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第十八届水稻优质高产理论与技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全国第十八届水稻优质高产理论与技术研讨会由中国作物学会栽培专业委员会

与水稻产业分会联合主办，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作物学会等单位承办。经研究商定，

研讨会定于 2019年 6月 22-25日在广西南宁市举行。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水稻提质增效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围绕这一主题，大

会将邀请中国工程院有关院士及知名专家作大会报告，并就新时期水稻栽培研究热点

组织专题报告与交流讨论。 

二、会议交流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1.加快水稻栽培科学发展的问题 

2.水稻丰产优质高效协同提高的机理与调控 

3.水稻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理论与技术 

4.水稻精确定量栽培原理与技术 

5.水稻优质栽培理论与技术 

6.水稻超高产栽培规律与技术 

7.稻田新型农作制与稻田生态系统高效种养模式与技术 

8.水稻机械化、轻简化栽培理论与技术 

9.水稻信息化、智能化栽培技术 

10.稻米产业发展趋势、问题与对策 

三、论文征集 

会议将提前编缉会议论文专辑（期刊为《中国稻米》，通过邮局发行和中国知网

传播）。论文要求未发表过并具有创新性，专辑收录刊登论文全文，并有中英文摘要、

关键词等，具体请参见《中国稻米》投稿指南，刊出论文酌收版面费，标准为每版 220

元×预估版面，出版前收取，每篇论文字数勿超 6000 字。会议另外出版编辑会议论文

摘要信息，要求 1000 字以内，不收取版面费。论文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8

日；摘要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论文或信息摘要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zgdm@163.com。逾期不再受理。 

mailto:zgdm@163.com


四、会议时间 

会议定于 2019 年 6月 22-25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6月 22日报到，6月 23-24

日学术研讨，6月 25 日离会。 

五、参会须知 

1.参会费用：会务费 1000元/人，学生代表 500元/人（凭学生证）。大会统一

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2.参会代表务请填好回执，于 2019年 4月 28日前发至 zphy2019@126.com。并请

关注 5月上旬正式通知。 

六、会议地址 

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 88号，总台电话：0771-2111888。 

路线: 

1.距离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38公里, 打的费约 130元,本酒店有直达机场巴士。 

2.距离南宁火车东站（高铁站）9公里，地铁 1号线南湖站 B2 出口旁。 

3.距离南宁火车站 6公里，地铁 1号线（开往火车东站方向）南湖站 B2出口旁。 

七、联系方式 

1.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南宁市大学东路 174 号，邮政编码：530007）： 

张晓丽（18677093673）  莫建华（13788112857） 

E-mail：zphy2019@126.com 

2.扬州大学农学院（扬州市文汇东路 48 号，邮政编码：225009）： 

高  辉（13952751352）  霍中洋（13092003512） 

3.《中国稻米》编辑部 

联系人：庞乾林，0571-63370368，E-mail：zgdm@163.com 

                                                    

 

                                中国作物学会栽培专业委员会/水稻学组 

                                                    中国作物学会水稻产业分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2019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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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国第十八届水稻优质高产理论与技术研讨会回执 

  

联系人  手机  办公电话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参 

会 

代 

表 

登 

记 

序

号 
姓 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手机 E-mail 

住宿要求（请在对应的

方格中打“√”） 

1      单标□；双标合住□ 

2      单标□；双标合住□ 

3      单标□；双标合住□ 

4      单标□；双标合住□ 

5      单标□；双标合住□ 

… …… …… …… …… …… …… 

说明：1.联系人若参会，请亦填入带序号的表格中;  2. 表格不够请自行添加。 

是否作大会报告 是□                  否□ 

报告人姓名及题目 姓名：    题目： 

住宿合计 单人标间（数量）   间；       双人标间（数量）   间； 

其他说明  

注：请于2019年4月 28日前填写本回执，发至会务组邮箱（zphy2019@126.com），

以便会务组做好后续服务工作。感谢您的支持！ 

 

 

 

 

 

 

 

 

 

 

 



附件 2：会议论文格式 

 

              论文的中文题名（三号黑体居中） 

作者姓名(小四，仿宋)□□□
1
  □□□

2
   □□□

3
   …… □□□

*（居中） 

(1 作者单位全称, 省名+市名 邮编; 2 作者单位全称, 省名+市名 邮编) (小五，宋体，居中） 

 

 中文摘要：500 字左右。 

 中文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正文 

参考文献 

                        英文题名 

作者姓名英文翻译□□□
11

   □□□
2
   □□□

3
   …… □□□

*
 

(1 英文作者单位全称, 省名+市名 邮编; 2 作者单位全称, 省名+市名 邮编)  

英文摘要： 

英文关键词 

 

 

 

 

 

 

 

 

                                                        
基金项目： ××× 

作者简介：某某某（出生年—），性别，学位，职称，研究方向；E-mail: ××× 
*
通讯作者：某某某(出生年—), 性别，学位，职称，研究方向；E-mail：××× 

（六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 



附件 3：会议论文摘要格式 

 

 

论文的中文题名（三号黑体居中） 

作者姓名(小四，仿宋)□□□
12

   □□□
2
   □□□

3
   …… □□□

*（居中） 

(1 作者单位全称, 省名+市名 邮编; 2 作者单位全称, 省名+市名 邮编) (小五，宋体，居中） 

空 1 行 

 
----------------------- 
基金项目： ××× 

作者简介：某某某（出生年—），性别，学位，职称，研究方向；E-mail: ××× 
*通讯作者：某某某(出生年—), 性别，学位，职称，研究方向；E-mail：××× 

（六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 

 

1 试验设计（一级标题小四号宋体加粗） 

应包括试验的背景资料、所用植物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试验处理及重复、取样方法、测定

方法等。 

（正文五号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段落首行缩进两字符，单倍行距） 

空 1 行 

2 主要研究结果（叙述主要的试验结果及分析，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流畅，图表具有

自明性） 

2.1 ××× （二、三级标题五号宋体加粗） 

××× 

（正文五号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 

 

(图、表请插入文中相应位置，居中) 

 

表、图标标题  □□□□□□(六号宋体，加粗，居中) 

(表格为三线表) 

六号字 

Times New Roman 
    

     

     

     

 

3 结论 

以本试验研究发现的现象、得到的数据以及所做的阐述分析作为依据，完整、准确、简洁地

指出文章的结论。（五号宋体） 

 

 
                                                        
基金项目： ××× 

作者简介：某某某（出生年—），性别，学位，职称，研究方向；E-mail: ××× 
*
通讯作者：某某某(出生年—), 性别，学位，职称，研究方向；E-mail：××× 

（六号宋体和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