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五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 

暨 第八届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学术研讨会 

第 1 轮会议通知（征文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分会主办，第五届能源经济与管

理学术年会暨第八届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7 月 25-28 日在北京举行。

欢迎能源经济与管理、气候与环境政策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并拨冗出席。 

本届会议将组织大会学术报告、小组学术报告、研究生专场、能源经济与管理图书展、能源经

济数据库展示、英文论文写作与投稿交流、论文墙报等活动，并评选年会优秀研究生论文奖。除上

述活动之外，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会会议、“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优秀

大学生夏令营也将在会议期间举行。 

会议将遴选部分论文由国际期刊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Natural Hazard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ssues,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出版专刊（论文需经评审）。 

一、会议主题 

绿色发展与气候经济：管理与政策研究 

二、主要议题 

会议交流与投稿的论文重点包括但不局限于下述议题： 

能源经济、能源金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经济学、碳交易与市场、低碳发展、资源与环境管

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源产业和技术政策、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能源贫困与健康、能源与

气候政策建模理论和方法等。 

本届会议接收中文论文、英文论文投稿。 

三、会议重要日期 

2014 年 5 月 20 日 论文全文投稿截止 

2014 年 6 月 15 日 发送参会邀请函 

2014 年 7 月 25 日 参会人员报到注册 

2014 年 7 月 25 日晚 常务理事会会议 

2014 年 7 月 26 -27 日 会议报告 

2014 年 7 月 27 日晚 优秀研究生论文颁奖会 

2014 年 7 月 28 日 参观北汽集团（免费） /  旅游（费用自理） 

四、会议地点 

北京友谊宾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 号） 

五、主办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strategy-reviews/editorial-board/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1069
http://journal.bit.edu.cn/sk/ch/index.aspx
http://www.bjfriendship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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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办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七、合作单位（按名称拼音排序）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江苏大学江苏省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软科学研究中心 

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 

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环境能源研究中心 

西安科技大学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八、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李一军  高自友 杨树兴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杨列勋  魏一鸣 戴彦德 

     副主席： 田立新 张金锁 张希良 周德群 王兆华 

   秘书长： 廖华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景文 毕军 陈邵锋 陈文颖  戴彦德  范体军  冯连勇  韩智勇 何凌云  

何永秀  黄志民 霍红 蒋莉萍  蒋晓惠  焦建玲  金菊良  李金铠  林伯强 

刘兰翠  雷涯邻 龙如银 马超群  马铁驹 穆海林 穆献中  聂锐  牛东晓  

齐绍洲  齐中英  沈波  史丹  宋马林  孙梅  唐葆君  谭忠富  田立新  

王海博 王金南  王恺 王宇  王兆华  王震  魏一鸣  吴刚  吴力波 

吴巧生  徐向阳  杨翠红 杨列勋  杨自力  颜志军  余乐安 於世为 张金锁  

张九天 张炳 张希良  张跃军  赵国浩  赵晓丽  周德群  周鹏  朱帮助 

诸克军  邹乐乐  

      
九、会议支持网站 

 http://www.ceep.net.cn/ 

 http://sme.bit.edu.cn/ 

十、会议支持期刊（含拟） 

 Energy Strategy Reviews（Elsevier 出版社, SSCI 候选期刊, Special Issue） 

 Natural Hazards（Springer 出版社, SCI 期刊,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ssues (Inderscience 出版社, EI 期刊, Special Issue)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Elsevier 出版社，SCI 期刊, Special Issue, 拟）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Springer 出版社, SCI 期刊, Special Issue, 拟）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 期刊） 

http://www.ceep.net.cn/
http://sme.bit.edu.cn/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nergy-strategy-reviews
https://www.editorialmanager.com/nhaz/
http://www.inderscience.com/jhome.php?jcode=ijgei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
https://www.editorialmanager.com/anor
http://journal.bit.edu.cn/sk/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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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会议投稿要求 

1、接受投稿截止时间：2014 年 5 月 20 日 

2、仅接受 E-mail 投稿。投稿信箱：bj2014energy@163.com，邮件主题注明为“XXX 投稿（机构名

称）”，例如“张三投稿（北京理工大学）”。 

3、论文要求： 

（1）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页数不限），中文论文和英文论文均可。 

（2）采用 Microsoft Word 文件格式投稿，排版参考上述 5 份期刊的任意 1 份即可。论文文件命名为

“姓名（机构名称）”。 

（3）论文首页标注：题目、全部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通讯作者 E-mail、联系电话或手机，摘要、

关键词、作者简介、资助项目和致谢等。如果期望论文被推荐至会议支持期刊发表（须经评审，费

用按期刊标准支付），请在论文首页注明期刊名称。 

（4）论文全文电子版（PDF）将被发放给与会者交流（如不希望交流全文，请在论文首页注明）。 

十二、优秀研究生论文奖 

本届年会将设立优秀研究生论文奖（从第一作者为学生且由该学生报告的论文中评选），评选出

不超过 5 篇优秀论文，并颁发奖金和证书。 

十三、会议费用 

会议出席人员须缴纳会议注册费。住宿、交通和旅游费用自理（会务组可协助预订酒店）。 

会议注册费标准： 

 7 月 20 日及以前缴纳 7 月 21 日及以后缴纳 

普通参会人员（含博士后） 900 元/人 1100 元/人 

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或研究生证） 500 元/人 700 元/人 

 

建议住宿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中关村南大街 1 号）电话：010-68498080, 68498888 

 燕山大酒店（中关村大街甲 38 号 / 当代商城旁）电话：010-62563388 

 湖北大厦（中关村南大街 36 号）电话：010-62172288 

 汉庭酒店四通桥店（位于中关村南大街 1 号友谊宾馆颐园 A 座 / 北京理工大学小东门旁），电话：

010-68420808 

 理工国际教育交流大厦宾馆（北三环西路 66 号 / 北京理工大学北门旁）电话：010-68945611 

十四、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华楠 博士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5 号北京理工大学东门主楼 6 层 

电话：010-68918551 

手机：152-1028-4755 

E-mail: bj2014energ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