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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术报告会 

暨 2019 年学术年会第一轮通知 

 

各位理事，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工程学会，

各有关单位,各有关专家，各位会员：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 40周年学术报告会暨 2019年学术年

会定于 2019年 12月 7-9日在杭州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二、会议承办单位：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三、会议支持单位：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浙江省农业工程学会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四、会议时间：2019 年 12月 7-9日 

五、会议主题：不忘初心发展农业工程 

牢记使命助力乡村振兴 



六、会议日程 

时 间 内容 地点 

12月 7日 报到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12月 8日上午 
学术报告会（致辞、表彰、40周

年回顾与展望报告）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12月 8日下午 年会学术报告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12月 9日上午 分会场报告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12月 9日下午 闭幕式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七、征文主题 

年会将围绕以下专题征集论文与组织学术研讨： 

1．农业机械化与装备工程 

2．水土资源高效利用 

3．设施农业工程 

4．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 

5．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6．农业电气化与信息化工程 

7．农业系统与管理工程 

8．农业航空应用         

八、论文征集 

1．请于 9 月 20日前将 400字以内的论文摘要提交至指定邮

箱，提交时请注明分会场名称； 

10 月 15日前，大会学术委员会完成摘要审核工作，审核意

见将反馈至投稿邮箱； 



11 月 10日前，通过审核的论文作者请提交最终论文全文。 

2．论文提交邮箱：csae2019paper@163.com  

3．论文格式：论文采用《农业工程学报》格式。 

九、会议注册、会员发展 

1．会议注册 

为便于会议组织管理和接送站，请参会人员于 11 月 5 日前

（含）将参会回执（附件 1）发送到 csae2019work@163.com。 

提前交费代表（含会员及非会员）请将注册费转账凭证扫描

件与参会回执一并发送。为方便注册费发票开具，请在参会回执

中注明发票抬头和纳税人识别号。 

2．会议注册费 

（1）本次年会可提前或现场交纳注册费。提前交纳给予一

定优惠，并请汇款时在汇款单备注“2019CSAE+参会人姓名”，

会议注册费发票请在报到现场领取。 

参会代表类别 提前交纳（11月 5日前） 现场交纳 

高级会员、会员 1600 1800 

学生会员 900 1000 

非会员参会代表 1800 2000 

非会员学生代表 1000 1100 

单位会员 
现场注册持单位介绍信减免一名代表注册费，

超过有效期的请补交会费。 

注：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会员指有中国科协统一规定的 11 位

会员号的会员，如：E04××××××××。 



（2）提前交纳会议注册费账号信息 

户名：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下城分公司 

开户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灯塔支行 

账号：201000117096215 

3．入会事宜 

年会期间将继续开展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会员发展工作，可提

前或现场办理入会手续并享受会员待遇，欢迎热心农业工程事业

的人士或机构入会。 

（1）提前交注册费的非会员代表（含学生代表）在交注册

费前需办理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入会手续，交纳会员费后，方可享

受会员注册费标准。 

入会流程：个人会员请登录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网站

www.csae.org.cn，点击左侧会员申请系统“申请入会”，按照

提示网上注册。注册成功后，进入会员管理，查看“入会须知”，

请交纳会费。 

（2）因特殊原因未能在 11月 5日前（含）完成入会的非会

员参会代表（含学生代表）可携带相关证明(如身份证、学生证、

工作证等)，在会议报到现场办理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会员入会手

续，享受会员待遇。 

（3）拟入会人员可于会前通过银行交纳会费，尚未收到会

费发票的代表可携带汇款凭证复印件，到报到现场领取发票。 

（4）交纳会费账号信息： 

户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账号：11040101040004739 

4．会议统一安排住宿，住宿费用自理。为便于住宿安排，

请各位代表携带身份证。 

十、墙报展示 

为在年会期间交流工作成果和经验，各分支机构，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农业工程学会可结合本机构、本学会发展概况或成

果展示墙报 4块，便于相互学习借鉴。 

欢迎参会代表提交尺寸不超过宽 0.6m，长 0.9m的墙报及资

料，会务组将在报到处设“墙报收集处”，统一登记并在会场安

排展示。 

请参会代表于展示结束后自行取走墙报。 

十一、年会同期活动 

1．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十届三次理事会，2019年全国农业工

程学会理事长、秘书长工作会。 

2．专业委员会活动。请拟在年会期间开展活动的专业委员

会于 2019年 11月 1日前与学会秘书处联系。 

3．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 

十二、会议赞助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 40周年学术报告会暨 2019年学术年

会将汇聚全国各地有志于农业工程事业发展的来自政府部门、学

术界、产业界、新闻出版界的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农业工程科技

与现代农业发展，对企业和单位将是一次难得的展示风采和信息



共享的机会。请各单位协助组织关心农业工程事业的企业和单位

参会。赞助会议的企业和单位请和大会组委会联系。 

十三、联系方式 

1．承办单位： 浙江大学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号 

联系人：陆江锋 13588756836   岑海燕 15858103194   

 泮进明 13777410806    唐月明 13857112235 

2．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地  址：100125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41号   

联系人：高 虹 010-59197098    秦京光 010-59197097 

请各位理事，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工程

学会，各会员单位，各有关单位、企业及学术组织认真组织会员

和科技人员撰写论文并参加会议。 

 

     附件 1：参会回执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19 年 8 月 9日 

 

 

 

 



附件 1：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术报告会暨 2019 年学术年会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话  E-mail  

参会人员名单 

参加人 性别 职称/职

务 

手机 E-mail 

张三 

（示例） 

男 教授/院长 13000000000 Zhangsan000@111.com 

学会会员号 E0400000000M 学会会员类型 高级会员□  会员□  

学生会员□ 

宾馆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主会场宾馆） 
住宿 

时间 

12月 7日–9日  

3晚 

可否 

合住 
是□√    否□ 

到达 

信息 

到达时间：12月 7日 10:21 

航班车次：**北京南-杭州火车站/机

场 

返程 

信息 

返程时间：12月 10日  8：50 

航班车次：**杭州机场/火车站-昆明 

参加人 1 性别 职称/职务 手机 E-mail 

 

    

学会会员号 E0400000000M 学会会员类型 高级会员□  会员□  

学生会员□ 

宾馆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住宿 

时间 

   月   日  

至   月  日， 

   晚 

是否 

合住 
是□   否□ 

到达 

信息 

到达时间： 

航班车次： 

返程 

信息 

返程时间： 

航班车次： 

参加人 2 性别 职称/职务 手机 E-mail 

 

    

学会会员号 E0400000000M 学会会员类型 高级会员□  会员□  

学生会员□ 

宾馆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住宿 

时间 

   月   日  

至   月  日， 

   晚 

是否 

合住 
是□   否□ 

到达 

信息 

到达时间： 

航班车次： 

返程 

信息 

返程时间： 

航班车次： 

发票信息 
发票抬头  

纳税识别号  

备注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为主会场宾馆，如参会人员较多，反馈参会回执较晚者将安排入住备用宾馆杭州

广银国际大酒店； 

请详细填写表格，不够可添加页；如有特殊要求（如清真用餐、希望与某人合住等），请在此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