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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草 学 会

中国草学会 2022年会通知

（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中国草学会会员：

为展示我国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支持国家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草学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及

草业相关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草学会主办，湖南农业大学

承办的“中国草学会 2022年会”将于 2022年 11月 4-6日在湖南省长

沙市召开。在此，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草业及相关领域的

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学生、专业人士以及关心草业发展的社会人士

等参加本次会议。

本次年会会议主题为“全面乡村振兴，草业砥砺前行”。年会主

要内容包括学术交流会和产品技术展览会。学术交流形式包括大会报

告、特邀报告、青年学者报告、研究生论坛、墙报交流和分组学术研

讨等。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草学相关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并具有重要学术

影响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进行学术报告。欢迎广大会

员积极参与！

我们期待与您在“屈贾之乡”长沙--中国草学会 2022年会上相

聚！欢迎大家！

中国草学会 2022年会组委会

2022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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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2年 11月 4-6日（4日 14:00-22:00报到，7日上午离会）

二、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圣爵菲斯大酒店（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471号）

三、会议主/承办单位：中国草学会/湖南农业大学

四、会议主题：全面乡村振兴，草业砥砺前行

五、会议日程：

11月 4日
下午 会议报到、注册（集中注册时间：14:00-20:00）
晚上 中国草学会第十届全体理事工作会议

11月 5日

上午

1. 开幕式

2. 草业科学技术奖、王栋奖学金颁奖仪式

3. 大会主旨报告（P1, P2, P3, P4）
下午 大会主旨报告（P5, P6, P7, P8, P9, P10）
晚上 工作会议、专业委员会换届代表大会、墙报

11月 6日
上午 分会场主题报告、研究生论坛、墙报

下午
1. 分会场主题报告、研究生论坛、墙报

2. 闭幕式、研究生论坛优秀报告、优秀墙报颁奖等

11月 7日
上午 离会

六、会议论文征集与墙报：

1. 会议论文：参考《草地学报》论文模板格式编辑投稿论文，论文原则上

不 超 过 4 个 A4 页 码 。 论 文 终 稿 请 于 2022 年 10 月 16 日 前 发 送 至

cgsoffice@163.com，请务必添加邮件主题：姓名+单位+会议论文；例如：张三+

中国农业大学+会议论文。

2. 会议墙报：请于10月 16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 sy20213243290@cau.edu.cn，

邮件主题：姓名+单位+墙报；例如：张三+中国农业大学+墙报。墙报规格：

150cm×90cm（竖版），请自行打印后带到会场，会场将提供粘贴材料及工具。

届时将进行优秀墙报评选，并颁发证书。

3. 研究生论坛：全国在校草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草原学、

牧草学、草坪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形式分为 PPT学术报告和墙报展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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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参会墙报和口头报告将出具会议证明，详情请联系年会相关负责人（见附件

一）。

七、会议注册与缴费：

1. 2022年会实行网上注册登记，网址为 www.chinagrass.org.cn，注册系统

于 2022年 9月 9日开放（可扫下页会议注册二维码注册）。学会信箱不再接收

回执。

类别 10月 16日之前（含） 10月 16日之后

注册会员* 1500元 1800元

非注册会员及其他参会代表 1700元 2000元

学生# 1100元 1400元
* 注册会员以在学会网站注册登记（ 中国科协会员注册系统，

http://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A14）获得会员号并缴纳会员费（500

元/届）为准，#学生注册持有效证件。会议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优惠价格

时间以实际缴费时间为准。

2. 会议缴费方式：银行汇款（汇款时，请务必备注打款人姓名和单位，例

如：张三中国农大会议费）或现场缴费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中国草学会 北京农商银行海淀新区支行 0407030103000000056

3. 会议费发票：统一开具电子发票。（缴费后，请将发票抬头、纳税人识

别号和缴费凭证或缴费成功截图，以及接收发票的手机号和邮箱发送至学会邮箱

cgsoffice@163.com， 请注明邮件主题：姓名+单位+会议费开票信息。若一人给

多人汇款，请务必在邮件中说明开具发票张数及金额，避免发票延迟耽误报销。）

八、会议住宿：

湖南省长沙市圣爵菲斯大酒店（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471号）为本次会议

协议酒店，住宿费用自理。请务必在回执中注明所需房间数，住宿天数及标准，

便于会务组提前预订。酒店确认最后时间：2022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6 日

后会务组将不能确保酒店房间预订或/和协议价格，敬请谅解。*公务出差住宿标

准（长沙部级/司局级/其他 800/460/350元）。圣爵菲斯大酒店价格：标准间、双

http://app01.cast.org.cn:7001/cast/reg.jsp?sid=A14
mailto:纳税人识别号和缴费凭证或缴费成功截图，以及接收发票的手机号和邮箱发送至学会邮箱cgsoffice@163.com
mailto:纳税人识别号和缴费凭证或缴费成功截图，以及接收发票的手机号和邮箱发送至学会邮箱cgsoffice@163.com
mailto:纳税人识别号和缴费凭证或缴费成功截图，以及接收发票的手机号和邮箱发送至学会邮箱cgsoffic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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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448元每天（含早餐），圣爵菲斯商务楼：标准间、双人间 298元每天（含

早餐）。

酒店乘车路线：

1.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楼）公交站→机场快线（西

站线）→湖南广播电视台 公交站 下车，步行约 600 m；出租车：打车费用约 55

元。

2. 长沙火车站：158路（长沙火车站北坪），世界之窗站下车， 向北步行

约 0.6公里；出租车：打车费用约 25元。

3. 长沙火车南站：轨道交通 2号线（长沙火车南站）→万家丽广场换乘→

轨道交通 5号线月湖公园北站下车（3出口）， 向东南步行约 1.4公里；出租车：

打车费用约 36元。

九、草业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与会议赞助：

会议期间举行草业科研、产业相关产品和科技的展示与交流，欢迎企事业单

位积极参与。同时年会将为赞助单位提供包括钻石、铂金、金牌、银牌、铜牌和

会议茶歇等不同的赞助形式和方案。展位具体信息和收费标准以及赞助方案详情

请联系年会相关负责人（见附件二）。

十、会议联系方式

中国草学会秘书处

电话/传真：010-62731666/2799；邮箱：cgsoffice@163.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号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 702，100193。

联系人：任媛媛、靳小莲、朱蕊（网上注册、注册费）、黄顶、贾善刚、刘楠、

吴哲、刘国庆（论文、摘要、墙报、展位、赞助）、王克华、马西青（会议报告

协调）、邵新庆（全面负责）。

会议注册二维码

或 www.chinagrass.org.cn>会议系统>会议注册

中国草学会

2022年 9月 9日

http://www.chinagr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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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年中国草学会年会研究生学术报告和墙报展示

评优表彰工作方案

一、征集范围

全国在校草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草原学、牧草学、

草坪学等相关学科，成果形式分为 PPT学术报告（8分钟）和研究成

果墙报展示。

二、评优标准

草学会将成立评审小组，对研究生 PPT学术报告进行现场评议，

主要包括：表达能力、科研价值、制作水平等方面；学术墙报评价主

要包括：选题的重要性、内容的创新性、研究的科学性、成果的应用

性、墙报的美观性等方面。评审小组将根据参加人数，按照一定比例

评选出优秀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墙报，并在年会闭幕式颁发奖状，为

所有参加的研究生出具会议证明。

三、材料报送要求

所有材料报送截止日期 10月 21 日下午 5 点，学术报告 PPT发

送电子版，文件命名：姓名+硕或博+单位+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简洁

版；墙报展示发送电子版，文件命名同上，纸质版 90cm × 150cm,自

行制作带到会场。为了便于会务安排，报名参加的研究生不得无故缺

席，请在邮件中写明姓名、单位、硕士或博士、手机号码、微信号等

信息。具体信息如下：

工作负责人：黄顶 联系人：拉毛切卓 微信号：lm13117416511

手机：13117416511 邮箱：sy20213243290@cau.edu.cn

中国草学会

2022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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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草学会 2022年会赞助方案

尊敬的贵公司：

中国草学会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全国一级学会，现有 19

个分支机构，涉及草地资源与生态、草原保护与灾害防治、牧草育种

与种子科学、草业生物技术、饲草生产与加工、草业机械、草业经济

与政策、农业伦理、运动场、草坪与城市绿化和能源草等领域。

“中国草学会年会”是草业科学领域顶级学术交流与行业引领的

盛会。以往各次会议均有 1000多名各级专家、学者、企业家参加了

会议。2022年会将于 2022年 11月 4 - 6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会

议不但是学者交流最好的平台，也是涉草各类企业和科研服务类企业

展示与提升形象、扩大知名度、拓展业务的有利契机！会议组委会根

据企业需求，决定会议开展企业产品展示交流活动，具体招商赞助方

案见附件。

年会赞助咨询请联系秘书处贾善刚，电话：010-62731666。

中国草学会

2022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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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案

钻石赞助商 铂金赞助商 金牌赞

助商

银牌赞

助商

铜牌赞

助商

茶歇赞

助商

1活动现场展台 ●3x3米 2个, 2x2

米 1个

●3x3米 1个, 2x2

米 1个

●3x3米 1

个

●2x2米 1

个

●2x2米 1

个

2大会主持人播报企业 ● ● ●

3 主屏幕播放企业宣传

视频材料

●5分钟

(开幕式前+主会场

茶歇时间)

●3分钟

(主会场茶歇时

间)

●1分钟

(主会场茶

歇时间)

4主背景墙/签到墙体现

企业名称

● ● ● ● ●

5.1 大会手提袋内放置

企业宣传资料

●

5.2 大会手提袋内放置

企业宣传页

● ●2页 ●1页 ●1页

6.1 大会会刊内页宣传

和封底宣传

●

6.2 大会会刊内页宣传

页

● ●1页 ●1页 ●半页

7 大会代表证背面、手

提袋外面宣传

●

8 大会网页、会刊体现

企业 logo和名称

● ● ● ● ● ●

9易拉宝 ● ● ● ● ● ●主会场 2

个；分会场

1个

钻石赞助商（会议冠名），人民币：10万元（仅限 1家）；铂金赞助商，人民币：6万元

（仅限 2家）；金牌赞助商，人民币：4万元（仅限 3家）；银牌赞助商，人民币：2.5万
元（仅限 5家）；铜牌赞助商，人民币：1.5万元。茶歇赞助商（包括一个铜牌展位），主

会场：2万元（1家）；分会场：5000元/个（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