术国际会

议（ICWMT）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已成为国际固体废物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与

技术交流大会之一，是阐述固体废物相关的科学理念、展示先进经验、寻找解决方案

的重要平台。其中，ICWMT 11邀请到了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地的研究机

http://www.bcrc.cn/
mailto:icwmt@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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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国际组织的60余位知名专家参会并作报告。 

第十三届会议拟于2018年3月21日至24日在中国北京举行。本届会议以“全面控

制环境风险”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资深专家和政府高级官员就固体废物、化学品和循

环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做特邀报告和专题讨论。同时，全国危险废物风险防控研讨会

也将与大会同期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产业界的代表和

专家学者将针对危险废物风险防控政策、技术和产业等主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会

议期间还将组织前往环保领域企业进行技术参观。 

重点议题： 

 危险废物管理与风险预防 

 生物质废物处理与能源化 

 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技术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建筑类废物处理与资源化 

 电子废物回收与污染控制 

 区域化学品的管理与政策 

 污染场地修复与环境监管 

 循环经济与城市矿产开发 

重要截止日期: 

 
  

摘要提交：

12月1日

全文提交：

12月31日

注册费8折优惠：

18年2月1日

网上注册：

3月1日

注册费汇款：

3月15日

论文墙报/口头
汇报报名：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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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征集及评选:  

会议征集与议题相关研究领域的论文（英文），论文摘要和全文均通过会议网站

http://2018.icwmt.org在线提交。 

会议接收的论文将收入《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st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评选出的优秀会议论文

可推荐投稿至相关期刊发表。目前，部分优秀论文已在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FESE) 期刊的“Recycling Materials form WEEE”专刊

中出版；优秀会议论文可继续推荐投稿至 Resources 

(ESCI - Web of Science 期刊)，更多其他推荐投稿期刊

信息持续更新中，期待您不吝赐稿！ 

论文展览：会议将设置论文墙报展览环节，专家将结合展示的墙报评选出优秀英文

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将为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奖。 

口头汇报：会议根据论文投稿议题设置分会环节，鼓励作者以口头汇报方式展示文

章和成果，积极与专家及其他参会代表交流。 

企业展示：会议设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相关企业的推介展示环节，参会企业的意见

和建议将为我国的固体废物管理与政策制定提供有力参考。请有意展览

或做报告的企业与会务组联系以了解具体合作方式。 

技术参观：会议将组织前往环保领域企业进行技术参观。 

会议语言：会议工作语言为英文，主会场配有中英文同声传译；危险废物风险防控

研讨会工作语言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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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设置： 

会议期间各分会发起人和主题信息如下，更多分会信息持续更新中，期待您的

参与！ 

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分会 

会场名称 发起人 主题 会议语言 

分会场一 
Chein-Chi Chang 教授 
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 

China – US Waste Resource 
Recovery Forum 

英语 

分会场二 

汪群慧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 
Takayuki Shimaoka 教授 
日本国立九州大学 

中日论坛：生活垃圾填埋场安全

管理 
英语 

分会场三 

陆文静 副教授 
清华大学 
Marco Ritzkowski 教授 
德国汉堡工业大学 

中德论坛：生活垃圾深度处理 英语 

分会场四 

郑莉霞 区域废物管理室 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Atsushi Terazono 主任 
日本国家环境研究学会物资循环

与废物管理研究中心 
Seung-Whee Rhee 教授 
韩国京畿大学 

Basel Forum 英语 

分会场五 
曾现来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 

AEARU Environmental 
Workshop： Resource Flow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英语 

分会场六 

Shinichi Honda 博士/项目官员 
联合国环境署 
王萌萌 博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 

United Nations –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s Forum 

英语 

分会场七 

段华波 副教授 
深圳大学 
陈伟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废弃物系统

管理 
中文 

分会场八 
董庆银 履约工作室 副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社会源危险废物法律责任研讨

会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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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分会 

会场名称 发起人 主题 会议语言 

分会场九 
王志石 教授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固体废

物管理研讨会 
中文 

分会场十 

曾现来 副秘书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循环经济分会 
刘丽丽 主任特别助理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循环经济所长主任论坛 中文 

分会场十一 
陈梦君 教授 
西南科技大学 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与污染控制 中文 

分会场十二 

沈东升 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陈  婷 副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与管理 中文 

分会场十三 

郑莉霞 区域废物管理室 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陈 源 区域化学品管理室 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区域中心指导委员会会议 英语 

分会场十四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

处理利用委员会 
危险废物风险防控 中文 

分会场十五 
李颖 讲师 
中北大学 

研究生专场 英语 

分会场十六 
陈源 区域化学品管理室 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The 2nd Regional Forum on 
Chemicals  （2018年 3月 23日） 

英语 

分会场十七 
郑莉霞 区域废物管理室 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Regional Workshop on the 
Feasibility of Identifying and 
Acting on Synergies among the 
Basel, Minamata, Rotterdam and 
Stockholm Conventions in Asia 
（2018 年 3 月 23 日） 

英语 

分会场十八 

郑莉霞 区域废物管理室 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董庆银 履约工作室 副主任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Regional workshop on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co-processing of hazardous 
wastes in industrial kilns in the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2018 年 3 月 23 日）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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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固体废物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议程 
 

2018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技术参观及指导委员会专家会议 

线路一 
线路二 

危险废物焚烧     生态岛有限公司 
污泥干化         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专家会议 

 

2018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开幕式&主旨报告&大会报告 

开幕式 

演讲人 主题 主持人 

中国环境保护部 
土壤环境管理司领导 

开幕式致辞 

李金惠 清华大学  
教授/ 
巴塞尔公约亚太

区域中心 执行主

任 

Carlos Martin-Novella  
副执行秘书 
联合国环境署三公约秘书处 

主旨报告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凌江 主任 
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

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胡华龙 副主任 
中国环境保护部

固体废物与化学

品管理技术中心 

王子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化学品风险管理及其对环境安

全的战略意义（拟） 
聂永丰 教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分析

（拟） 

危险废物管理与风险预防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黄启飞 研究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及展望

（拟） 
Agamutu 
Pariatamby 教授 
马来西亚马来亚

大学 

Takayuki Shimaoka 教授 
日本国立九州大学 

热处理方法使城市固体废物飞

灰进行矿物转化（拟） 
汪群慧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 

废弃有机溶剂污染特性和环境

风险控制（拟） 
董发勤 教授 
西南科技大学 石棉的环境安全管理与标准 

《国际废动力电池回收处理产业研究报告（2017）（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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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管理与风险预防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黄铭洪 教授 
香港教育学院 待定 

Agamutu 
Pariatamby 教授 
马来西亚马来亚

大学  
辛宝平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生物浸提富集技术的涉重

危废全资源化利用技术及实践 

循环经济与城市矿产开发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Shinichiro Nakamura 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 待定 

曾现来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 

Oladele A. Ogunseitan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待定 

Jaco Husiman 教授 
联合国大学 待定 

Reung-Whee Rhee 教授 
韩国京畿大学 

韩国资源循环社会关于废物回

收利用的实施计划 
 

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大会报告 

生物质废物处理与能源化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Agamuthu Pariatamby 
教授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生物质在污染场地修复中的应

用 
Marco Ritzkowski  
教授 
德国汉堡工业大

学 

金放鸣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模拟自然法将生物质快速高效

地转化为化学物质和燃料 
Sadhan K Ghosh 教授 
印度贾达普大学 

生物质在发展亚洲国家地方经

济和能源安全中的作用 
李秀金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待定 

电子废物回收与污染控制 （1）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张付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待定 

黄铭洪 教授 
香港教育学院 

吴玉锋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待定 

赵由才 教授 
同济大学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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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废物回收与污染控制（2）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许振明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废液晶面板的物理法分离与铟

提取 

Sadhan K Ghosh 
教授  
印度贾达普大学 

Ajoy Raychaudhuri 主任 
印度废电池基金会 

印度废弃荧光灯管回收技术的

前进之路 
Reed Miller 研究员 
耶鲁大学  待定 

李光明 教授 
同济大学 

水热技术在电子废物资源化过

程中的应用 
Kenji Someno 首席顾问 
中国环境保护部中日友好环境

保护中心 

中日电子废物环境管理比较分

析 

Chein-Chi Chang 教授 
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 生物固体资源回收 

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技术 

报告人 主题 主持人 

Marco Ritzkowski 教授 
德国汉堡工业大学 待定 

陆文静 副教授 
清华大学 

高思怀 教授 
台湾淡江大学 可持续填埋技术 

Julia Hobohm 研究员 
德国汉堡工业大学 待定 

Edward T. Chen 教授 
中美环境保护和安全协会 

美国市政固体废物分类和回收

处理技术-以休斯顿为例 
 

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专题研讨会 

全国危险废物风险防控研讨会 

李金惠 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 教授/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

心 执行主任 
 

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分会 

分会具体信息见“分会设置”，更多分会陆续发起中。 

更多大会专家报告及分会场信息持续更新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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