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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暨 

第 14 届全国安全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讨会 

 

会议通知 

（第 2 号） 

 

各相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当前

高校工作实际，现就 2020 年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第 32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暨第 14 届全国安全工程领域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研讨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会议将围绕安全

科学与工程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进行深入研讨，届时将同时

举办第 3 届安全科学与工程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第 5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

生论坛（第 6 届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大赛决赛已于 2020 年 9 月 18~20 日在江苏省南

京市举办）。热忱欢迎全国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专家、学者与学生积极参加。 

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会议主办、承办单位将坚持“服从抗疫大局、

确保会议质量”的总体原则，根据疫情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工作安排，稳妥推进年会

各项工作。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  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委员会 

联合主办  教育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承办单位  南京工业大学 

联合承办  中国矿业大学  常州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常熟理工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 

支持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 

全国安全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作组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安全学科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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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委员会 

名誉主席： 

范维澄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曹耀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冯长根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大会主席： 

蒋军成    教育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申世飞    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副主席： 

张来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 

张兴凯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孙万付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主任 

李树刚    西安科技大学副校长 

邹树梁    南华大学原校党委书记 

张瑞新    教育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乃安    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王  成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马  骏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毕明树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周福宝    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 

潘旭海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如君 王恩元 邓存宝 邓军 石宁 卢义玉 朱红青 刘泽功 刘剑 许开立 孙金华 

吴仁彪 吴超 宋卫国 宋守信 宋英华 张和平 张跃 罗云 金龙哲 赵云胜 赵东风 

施式亮 钱新明 高建良 梁卫国 景国勋 程卫民 傅贵 

四、学术委员会 

主席：范维澄  曹耀峰    

副主席：（按姓氏笔划排序） 

卢义玉 毕明树 刘泽功 孙金华 吴仁彪 吴超 宋守信 张和平 金龙哲 周福宝  

http://www.baidu.com/link?url=3qCrG-qG-iod4Y5b_c4d7C8s3QRp9YrOXXObsvG2W9m-vl_Q7KUji8ohed1TSn0q&ck=0.0.0.0.0.0.0.0&shh=www.baidu.com&sht=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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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式亮 梁卫国 蒋军成 景国勋 傅贵 潘旭海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剑 王文才 王文广 王文和 王志荣 王青松 王茂廷 王凯 王亮 王勇毅 王海桥 

王福生 邓存宝 邓军 石必明 卢平 帅健 叶义成 田宏 司鹄 邢志祥 乔建江 刘义 

刘宏 纪杰 李刚 李伟 李向阳 李孜军 杨溢 何立东 佟瑞鹏 张卫东 张兰 张宝勇    

张峰  张福群  陆卫东  陈先锋  陈伟炯  陈国华  陈学习  周西华  周刚  周晓猛     

胡隆华  钟茂华  秦波涛  聂百胜  贾进章  倪晓阳  高伟  高建良  黄国忠  曹雄     

彭金华 程五一 潘勇 魏建平 

五、组织委员会 

主  席：赵志宏  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 

副主席：傅  贵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金龙哲  教育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单亚飞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程卫明  山东科技大学 

喻  源  南京工业大学 

潘旭海  南京工业大学 

秘书长：潘  勇  南京工业大学 

副秘书长：王静虹  南京工业大学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丛明 马鹏 王华 王庆国 王苏盼 王亮 尤飞 卞海涛 朱玲 刘龙飞 刘音 李丽

霞 李昌新 李祥超 何卫东 宋泽阳 张东恩 张庆武 张明广 张彬 陆春义 欧红香

周刚 周汝 赵声萍 赵坤 赵敏 袁蓓蕾 夏红春 钱剑安 龚俊辉 董骏 解立峰 臧

小为  

六、会议安排 

时间：2020 年 11 月 27~29 日，会议为期 3 天，会议议程另行通知。 

地点：中国·江苏·南京 

七、论文征集 

（1）征文范围 

会议将围绕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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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征集论文： 

①教育教学：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践教学、教学能力、教学管理等。 

②人才培养：专业认证、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质量保障、招生就业等。 

③学科建设：学科规划、队伍建设、模式创新、协同发展、发展趋势等。 

④科学研究：安全科学与工程相关理论、方法、技术、应用等。 

（2）论文投稿 

论文排版格式详见年会网站。采用在线投稿方式，投稿网址：http://www.safety32.cn/。

论文要求未公开发表，优秀论文将推荐至《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期

刊发表，版面费按期刊规定另收。 

（3）重要日期 

论文截止日期： 2020 年 10 月 8 日。 

录用通知日期： 2020 年 10 月 31 日。 

（4）联系人： 

张彬 19850050213  bzhang@njtech.edu.cn（研究生论坛投稿） 

赵坤 15190490170  kzhao@njtech.edu.cn（大会论文投稿） 

八、第 6 届安全科学与工程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大赛 

已于 2020 年 9 月 18~20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成功举办第 6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

程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大赛决赛，获奖作品将在第 32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

术年会上颁奖。 

联系人：马丛明  18051077857  maming1306@126.com  

九、第 5 届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论坛 

在2020年全国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上举办第 5届全国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生

论坛。 

投稿要求见“七、论文征集”，在线投稿时须在上传全文时选择“研究生论坛”。 

联系人：张彬  19850050213  bzhang@njtech.edu.cn 

十、第 3 届安全科学与工程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在第 32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上举办第 3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

程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1）基本要求 

http://www.safety32.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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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教师须为各高校安全类专业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每所高校限推荐 1 人。 

（2）报名方式 

以学校名义报名，不接收个人报名。 

（3）重要日期 

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8 日。 

（4）联系人 

王庆国  15195917543  wqg@njtech.edu.cn  

十一、会议赞助 

欢迎各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以各种形式赞助本次会议，详情请咨询会议组委

会。联系人：王静虹 17372278336  arain@njtech.edu.cn 

十二、会议注册 

（1）注册方式 

请登录会议网站进行注册。注册网址：http://www.safety32.cn/ 

（2）注册费 

教师：2000 元；学生：1000 元。 

汇款信息 

银行户名：南京工业大学 

开户行：中信银行南京城北支行 

账号：7321110183100000514 

汇款时请务必附言：“学校-姓名-第 32 届安全年会”，并保留回执信息，在回执

单里填开票信息。 

十三、会务组联系方式 

秘书长：王静虹  17372278336  潘勇  13512509641  arain@njtech.edu.cn 

会务联系：周汝  13813866851  maxmuse.zhou@njtech.edu.cn 

何卫东  025-83239949  hwd@njtech.edu.cn 

年会论文：赵坤  15190490170  kzhao@njtech.edu.cn 

研究生论坛：张彬  19850050213  bzhang@njtech.edu.cn 

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王庆国  15195917543  wqg@njtech.edu.cn 

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大赛：马丛明  15950568027  maming1306@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