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基本信息 

 

 

1.会议地点：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朱辛庄北农路 2 号 

 

2.外地专家住宿地点：华北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朱辛庄北农路 2 号 

电话：010-80797788-6000 

 

3.用餐地点：华北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龙源阁   

 

4.会议签到：  

京外参会人员：10 月 12 日下午 12：30—21：00（国际交流中心大

厅） 

京内参会人员：10月 13日上午 8:00—8：50（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60） 

 

 

 

 

会务组联系方式： 

崔 灿：13488689050；     刘明慧； 13051016663 

焦 洋：17610013905；     罗静雯： 18810907280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 

 

时间：10月 13日上午 9：00—12：00 

地点：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区多功能厅（D260） 

主持人：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周 坚 

时间 项目 活动内容 

08:00-09:00 嘉宾签到 嘉宾、媒体等签到 

09:00-10:15 

（每人 15分钟） 

开幕式 

嘉宾发言 

华北电力大学校长杨勇平 致辞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致辞 

国务院扶贫办原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致辞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致辞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洪澜致辞 

10:15-10:25 
揭牌仪式 

报告发布 

中国能源扶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揭牌 

《中国能源扶贫研究报告：2013-2018》发布 

10:25-10:48 合影、茶歇 合影、茶歇 

10:48-11:24 专家发言 

主题发言(一) 

主持人: 林闽钢（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 

助分会会长） 

10:48-11:00  
王小林（复旦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原副主任） 

题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维度减贫进展 

11:00-11:12  
宋文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题目:将营养改善作为儿童扶贫的重中之重 

11:12-11:24  
厉才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题目:关于残疾人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11:24-12:00 专家发言 

主题发言(二) 

主持人：左停（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

救助分会副会长） 

11:24-11:36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题目：城乡困难家庭：研究发现与研究结论 

11：36-11:48  

林闽钢（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会

长） 

题目：2020年后中国农村的反贫困 

11:48-12:00  

姚建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题目: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机制研究：基于江西省井冈山市的

分析 

12:00-13:30 午  餐 午餐 

 

 



分论坛 1：农村贫困与发展动力机制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3:30—15: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16 会议室 

主持人： 黄晨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3:30-14: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左停——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题目: 深度贫困与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发言 2：杨发祥——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题目：组织化扶贫与地方内源性发展路径探索 

发言 3：赵德余——复旦大学教授 

题目：资产视角下贫困陷阱与反贫困的循环反馈机制重构 

发言 4：蒋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题目：顺应现代化转型方向，全面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发言 5：李晓燕——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题目：社会理性和精英治理嵌入新时代社会动员 

发言 6：祝建华——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 

题目：消减贫困脆弱性的行动策略：助推机制的应用 

14:30-14：40 单元评论：褚福灵（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14:4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分论坛 2：精准扶贫政策与扶贫方式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3:30—15: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38 会议室 

主持人：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3:30-14: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林震——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题目：基于精准扶贫的“属地管理”与“垂直管理”行政管理体制选择 

发言 2：王淑珍——西北大学教授 

题目：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个体自尊的影响:基于内隐社会认知视角的实验研究 

发言 3：谢治菊——广州大学教授 

题目：“大数据+教育”精准扶贫的机理、逻辑与实践. 

发言 4：邵勇——安吉乐助业理事长 

题目：精准助业实践与解析 

发言 5：王秋俊——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题目：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中的运行模式研究 

发言 6：王璐——华北电力大学讲师 

题目："基于大数据挖掘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识别研究 

14:30-14：40 单元评论：杨立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4:4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分论坛 3：地区精准扶贫实践与经验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3:30—15: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48 会议室 

主持人： 谈志林（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综合室主任） 

13:30-14: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题目：社会救助申请家庭经济核对机制探析——以广州经验为例 

发言 2：沈万根——延边大学教授 

题目：东北边境农村精准扶贫经验与稳定脱贫路径：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主 

发言 3：邢成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题目：嵌入村庄的党建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宁夏华村“百富带百贫”工作的调查 

发言 4：龙玉其——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题目：民族地区农村环境型贫困与环境扶贫 

发言 5：张彩华——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题目：边境村科技精准扶贫的特性与启示：西藏阿里地区典角村案例研究   

发言 6：林晶珂——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题目：赣南苏区农村电商扶贫现状研究与对策: 基于宁都县、兴国县的实证调研 

14:30-14：40 单元评论：谢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4:4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分论坛 4：贫困理论与贫困治理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3:30—15: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28 会议室（校友之家） 

主持人： 王德文（世界银行社会保护高级经济学家） 

13:30-14:30

(每人发言时

间 12 分钟) 

发言 1：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题目：贫困演化的阶段、特征及扶贫治理创新 

发言 2：席恒——西北大学教授 

题目：基于社会－生态网络的农村反贫困策略研究 

发言 3：罗义贤——全国政协-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研究部主任 

题目：贫困山地乡村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发言 4：杨筱明——河南农业大学讲师 

题目：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体分析 

发言 5：刘璐婵——南京邮电大学讲师 

题目：地方政府扶贫政策执行方式研究   

14:30-14：40 单元评论：贾玉娇（吉林大学教授） 

14:4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分论坛 5：贫困理论与农村减贫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3:30—15: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457 会议室（同心苑） 

主持人： 钟仁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3:30-14: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郑雄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题目：权利的流动与流动的权利：以社会保障权利为例 

发言 2：陆继霞——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题目：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行动的实践、挑战与建议  

发言 3：栗燕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题目：我国法治扶贫的由来与展望 

发言 4：毛安然——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题目：乡村价值与体面劳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性保障 

发言 5：刘艳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题目：精准脱贫后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专业耦合性及专业实践的思考 

发言 6：朱紫祎——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 

题目：新时代文化扶贫的现实力量 

14:30-14：40 单元评论：冮树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4:4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分论坛 6：贫困儿童与社会保护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3:30—15: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40 会议室 

主持人：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3:30-14: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黄晓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目：社会工作介入儿童减贫项目的途径研究 

发言 2：胡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题目：贫困与留守儿童的多重侵害 

发言 3：梁昕——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题目：贫困儿童认知滞后与贫困再生产问题研究 

发言 4：李萍——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主任 

题目：多领域专家团队与儿童保护中心在中国的探索 

发言 5：南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题目：社会组织推动儿童福利督导员队伍建设的模式研究  

发言 6：周丹——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主任 

题目：少一个再少一个烧烫伤者 多一个再多一个幸福家庭 

14:30-14：40 单元评论：胡仲明（中国残联教就部、北京师范大学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 

14:40-15:00 提问与讨论 

15:00-15:30 茶歇 

 



分论坛 7：最低生活保障与老年贫困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5：30—17：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区 D216 会议室 

主持人：胡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王德文——世界银行社会保护高级经济学家 

题目：中国城乡低保制度改革展望 

发言 2：韩华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题目：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政治社会效应-基于 CFPS 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言 3：胡芳肖——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题目：基于共享视角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研究 

发言 4：李振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题目："普惠性抑或选择性：农村收入保障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来

自贵州的经验证据"   

发言 5：于长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 

题目：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基于全国 12 个省份 1395 份

基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言 6：徐杨——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题目：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老人家庭养老——基于得分倾向匹配法的分析 

16:30-16:40 单元评论：郑雄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6:40-17:00 提问与讨论 

 

分论坛 8：残疾人贫困与反贫困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5：30—17：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区 D238 会议室 

主持人： 席恒（西北大学教授）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谢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题目：社会服务的有效性与减贫研究 

发言 2：张金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研究员 

题目：十三五的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 

发言 3：胡仲明——中国残联教就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 

题目：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现状及其对策——以河北省南皮县为例 

发言 4：贾玉娇——吉林大学教授 

题目：新时代社会救助精准识别——供给体系研究 

发言 5：祖霞——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目：贫困与精神疾病的研究综述 

发言 6：廖慧卿——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目：社会救助提升了农村贫困残障者的生活机遇吗——来自广东省农村的经验

研究 

16:30-16:40 单元评论：杨发祥（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16:40-17:00 提问与讨论 



分论坛 9：社会救助与扶贫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5：30—17：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区 248 会议室 

主持人： 主持人:刘喜堂（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 

15:30-16:4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李卫东——民政部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指导中心副主任 

题目：我国社会救助对象认定的制度创新 

发言 2：刘继同——北京大学教授 

题目：中国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建设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模式 

发言 3：褚福灵——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题目：中国贫困线问题研究 

发言 4：谈志林——民政部政研中心四室主任 

题目：新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困境与进路 

发言 5：吴林森——湖北省通城县低保局局长 

题目：精准扶贫新视角下社会救助制度兜底保障问题研究---以通城县为例 

发言 6：黄剑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题目：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托底性社会救助机制研究——兼论结构性协同与程序

性协同的耦合机理 

16:40-16:50 单元评论：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分论坛 10：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5：30—17：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区 D228 会议室（校友之家） 

主持人： 童 星（南京大学教授）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题目：推动社会工作精准介入反贫困实践  

发言 2：钟仁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题目：扶贫攻坚基层工作队伍建设中的困境与出路  

发言 3：成海军——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 

题目：农村老年人群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介入 

发言 4：赵佳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题目：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扶贫活动状况探析 

发言 5：潘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题目：连片特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发言 6：张頔宸——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题目：社会组织参与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基于陕西省农村产业扶贫案例分析 

16:30-16:40 单元评论： 赵德余（复旦大学教授） 

16:40-17:00 提问与讨论 



 

分论坛 11：性别、能源环境与农村贫困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5：30—17：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区 457 会议室（同心苑） 

主持人： 谢治菊（广州大学教授）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 12 分钟) 

发言 1：杨立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题目：Research on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 Gender Perspective 

发言 2：陈绍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题目：能源扶贫的资金机制研究 

发言 3：赵卫华——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题目：身份转型与消费型贫困：农民工的消费模式分析 

发言 4：杜洪燕——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题目：生态补偿项目对农业化学品投入的效应分析:以非农就业为中间变量  

发言 5：张彩云——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题目：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探究 

16:30-16:40 单元评论：林震（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16:40-17:00 提问与讨论 

 

分论坛 12：国际扶贫经验与比较 

 

时  间： 10月 13 日下午 15：30—17：00 

地  点： 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 区 240 会议室 

主持人： 沈万根（延边大学教授） 

15:30-16:30 

(每人发言时

间 10 分钟) 

发言 1：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题目: “三区三州”脱贫攻坚战的调查与思考 

发言 2：黄晨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题目：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 

发言 3：冮树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题目：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视野下社会救助的信息传递研究 

发言 4：焦培欣——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题目：日本生活救助标准的制定方法及其启示 

发言 5：杜妍冬——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 

题目：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启示 

发言 6：张硕、胡思洋——清华大学研究生 

题目：长期照护救助制度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英美日德四国的比较 

16:30-16:50 单元评论：王小林（复旦大学教授） 

16:50-17:00 提问与讨论 

 



出席人员名单 

 

一、 有关部门领导及相关机构代表 

郑功成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文凯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 

杨  昆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理事长 

刘喜堂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 

王延中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洪  澜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 

宋文珍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小林 复旦大学教授，原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副主任 

李卫东 民政部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副主任 

厉才茂 中国残疾人研究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罗义贤 全国政协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研究部主任 

谈志林 民政部政研中心综合室室主任 

张金明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  喆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 

江志强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 

潘  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吴林森 湖北省通城县低保局局长 

薛秋霁 民政部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干部 

席雅孛 民政部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干部 

杨  兰 民政部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干部 

 

二、国际组织代表 

王德文 世界银行社会保护高级经济学家 

 

三、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代表 

北京代表 

刘继同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 

陈绍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杨立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鲁  全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金炳彻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胡宏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陆继霞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胡仲明 中国残联教就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雄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谢  琼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 



韩华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褚福灵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成海军 民政部培训中心教授 

林  震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聂  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许艳丽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龙玉其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吕学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赵卫华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唐  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蒋  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副秘书长 

栗燕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李振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冮树革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南  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杜洪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朱紫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 

郑舒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 

杨无意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 

京外代表 

童  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林闽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德余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钟仁耀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黄晨曦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贾玉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保障系教授 

王三秀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周凤华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席  恒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淑珍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高晓彩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谢治菊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发祥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副院长 

张开云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焦培欣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 

沈万根 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邰秀军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黄晓燕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胡芳肖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邢成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杜妍冬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廖慧卿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晓燕 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袁小平 南昌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银平均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梁  昕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祖  霞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祝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傅志明 山东工商学院教授 

朱良华 梧州学院副教授 

刘艳霞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赵佳佳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彩华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刘璐婵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史  慧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讲师 

杨筱明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秋俊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讲师 

胡思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毛安然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于长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黄剑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刘亚孔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 

郭儒鹏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博士 

王玥琳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张  硕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研究生 

巫泽人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李艳梅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研究生 

林晶珂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研究生 

王雅珠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徐  杨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 

张頔宸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张彩云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 

柴  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 

沈雪莉 贵州民族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 

邹  鹰 《社会工作》杂志社主编 

 

四、主办方代表 

周  坚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 

杨勇平 华北电力大学校长 

何  华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郝英杰 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 

陈  溪 华北电力大学党办主任 

陈  志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王子杰 华北电力大学 60 周年校庆办公室主任，校教育基金办公室主任 



朱正茂 华北电力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王集令 华北电力大学校团委书记 

吴素华 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  硕 华北电力大学机关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王  璐 华北电力大学教务处讲师 

苑英科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黄向军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王  伟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姜良杰 华北大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 

张绪刚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朱晓红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姚建平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卢海燕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刘向晖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贾江华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李玲玲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赵  军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杨建成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呼占平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刘妮娜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崔  灿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五、社会组织及企业代表 

李  萍 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主任 

吴  垠 宏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院长 

刘  婕 宏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研究员 

周  丹 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主任 

赖钰基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邵  勇 安吉乐助业（上海市静安区）理事长 

 

六、媒体代表 

高  洁 新华社 

王  静 人民网 

蒋正翔 光明网 

王菡娟 中国政协报 

贾科华 中国能源报 

赵  冉 中国电力报 

马丽萍 中国社会报 

马爱平 科技日报 

向春华 中国社会保障杂志 

张子竹 财新传媒 

 



附件一： 

交 通 路 线 

一．火车站 

1、北京站： 乘地铁 2号线至东直门站,转城铁 13号线(西直门方向)至龙泽站下 

 车，坐昌 25路在华北电力大学站下车。 

2、北京西站：乘坐地铁 9号线（(国家图书馆方向), 在 国家图书馆站下车，转

地铁 4号线（天宫院方向），在西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 13号线（东

直门方向），龙泽站下车，坐昌 25路在华北电力大学站下车。 

3、北京南站：乘地铁 4号线(安河桥北方向)西直门站下车，换乘城铁 13号线(东

直门方向)，龙泽站下车，坐昌 25路在华北电力大学站下车。 

二．飞机场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乘机场快轨至东直门站，换乘地铁 13号线（西直门方向），龙泽站下车坐昌

25路在华北电力大学站下车。 

2、南苑机场 

乘坐机场专线，在西单站下车，乘坐地铁 4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在西直门站 

下车，换乘地铁 13 号线（东直门方向），龙泽站下车，坐昌 25路在华北电

力大学站下车。 

 

三．自驾车（打车）行车路线： 

沿京藏高速/G6/G110/八达岭高速行驶（经清河收费站），从龙锦二街/

回龙观北出口离开（经回龙观北收费站），稍向右转进入辅路，沿 S216/G6

辅路（辅路）行驶，右转，从西南门进入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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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京内参会代表建议自驾前往会场。请在西南门进入时说明参加“2018

年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与精准扶贫高端论坛”。统一停在主楼西侧停车场位置，会

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做引导。另外，在会议签到处，领取“停车证”，用于出校园

时使用，离开时需把“停车证”交给保安收回。 

四．华北电力大学校部示意图 

 



附件二： 

注册及食宿注意事项 

1.会议地点：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朱辛庄北农路 2号 

 

2.外地代表住宿地点：华北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1）外地代表最早入住国际交流中心时间为 12 日中午 12:00，最迟离开国

际交流中心时间为 14日中午 12：00。 

（2）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农路 2号 

 

3 会议签到： 

京外参会人员：10 月 12 日下午 12：30—21：00（地点：国际交流中心大厅） 

京内参会人员：10 月 13 日上午 8：00 —8：50（地点：华北电力大学主楼 D260） 

 

4.用餐地点：龙源阁餐厅 

 外地代表 12日晚餐时间 18:00——19:30 

 

5.会议期间天气状况： 

10 月 12 日，北京市，多云，气温 7℃~18℃，东南风 1级； 

10 月 13 日，北京市，晴，气温 7℃~20℃，东南风 2 级 

 

 

会务组联系方式： 

万田宇： 18810792252 

刘明慧： 13051016663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会务组联系。  

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