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国际会议 

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指委会议 

2019.5.24~5.26  中国，常州 

（第二轮通知） 

2019 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国际会议（UPSER2019）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教指委会议将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常

州市举行，会议诚挚邀请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及相关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与

会，就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及相关领域新理念、方法、技术及进展进行报告和

交流。本次会议将举办石油化工生产安全、应急管理与救援处置、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科与专业建设等 3 个主题分论坛，并举行常州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揭牌仪式，同期召开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指委会议。热忱欢迎国内外科研院所、

政府、企业等各界专家学者踊跃参会交流。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 

常州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华北科技学院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救援处置专业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安全生产协会 

承办单位 

常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常州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常州市应急管理局 

常州市科技局



 

协办单位 

厦门熙宝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安元应急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安普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江苏优埃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 

上海爵格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欣华天泰安全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会议主席 

范维澄，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士 

二、学术委员会 

主席 

范维澄，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士 

副主席（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曹耀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院士 

毕明树，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董希琳，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救援处置专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常州大学，教授 

冯长根，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高建良，河南理工大学，教授 

蒋军成，常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李树刚，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卢兆明，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中国香港 

Ahmed Mebarki，巴黎东区大学，教授，法国 

Albert Simeoni，伍斯特理工学院，教授，美国 

孙金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施式亮，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申世飞，清华大学，教授 

徐启铭，云林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台湾 

张来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 



 

张和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张瑞新，全国高等学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华北科技学院，教授 

张  驎，华北科技学院，教授 

周福宝，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邹树梁，南华大学，教授 

委员（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柴建设，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教授 

陈先锋，武汉理工大学，教授 

邓  军，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金龙哲，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金光海，厦门熙宝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教授 

闵永林，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研究员 

潘旭海，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Milosh T. Puchovsky，伍斯特理工学院，教授，美国 

钱新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秦波涛，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宋  波，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研究员 

邢志祥，常州大学，教授 

徐志胜，中南大学，教授 

汪庆升，德州农工大学，教授，美国 

王中铮，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研究员 

吴  超，中南大学，教授 

余明高，重庆大学，教授 

袁宏永，清华大学，教授 

赵长征，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研究员 

周  详，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 

周允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香港，教授 

朱红青，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 

三、组织委员会 

主席 

蒋军成，常州大学校长，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副主席（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董希琳，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救援处置专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常州大学，教授 

蒋鹏举，常州市科技局，副局长 

马宏春，常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潘旭海，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苏旭平，常州大学，教授 

张  跃，常州大学，教授 

张瑞新，全国高等学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华北科技学院，教授 

赵建军，江苏省安全生产协会，会长 

秘书长 

邢志祥，常州大学，教授 

委员（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冯  胜，常州大学，副教授 

郝永梅，常州大学，副教授 

黄  勇，常州大学，高工 

黄  澔，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玖来，厦门熙宝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康青春，常州大学，教授 

吕琳华，常州大学，助理研究员 

马国良，江苏安普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红香，常州大学，教授 

潘  勇，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邵  辉，常州大学，教授 

舒中俊，常州大学，教授 

唐炳文，中化舟山危化品应急救援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克新，常州欣华天泰安全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凯全，常州大学，教授 

王明新，常州大学，教授 

王三明，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新颖，常州大学，副教授 

王志荣，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薛  荣，常州大学，教授 

杨  克，常州大学，副教授 

张  彬，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张明广，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张  军，华北科技学院，教授 

郑  欣，江苏优埃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四、会议主题 

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 

分论坛 

 石油化工生产安全 

 应急管理与救援处置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与专业建设 

五、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2019年5月24日至26日 

会议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明都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日程： 

时间 事项 

5月24日 14:00-20:00 会议报到 

5月25日 

8:50-9:30 开幕式 

10:00-11:50 大会主题报告 

13:30-16:00 大会学术交流 

16:20-17:50 大会学术交流 

5月26日 

8:30-12:00 分论坛交流 

8:30-11:00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教指委会议 

六、会议论文 

本次会议参会代表请提交论文全文和详细摘要，会议论文集由中国石化出版

社正式出版，部分优秀论文将被推荐至《Safety Science》等期刊特刊发表。 

1、论文格式要求详情参见论文模板。 

2、重要日期： 

（1）摘要截止：2019年3月10日 



 

（2）录用截止：2019年3月20日 

（3）全文提交截止：2019年4月15日 

征稿范围 

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救援、石油安全、化工安全、火灾与爆炸预防、过程工业

安全、消防安全、矿业安全、应急管理、安全监测监控、预测预警、职业安全与卫

生等 

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席 

蒋军成 

委员 

邢志祥  欧红香  杨克 张晓磊  薛洪来  单雪影  毕海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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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upser.com 

2、注册费 

 会前注册 现场注册 

专家学者 1200元 1500元 

在读学生 600元 800元 

3、会前注册截止日期：2019年5月20日 

4、参会人员请填写参会回执 

2019 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国际会议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职 称 E-mail 手 机 

      

      

      

http://www.2019upser.com/


 

住宿情况：请在选择项目的方框内打“√” 

本次会议由会务组统一预订酒店（常州西太湖明都国际会议中心） 

预定房间类型和数量  □大床房      间 

□标准间      间 

预计：月   日   时入住；    月    日    时离店 

(如有多位参会人员入住时间不同，可分别列出每位代表的预计入住和离店时间) 

注册费发票

信息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发票内容：  

注册费转账

凭证 

 

是否做报告 是□  否□ 报告题目  

注意事项： 

1、请提交 word 格式参会回执表，文件命名为“单位+姓名+ UPSER2019 参会回执表”，邮件主

题为“单位+姓名+ UPSER2019 参会回执表”并请于 4 月 10 日前发至邮箱：upser2019@163.com 

2、注册参会人员注册费缴纳 银行汇款账号：  

  开户银行：建行常州市白云支行 

账户名称：常州大学 

  帐 号： 32001628036051219286 

 

八、联系方式 

秘书长：  邢志祥，13401351898，xingzhixiang@cczu.edu.cn 

会务联络： 欧红香，13915836386，ouhongxiang@cczu.edu.cn 

王新颖，13616105132，wangxy@cczu.edu.cn 

住宿餐饮： 林凌敏，15995023426，llm@cczu.edu.cn   

吕琳华，13861185563，llh@cczu.edu.cn 

论坛投稿： 毕海普，15161128654，bihaipu@cczu.edu.cn   

薛洪来，13196707221，xuehonglai@cczu.edu.cn 

出行交通： 袁雄军，13915002689，yxj@cczu.edu.cn    

冯  胜，15161169269，shfeng@cczu.edu.cn 



 

会费财务： 单雪影，13706126319，xyshan@cczu.edu.cn    

杨  克，18205021586，yangke@cc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