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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特邀报告:邀请国内生态环境健康与水安全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作

主题报告。

2.学术交流:博士后学术报告、交流互动。

三、论文征集

l。 论坛将编辑出版 《2016年全国生态环境健康与水安全博士后学术论

坛论文集》。

2.参会对象:全国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设站单位相关专业领

域的广大专家学者、博士后、博士研究生,欢迎踊跃投稿。

3.收稿要求:紧扣本次论坛主题,论文尚未公开发表。研究领域包

括水环境污染效应和人类健康、水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水安全预

警及对策、生态环境保护等,字数以4000至 10000字为宜。会议将推

荐优秀论文一等奖 3名 ,二等奖 5名 ,三等奖 10名 ,给予一定的奖励。

4.投稿方式:投稿请发送至论坛专用邮箱:E-mail∶ glut2016@126.∞血,

邮件主题用“姓名:生态环境健康与水安全博士后学术论坛”。

5.投稿截止时间:⒛16年 6月 10日 。

四、会议时间和地点

l。 时间:

月27日 返程。

2.地点:

五、会议报

l。 请参会者于⒛16年 6月

会回执表。

6月 24日 报到,6月 25日 2̄6日 开会,6

,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12号。

唧 :天∴?0

1日 前通过电子邮件向会务组提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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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无注册费、资料费,会议期间的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 ,

住宿原则上合住 (标 间 )。 往返交通费自理。

六、会务组联络信息:

地址:桂林市建干路 12号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邮

纺甬: 541004)

联系方式: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 华 电话:13叨S3绲330

黄亮亮 电话:13768333“ 1

游少鸿 电话:13⒛7736341

论坛专用邮箱:Lmail∶ glLlt2016@126· ∞m

七、附件

附件 ⒈ 博士后学术论坛参会回执表。doc

附件⒉ 论文投稿格式要求。doc

主办单位: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广西 会保障厅

承办单位: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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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sl件 1:博士后学术论坛参会回执表

“2016年全国生态环境健康与水安全博士后学术论坛
”
回执单

姓名
J眭另刂 年龄

单位 职称/职务

流动站名称 在站日寸间

联系电活 电子邮箱

报至刂日寸I司 返程时间

团队其他成员

参加人数

住宿安排

房间数

提交论文题目

是否要求

会议报告

□否 □是,题 目为 :

提前准备好 PPT报告材料 , 时问为 15分钟 。

各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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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⒉ 论文投稿格式要求

《⒛ 16年全 国生态环境健康与水安全博士后学术论坛》论文投稿格式要求

一、页面设置  A4纸 ,页边距上、下 2.5cm,左右 2cm,全文1,5倍行距。

二、文章 内容序别 中文题目,中文作者,中文单位,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 ,

英文题目,英文作者,英文单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第一页下

方 (脚注)写上:作者信息 (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所获学位、职称、目前主要从事

的专业或研究方向,E-m缸l);基金项目来源及编号。 .

三、字号要求

中文题目   3号 黑体,空一行 (5号 ),两行题目请排成倒梯形

中文作者   5号 楷体

中文单位   5号 宋体,空一行 (5号 )

中文摘要   5号 宋体,“摘要劫口粗

中文关键词  5号宋体,“关键词勹日粗

正文中    一级标题 4号宋体加粗

二级标题 小4号宋体加粗

三级标题 小4号宋体

正文     小4号宋体

作者信息   5号 宋体

参考文献   内容5号宋体,“参考文献
”小4号宋体加粗

英文题目   3号 △me New Roma1a, 力口粗

英文作者   小4号△me New Roman

英文单位   5号 △me New Roman

英文摘要   5号 △me New Roman,哏 bstraGt”加粗

英文关键词  5号△me New Romall,“Key Wo1·ds勹口粗

图表标题   5宋 体

表格里的字  5号宋体 或 小5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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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图表的说明

图宽以5~8cm或 12~16cm为 宜。

l。 如果是照片图,请提供高像素的jpg或tif格式文件;若有修改 (如修改图片大小、

分辨率、添加文字、裁切等),最好提供未经修改的照片 qpg或 tif格式),由 编辑部按照

作者修改稿中的照片图进行制作。

2.如果是用OⅡ gin、 COrcldI·aw、  AutoCAD、 Excd等软件制作的图,请提供该图的

原文件。

五 、常用 符 号

1.正斜体

原则:变量符号一律使用斜体;说明性符号或缩写使用正体。

单位符号表达中的常见问题注意避免:如k(千 )、 m(米 ,不是M)、 咄 (千克 ,

不是Kg)、 t(吨 )、 g(克 )、 min(分,不是m)、 s(秒 ,不是S或scG)、 h(日寸,

不是ll1· )、 d(天 ,不是day)、 a(年 ,不是y或卩)、 M(兆 )、 L(升 )、 hm2(公 顷 )

等应使用i0体 ; “
月

”
即为标准符号 (“mo”错误 );“星期

”
即为标准符号 (“wk”错误 )。

pH采用TF体。

2.运算符号

乘号 (× )和减号 (— ):使用软键盘中的相应方法输入,请勿用x、
米和

“
'代替。

有定义的已知函数用正体字母表示,如 lg(常用对数 )、 h(自 然对数 )、 log(对数 ,

要标出底数 )、 cxp(自 然对数的底 )、 c(指数函数 )、 max(最大值 )、 mh(最小值 )、

sh(π弦函数 )、 d(微分 )、 hm(极 限)等应使用正体。

3.区 间符号

表示数值区问时使用波浪线,如 :0,4%~0.7%,250~31Om等 ;参考文献的起止页

码使用叮’。

注意核实符号的大小写、正斜体以及上下角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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