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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委会致欢迎辞 

尊敬的来宾： 

您好！ 

多元文化薪火相传，共谱民族精彩华章。经过激烈的竞争申请，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荣幸地获得了第十四届国际应急管理论坛暨

中国(双法)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第十五届年会的承办权！ 

作为国内应急管理领域举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国际

会议，本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会议面向应急管理领域的重大

需求，关注应急管理领域前沿科学问题，聚集应急管理领域专家、领

导与青年学者，致力于应急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为政府、企

事业单位科学应对突发性事件提供决策依据，进而促进国家应急管理

与公共治理水平提升、促进社会应急能力建设。 

本次学术盛会由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

学院和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等院校机构联袂承办。在会议特邀嘉宾们的

鼎力支持和主（承）办单位的协同努力下，会议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

绪。金秋时节，江城武汉，盛妆期待着您的莅临！ 

美丽大武汉，风光天下传，千湖环绕城市转，明珠闪亮一串串，

长江波浪宽，碧水映蓝天，黄鹤楼上楚天舒，江涛笑声欢。魅力武汉，

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 

预祝本次国际应急管理论坛圆满成功！祝您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组织委员会主席：焦建彬、张劲松、杨树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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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4届国际应急管理论坛暨中国（双法）应急管理专业

委员会第 15届年会简介 

国际应急管理论坛是国内应急管理领域举办最早、时间最长、影

响力最大的国际会议。在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前任理

事长计雷先生等倡议下，首届应急管理论坛于 2005 年在北京中国科

学院举行，至今已经走过了 14 年的光辉历程。会议面向应急管理领

域的重大需求，关注应急管理领域前沿科学问题，聚集应急管理领域

领导、专家与青年学者，致力于应急管理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为

政府、企事业单位科学应对突发性事件提供决策依据，进而促进国家

应急管理与公共治理水平提升、促进社会应急能力建设。 

本次学术盛会由中南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

等兄弟院校联合承办，《中国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学报》、《经济与管理研究》、《运筹与管理》、《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等杂志社和中国（双法）

高等教育管理分会等兄弟学会协办，将于 2019 年 11 月 8-10 日在中

南民族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但不局限于下列议题： 

（1）事前风险分析与应急准备能力评价专题：包括风险分析、

风险评估、应急准备能力评估、灾害与风险管理中的经济分析； 

（2）事后灾难救援和恢复重建专题：应急设施选址、应急资源

调度、应急救援路径优化、灾害救援“最后一公里”问题、应急救援

演练、灾后重建体系综合集成等； 

（3）应急管理的理论方法专题：包括突发事件的演化机理、危

机预警方法、应急决策方法、应急管理评价方法、危机下群体心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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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政府应急措施优化分析等； 

（4）应急管理的宏观政策专题：包括我国政府应急管理的现状

与对策、应急预案编制、协同应急体系与机制建设、城市公共安全问

题研究、社会安全等应急问题研究。 

（5）应急管理最新技术专题：包括大数据视域下的应急管理相

关问题、人工智能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区块链应用于应急管理实践。 

（6）应急监控预警专题：包括民族关系预警、返贫风险的监测

预警与防控体系等。 

会议优秀论文推荐：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管理科学》、《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公共管理学报》、《经济与管理研究》、《运

筹与管理》、《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电子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的鼎力支持。投稿论文请根据目标推

荐期刊，登录期刊主页按照有关期刊投稿模板要求进行排版。作为大

会协办单位，会议分组报告评审出的优秀论文，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

改后将推荐到上述期刊优先发表。诚邀国内外应急管理领域专家学者

和广大师生莅临交流，分享学术前沿成果、探索理论研究动向。 

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奖：为鼓励青年学者踊跃参会交流，本次会

议继续设立“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需要满足：（1）论文

选题属于应急管理研究领域，或者符合本届大会的推荐选题；（2）

第一作者为在读博士生或者在读硕士生，参会并宣读交流论文。大会

学术委员会将组织专家评选出的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该奖项设一等奖

2 篇，每篇奖励 2000 元；二等奖 3 篇，每篇奖励 1000 元，三等奖 6

篇，每篇奖励 500 元，并由学会颁发证书。 

中国（双法）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工作：本次会议将举办应

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发展会员组织、增补领导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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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下一届年会承办单位。凡有志于从事应急管理领域科学研究和社

会实践活动的高校师生和专家学者，均欢迎加入中国（双法）应急管

理 专 业 委 员 会 ， 在 中 国 科 协 网 站 会 员 注 册 系 统

http://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S32，登录成功后成为正

式会员。其中，能够连续参加三次（含）以上应急管理学术年会、所

在单位具有代表性、长期稳定从事应急管理研究、已经登录为学会会

员的专家学者，如果本人愿意承担更多的学会组织工作，可申请专业

委员会委员并提交工作会议讨论后进行表决，申请表请登录会议网站

下载。

http://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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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注意事项 

金秋十一月，秋高气爽节。中南民族大学热忱欢迎各位领导嘉宾

和会议代表莅临江城，出席第 14 届国际应急管理论坛暨中国（双法）

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第 15 届年会！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会议服务工

作，组委会和会务组提请您关注如下事项： 

1． 请您及早预定往返航班，以免造成机票和火车票紧张； 

2． 组委会为特邀嘉宾预定了全季酒店房间，并根据参会代表的预定信息

为您预留了相应酒店的房间。如果您无法参会，请尽早提前通知会务

组工作人员取消预订； 

3． 请熟悉会议日程，现场扫描加入“2019 双法应急管理年会”微信群。

若日程安排有所调整，组委会将在微信群和会场及时通知； 

4． 代表证是参加本次会议有所活动的唯一有效凭证，请不要转让。若有

遗失请联系组委会； 

5． 进入会场后请将手机保持静音状态，会场内请勿吸烟； 

6． 本次会议的报到地点统一设立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路中南民族大学正大门内 100 米，电话：

027-67843646）。 

7． 会议注册费：非会员代表 1200元/人；会员代表 1000元/人；学生 600

元/人（凭学生有效证件）。发票由中南民族大学出具。参会人员可以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交付：报到现场支付（现金、微信转账或

信用卡），发票将于次日交付；提前通过银行汇款进行缴费（推荐），

账户名称：中南民族大学，开户行（如付款方为武汉本地单位）：中

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市民族大道支行 846006，开户行（如付款方为

外地单位）：中国银行东湖支行 104521003300，账号：572957528409。

汇款时请注明“ISEM 2019 +姓名+单位名称”。如您选择提前缴费，

请 在 交 费 成 功 后 ， 将 交 费 凭 证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会 务 邮 箱 ：

isem_2019@vip.126.com，发票在报到现场交付。 



第 14届国际应急管理论坛暨中国（双法）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第 15届年会 

 7 

8． 会务组人员联系方式： 

总指挥   董银红 15527818868 

接待组   毕达宇 15802767805   别  黎 15807157883 

         李  刚 13277909358   赵晓飞 13628654681 

会场组   解佳龙 15972157070   

学术组   朱建明 13466700172 

财务组   苏亚民 13317125825   王承琪 15037186152 

         陈紫凌 15271888932 

服务组   张文歌 15927226512   李  龙 15051803780 

         兰  剑 13627199128   叶  萌 13297019350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全体师生衷心祝愿您参会期间：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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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南民族大学 

承办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统筹与安全管理研究中心 

中南民族大学高校风险预警防控研究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协办单位（部分） 

《中国管理科学》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学报》 

《经济与管理研究》 

《运筹与管理》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程序委员会： 

主  席： 

计  雷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

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应急管理专业委

员会顾问、前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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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

与信息系统重点研究实验室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运

筹学会副理事长 

李金林   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成金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杜冬云   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 

池  宏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研究员 

蔡  晨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前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主编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德泉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焦建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

究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刘  克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运筹与管理》常务副主编 

刘铁民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米加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系系主任，《公共管理学报》主编 

叶志宏   清华大学工业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工业技术专家，前杜邦高级咨询顾

问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黄  钧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排序）： 

郭海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教授 

韩喜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长助理、教授 

焦建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

究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李向阳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佘  廉   国家行政学院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 

王红卫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生产运作与物流管理系 

王旭坪   大连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建军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吴开松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肖文韬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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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峻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业系统工程系教授，《Risk Analysis》

和《Decision Analysis》编委 

朱建明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教授 

余乐安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何  婧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 

姜  卉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李  琳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主任 

王开明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社长 

李  群  《中国安全技术科学学报》主管 

罗  帆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预警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田  军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王海忠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 

许保光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副主编 

张江华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张  玲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焦建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劲松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杨树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强胜   中南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发展院院长 

贾传亮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书记、副教授 

林则夫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刘德海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家国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教授 

祁明亮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文国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翟华云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侯俊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秘书长（按姓氏拼音排序）： 

董银红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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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 

张玉蓉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鹏飞   首都经贸大学副研究员 

毕达宇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陈  涛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陈卫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讲师 

丁学君   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高敏刚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韩振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 

刘雯琪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卢  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石  彪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邵雪焱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苏亚民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隋  杰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教授 

孙华丽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孙会君   北京交通大学系统科学所教授 

王德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国庆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教授 

王  晶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 

王  晔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解佳龙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叶齐祥   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张文歌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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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11.8  

 

全天 报到和注册 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中南民族大学学术

交流中心三楼第三

会议室 
15:00-17:00 

期刊主编座

谈会 

主题：如何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 

黄  钧 《中国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公共管理学报》、《运

筹与管理》、《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各个期刊主编和编委成员 

17:30-19:30 自助晚餐 
中南民族大学接待

中心（南一门） 

 

 

 

 

 

 

 

 

11.9 

 

 

 

 

 

 

 

 

 

8:00-8:30 开幕式 
领导致辞（校领导、学会领导、专委会

领导、省应急管理厅领导、学院领导） 
张劲松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8:40-8:50 全体合影 图书馆南湖边 

9:00-9:30 

主题 1： 

应急管理理

论前沿 

报告 1 

区块链与应急管理 

庄峻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业系

统工程系 焦建彬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9:30-10:00 
报告 2 

应急响应决策与仿真演练 

王红卫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10:00-10:20 会间休息 

10:20-10:50 

报告 3 

Emergenc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李文正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韩喜双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10:50-11:20 
报告 4 

关于工业安全价值数据的探讨 

叶志宏   

清华大学工业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工

业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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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11.9 

 

 

 

11:20-11:50 

报告 5 

民族关系和谐性监测预警及主动

调控机制研究 

张劲松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12:00-14:00 午餐 
中南民族大学接待

中心（南一门） 

14:00-14:30 

主题 2：应

急管理决策

支持与协同

管理 

报告 6 

Incentive Contracts for Capacity 

Restoration Under Risk of Supply 

Disruption 

李建斌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翟华云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14:30-15:00 

报告 7 

应急救援队伍优化调配与合作救

援仿真 

郭海湘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 

15:00-15:30 

报告 8 

基于 ANFIS 与 HSM 方法的省级

公路分类交通事故特征分析及频

度预测 

钟鸣  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 

15:30-15:50 会间休息 

15:50-16:20 

主题 3：应

急管理理论

方法前沿探

索 

报告 9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

发事件能力研究 

吴开松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郭海湘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16:20-16:50 

报告 10 

气象在突发预警工程中的应用 

谢道奇  总经理、高工  

武汉华信联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6:50-17:20 

报告 11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及应

急处置 

霍志涛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17:30-19:00 晚宴 金谷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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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19:30-20:30 

                                  黄钧教授 2019 年工作报告 

学会换届选举 

新一届专委会领导致辞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20:30-21:30 

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年度会议 

（增补委员、授予专业委员证书、竞选下届承办权） 

11.10 

 

8:00-8:40 

大会主题报告 

Subodha Kumar 教授 

POM 执行主编 

刘德海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8:40-9:00 会间休息 

9:00-9:20 

与优秀青年学

者面对面 

曹志刚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赵宝春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9:20-9:40 

刘登攀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9:40-10:00 
王德运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10:20 会间休息 

10:20-12:20 

专题 1 应急管理的理论方法 

主持人：黄钧、庄峻、郭海湘 

三楼第一会议室 

专题 2  应急管理的宏观政策 

主持人：刘德海、田军、吴开松 

三楼第二会议室 

专题 3 应急能力评价与应急

决策 

主持人：焦建彬、韩喜双、许

保光 

三楼第三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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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专题 4 应急风险分析与灾后救援 

主持人：吴建军、罗帆、张劲松 

三楼第四会议室 

专题 5 应急管理技术及应用 

主持人：杨文国、张玲、李文正 

三楼第五会议室 

 

12:20-12:40 闭幕式 

学术委员会主任黄钧教授宣布会议推荐论文名单、优秀青年论文获奖名

单、 

下届承办单位 张劲松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

第一学术报告厅 

黄钧主任委员致闭幕词 

12:40-14:00 午餐 
中南民族大学接待

中心（南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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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会报告人、主持人及青年学者名单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庄  峻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业系统工程系 

王红卫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叶志宏 教授 清华大学工业大数据研究中心 

李建斌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李文正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郭海湘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 

张劲松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吴开松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钟  鸣 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 

黄  钧 主任 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科学学院 

霍志涛 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刘  克 主编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运筹与管理》杂志社 

米加宁 主编 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系，《公共管理学报》杂志社 

李  琳 主任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辑部 

许保光 主编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管理科学》杂志社 

姚望春 编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杂志社 

周  斌 主编 《经济与管理研究》、《首经贸大学学报》 

焦建彬 院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学院 

韩喜双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王德运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刘登攀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曹志刚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侯俊东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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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笔记本 

11 月 8 日学术活动主题：如何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 

（15:00-17:00 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三楼三会） 

邀请《Risk Analysis》、《Decision Analysis》、《中国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公共管理学报》、《运筹与管理》、《经济与管理研究》等主编和编委与您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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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学术活动主题 1：应急管理理论前沿（9:00-10:00，学术交流中心一

楼第一学术报告厅） 

庄峻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业系统工程系教授，《Risk Analysis》、《Decision Analysis》

编委 

王红卫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生产运作与物流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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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学术活动主题 1：应急管理理论前沿（10:20-11:50，学术交流中心一

楼第一学术报告厅） 

李文正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叶志宏  清华大学工业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工业技术专家，前杜邦高级咨询顾问 

张劲松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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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学术活动主题 2：应急管理决策支持与协同管理（14:00-15:30，学

术交流中心一楼第一学术报告厅） 

李建斌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郭海湘 中国地质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教授 

钟  鸣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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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学术活动主题 3：应急管理理论方法前沿探索（15:50-17:20，学术交

流中心一楼第一学术报告厅） 

吴开松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谢道奇  武汉华信联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工 

霍志涛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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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学术活动主题 4：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年度会议（19:30-21:30，

学术交流中心一楼第一学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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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学术活动主题 1：大会主题报告（8:00-8:40，学术交流中心一楼第

一学术报告厅） 

报告人：Subodha Kumar 教授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POM）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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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学术活动主题 2：青年学者论坛（9:00-10:00，学术交流中心一楼第

一学术报告厅） 

曹志刚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刘登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王德运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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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学术活动主题 3：专题报告（10:20-12:20，学术交流中心三楼） 

 

 

 

 

 

 

 

 

 

 

 

 

 

 

专题 1 应急管理的理论方法 

主持人：黄钧、庄峻、郭海湘 

第一会议室 

专题 2  应急管理的宏观政策 

主持人：刘德海、田军、吴开松 

第二会议室 

专题 3 应急能力评价

与应急决策 

主持人：焦建彬、韩喜

双、许保光 

第三会议室 

专题 4 应急风险分析与灾后救援 

主持人：吴建军、罗帆、张劲松 

第四会议室 

专题 5 应急管理技术及应用 

主持人：杨文国、张玲、李文正 

第五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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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武汉印象 

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长江经济

带核心城市，也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武汉文化底蕴深厚，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武汉有众多大大小小的湖泊，被称

为“百湖之市”，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美不胜收。武汉·中国

光谷聚集各地人才与技术，致力打造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让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迸发出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武汉美食—— 跳动的味蕾、舌尖上的舞蹈 

武汉过早和宵夜最为经典，有“早尝户部巷，夜吃吉庆街”之美谈。户部巷和吉庆街以汉味

小吃而闻名，有众多武汉经典的美食，如武汉“四大名小吃”—蔡林记热干面、老通城的三鲜豆

皮、小桃园的煨汤、四季美的汤包，是老武汉人心底里最纯正的味道。此外，江汉路步行街，雪

松路都是品尝本地美食的好去处。如果您还想在武汉享受异域风情，光谷步行街可以让您感受到

德国，法国，意大利地道的美食。 

武汉美景—— 自然与人文、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提到武汉的标志性建筑，自然少不了黄鹤楼。独特

的地理位置，以及前人的诗词文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智者

乐水，仁者乐山”，那么东湖、木兰天池定会使您心旷神怡，松坦于山水之间的清新自然；如果

您钟情于古风，汉口租界、归元寺定是您的不二之选；又或者您想体验现代城市的繁华，楚河汉

街，光谷步行街定能让您目不暇接。 

武汉购物—— 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买不到 

武汉从来不会让喜爱购物的人们空手而归。楚河汉街是武汉中央文化区的一部分，汉街因楚

河而生，沿南岸而建，拥有中国最丰富的商业内容，最多的时尚流行品牌，集合世界顶级文化项

目。创造六个中国之最，被誉为“中国第一商业街”。而江汉路步行街是中国最长的步行街，有

“天下第一步行街”的美誉，以中心百货商店、新世界百货中心等现代大型商场为中心的综合性

的商业区段。除此之外，光谷步行街由现代风情街、西班牙街、德国风情街、意大利风情街和法

国风情街组成，外连世界城广场，是集购物消费、餐饮娱乐、旅游观光、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多

功能、全业态、复合型超级商业步行街，既可以赏到异国风光，又可以享受购物的乐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7%9C%81%E9%80%9A%E8%A1%A2/9366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7%BB%8F%E6%B5%8E%E5%B8%A6/54536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7%BB%8F%E6%B5%8E%E5%B8%A6/54536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64127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64127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9A%E6%96%87%E5%8C%96/19110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5%89%E8%B0%B7/10826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5%89%E8%B0%B7/10826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5%B9%B2%E9%9D%A2/1186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B2%9C%E8%B1%86%E7%9A%AE/1186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B2%9C%E8%B1%86%E7%9A%AE/1186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4%E5%8C%85/53858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5%85%B0%E5%A4%A9%E6%B1%A0/16674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8F%A3%E7%A7%9F%E7%95%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2%E5%85%83%E5%AF%BA/2990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9A%E6%B2%B3%E6%B1%89%E8%A1%97/107235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9A%E6%B2%B3%E6%B1%89%E8%A1%97/107235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5%E8%A1%8C%E8%A1%97/7773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8%96%E7%95%8C%E7%99%BE%E8%B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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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地图指南 

会议报到：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电话：027-67843646） 

会议交通路线： 

（1）武昌站：武昌站下车，①西出站口出站，自武昌火车站综合体站上车乘 538

路，往南湖大道茶山刘方向，至民族大道中南民族大学站下车，步行 500 米到达学术

交流中心。②武昌火车站东广场站，乘坐 570 路，至茶山刘站下车，步行至全季酒店。 

（2）汉口站：汉口站下车，乘坐汉口火车站地铁 2 号线（E 出口上车，光谷广场

方向），至光谷广场站（C 出口出），后步行至民族大道光谷广场公交车站①乘坐

759/732/590/362/572 路上车，至民族大道中南民族大学站下车，步行 500 米到达学术

交流中心。②乘坐 538/590 路至南湖大道茶山刘，后步行至全季酒店。 

（3）武汉站：乘坐武汉站地铁 4 号线，（柏林方向东口进），洪山广场站站内换

乘地铁二号线（佛祖岭方向），至光谷广场站（C 出口出），后①步行至民族大道光

谷广场公交车站乘坐 759/732/590/362/572 路上车，至民族大道中南民族大学站下车，

步行 500 米到达学术交流中心。②乘坐 538/590 路至南湖大道茶山刘，后步行至全季

酒店。 

（4）天河国际机场：乘坐天河机场站地铁 2 号线（佛祖岭方向），至广阜屯站 D

出口出站，步行 100 米至珞喻路地铁广埠屯站，①乘坐 583/810 路（龙城西路方向）,

至民族大道中南民族大学站下车，步行 500 米到达学术交流中心。②乘坐 538/590 路

至南湖大道茶山刘，后步行至全季酒店。 

入住酒店信息： 

全季酒店，位于南湖大道，距离南湖大道茶山刘公交站约 380 米。 

中南民族大学培训楼，位于民族学博物馆附近。 

中南民族大学接待中心，位于中南民族大学南一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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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要公交站点、入住酒店及会场步行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