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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 

 

主办单位：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山西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协办单位： 

山西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 

 

资助单位： 

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学术会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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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年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

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家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教授 

孙九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

究员，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特聘教授 

刘  毅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理事长，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陈  田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樊  杰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可云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监事，中国人民大学应

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主任 

孙斌栋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

学城市与区域学院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 

王开泳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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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广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马敬仁  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原副

院长，教授 

刘云刚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晓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赵文武  北京师范大学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

长，教授 

薛刚凌  华南师范大学政府改革与法治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 

 

 



6 
 

03 会议组织委员会 

 

组委会主席： 

刘  毅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晓永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组委会成员： 

陈  田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许小红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贾绘泽    山西师范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耿建山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 

骆中吉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孙斌栋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

学城市与区域学院/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教授 

王开泳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仲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 

刘彦宏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刘焕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刘继兴 山西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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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荣  山西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原处长，山西省行政区划与地

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国梁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山西省行政区划与地名

学会副会长 

唐兴霖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  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 

王  帅  北京师范大学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 

王霁霞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丰龙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虞  虎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佰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组委会秘书处： 

李  星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办公室干事 

王甫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康  雷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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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会议日程总览 

 
日期 时间 主题 腾讯会议 页码 

 

 

12

月 

10

日 

9:00-9:20 
开幕式 

 
867531638 9 

9:20-12:10 
大会报告（一） 

 
867531638 9 

 

13:30-17:30 

分会场 1 
行政区划调整与重构区

域发展新格局 
862610661 10 

分会场 2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与城

乡融合发展 
155287539 11 

分会场 3 
行政区划调整与行政体

制改革 
930997300 12 

分会场 4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融

合发展的历史借鉴 
846245248 13 

分会场 5 
行政区划基层治理与社

会建设 
667393730 14 

12

月 

11

日 

8:30-10:00 
大会报告（二） 

 
570361058 15 

10:00-11:50 
大会报告（三） 

 
570361058 15 

11:50-12：15 闭幕式 57036105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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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开幕式 

 

06 大会报告（一） 
 

12 月 10 日上午 | 大会主报告 

大会主报告（一）  腾讯会议：867531638 

主持人：孙斌栋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华东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09:20-09:50 

• 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的同步性研究：兼论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重点和方

向 

演讲嘉宾：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09:50-10:20 • 村镇体系、行政区划与城乡融合 

演讲嘉宾：曹广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10:20-10:50 • 基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与城乡融合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案例研究 

演讲嘉宾：高晓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10:50-11:20 • 中国地名“八景”与遍在资源研究 

演讲嘉宾：张仲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11:20-11:50 
•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原理与应用 

演讲嘉宾：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11:50-12:00 点评总结 

12 月 10 日上午 | 年会开幕式 

年会开幕式  腾讯会议：867531638 

主持人：张仲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 

09:00-09:25 ·开幕式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晓永教授致欢迎词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理事长刘毅研究员致辞 

山西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刘继兴会长致辞 

09:25-09:30 ·集体合影（打开摄像头，网络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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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分会场日程 

12 月 10 日下午 | 专题论坛 

（一）行政区划调整与重构区域发展新格局（上）   腾讯会议：862610661 

主持人：宋金平，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教授 

点评人：郑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仝德，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研究员 

14:00-14:20 •撤制镇会走向衰落吗？——基于上海（2000-2003 年）的准自然实验 

演讲嘉宾：罗翔 复旦大学/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研究中心主任 

14:20-14:40 •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 

演讲嘉宾：赵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14:40-15:00 • 中国城市群流动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演讲嘉宾：朱羽佳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生 

15:00-15:20 •  中国省会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 

演讲嘉宾：李文雅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生 

15:20-15:40 • 提问，讨论（10 分钟）点评（10 分钟） 

（一）行政区划调整与重构区域发展新格局（下）   腾讯会议：862610661 

主持人：刘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研究员 

   点评人：刘艳军，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教授/副院长 

         罗翔，复旦大学/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研究中心主任 

15:40-16:00 •飞地治理机制及空间响应研究——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演讲嘉宾：仝德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研究员 

16:00-16:20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  ——以青岛市为例 

演讲嘉宾：徐少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生 

16:20-16:40 • 居业关系视角下的村镇功能融合模式研究 

演讲嘉宾：刘嘉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生 

16:40-17:00 •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层级医疗卫生资源均衡性研究：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 

演讲嘉宾：吴雪玲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17:00-17:20 • 面向中国农村居民点识别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对比 

演讲嘉宾：王宁诚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生 

17:20-17:40 •  提问，讨论（10 分钟）点评（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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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与城乡融合发展（上）   腾讯会议：155-287-539 

主持人：王丰龙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点评人：汤爽爽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王  立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14:00-14:20 •基于博弈社区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铁路流网络演化特征 

演讲嘉宾：郑文升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系主任，教授 

14:20-14:40 •行政区划视角下资源型城市空间演化机制及优化路径 

演讲嘉宾：朱建华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14:40-15:00 • 中央苏区县域韧性框架下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演讲嘉宾：查瑞波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15:00-15:20 • 行政区划调整对中国特大城市群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 

演讲嘉宾：冯润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生 

15:20-15:40 •  提问，讨论（10 分钟）点评（10 分钟） 

（二）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与城乡融合发展（下）   腾讯会议：155-287-539 

主持人：朱建华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点评人：郑文升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系主任，教授 

15:40-16:00 • 行政区划实践中的三重矛盾与行政区划规划思路探索 

演讲嘉宾：王丰龙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研

究员 

16:00-16:20 • 江苏省流动人口城－镇－乡分布的时空分异与影响机制 

演讲嘉宾：汤爽爽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16:20-16:40 • 逆全球化回潮下重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三元结构 

演讲嘉宾：王 立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16:40-17:00 • 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长春市九台区为例 

演讲嘉宾：董瑶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硕士生 

17:00-17:20 •  基于空间场能模型的哈长城市群空间格局变化及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演讲嘉宾：董 洁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生 

17:20-17:40  •  提问，讨论（10 分钟） 

点评（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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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区划调整与行政体制改革（上）   腾讯会议：930-997-300 

主持人：唐兴霖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点评人：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晓峰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4:00-14:20 •区域协同政策引导下的绿色创新效应分析 

演讲嘉宾：李  磊 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14:20-14:40 •尺度政治视角下中国都市圈建构的内在逻辑探析——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演讲嘉宾：余 杰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14:40-15:00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行政区划管理服务的变革与创新——以海南自由贸易港行政区划管

理服务平台为例 

演讲嘉宾：虞 阳 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华东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 

林 森 海南省民政厅 

15:00-15:20 •从市镇到乡镇：国家－社会视角下的乡村地域组织近代变迁与启示——基于青浦东部

地区的案例研究 

演讲嘉宾：马超群，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硕士生 

15:20-15:40 •  提问，讨论（10 分钟） 

点评（10 分钟） 

 

（三）行政区划调整与行政体制改革（下）   腾讯会议：930-997-300 

 主持人：唐兴霖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点评人：李  磊，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虞 阳 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华东师大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研究员 

15:40-16:00 • 试论行政区划层级结构调整 

演讲嘉宾：熊文钊  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 

16:00-16:20 • 行政区划调整是否促进了城市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 吴振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6:20-16:40 • 乾卦六态：撬动晋南中部发展大场的行政区划选择 

演讲嘉宾：王之鸿 晋城市地名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16:40-17:00 • 中国市制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鸿沟及其反思 

演讲嘉宾：匡贞胜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17:00-17:20 突发公共事件下公众网络舆情对韧性城市建设启示 

演讲嘉宾：郭晓佳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17:20-17:40 •提问，讨论（10 分钟）点评（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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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借鉴（上）   腾讯会议：846245248（无密码） 

主持人：胡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点评人：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教授  

胡  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会务组：赵逸才（13241549567） 

注：以上内容均为报告人原创性未刊成果，请旁听观众保持静音，禁止录屏、截图与传播，感谢您的配合！ 

13:30-13:50 
• 宋代州级监和州属监的空间结构探析 

演讲嘉宾：江  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13:50-14:10 
• 清前期陕西分省问题新论 

演讲嘉宾：宋  亮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讲师 

14:10-14:30 
• 舆图视野下清代广西太平府政区沿革考 

演讲嘉宾：高茂兵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教授 

14:30-14:50 

• 从“边界小镇”到“区域中心”：一个商业市镇的演进轨迹——以界首设县为中心的

考察 

演讲嘉宾：易山明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14:50-15:00 
会议间歇    

 

（四）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借鉴（下）   腾讯会议：846245248（无密码） 

主持人：戴俊骋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教授 

点评人：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茂兵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教授 

15:00-15:20 
•政治角力下的边疆区域归属变更——以民国时期陶乐地区归属纠纷为例 

演讲嘉宾：于  昊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15:20-15:40 
• 改革开放以来单名县建制变更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演讲嘉宾：陈  冰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助理教授 

15:40-16:00 
•  历史与现实：插花地对行政区划的影响及启示 

演讲嘉宾：孙景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6:00-17:00 
•  评议、讨论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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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区划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上）   腾讯会议：667-393-730 

主持人：雷军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点评人：杨德伟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姚治国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14:00-14:20 
• 行政区划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与景观格局演化的尺度依赖关系 

演讲嘉宾：张鹏岩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14:20-14:40 
• 湖南省乡级行政区划优化设置与改革创新研究 

演讲嘉宾：贺曲夫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 

14:40-15:00 
• 分权视野下的旅游城市：从空间失衡走向均衡发展      

演讲嘉宾：虞  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15:00-15:20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和基层治理的挑战 

演讲嘉宾：王  芳  内蒙古大学 副教授 

15:20-15:40 
•中国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演讲嘉宾：刘海龙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15:40-15:50 • 点评，总结 

（五）行政区划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下）   腾讯会议：667-393-730 

主持人：虞 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点评人：张鹏岩，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贺曲夫，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 

15:50-16:10 

• 跨行政区合作能否促进人才溢出？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 

演讲嘉宾：许泽宁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研究员 

16:10-16:30 

•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 30 年：发展脉络与展望 

演讲嘉宾：孟  贵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6:30-16:50 

• 中国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类型与空间分布                    

演讲嘉宾：吴丹贤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博士，讲师 

16:50-17:10 

•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演讲嘉宾：任以胜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讲师 

17:10-17:30 

• 基层行政区划对土地开发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演讲嘉宾：尹怡臻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17:30-17:50 • 点评，研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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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大会报告（二） 
 

12 月 11 日上午，大会主报告（二）  腾讯会议：570361058 

主持人：马敬仁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08:30-09:00 

• 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发展——正确理解当前行政区划工作的新要求 

演讲嘉宾：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学院/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教授 

09:00-09:30 

• 从海南自贸港建设思考海南行政区划应对 

演讲嘉宾：刘云刚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院

长/主任 /教授 

09:30-10:00 

• 中国历代政区分等及其现实意义 

演讲嘉宾：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0:00-10:10 
点评总结 

 

大会报告（三） 

12 月 11 日上午，大会主报告（三）  腾讯会议：570361058 

主持人：赵文武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教授 

10:10-10:40 

•上海大都市区的跨界发展：对行政区划创新的启示 

演讲嘉宾：罗小龙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10:40-11:10 

•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空间重构——以山西省为例 

演讲嘉宾：王开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11:10-11:40 

•政府职能社会化转移改革的生成逻辑与优化策略——基于对称性理论对全国首个镇改

市的案例研究 

演讲嘉宾：赖先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11:40-11:50 点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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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闭幕式 
 

12 月 11 日上午，闭幕式  腾讯会议：570361058 

主持人：耿建山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副秘书长 

11:50-12:00 
• 年会总结 

演讲嘉宾：张仲伍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 

12:00-12:05 
• 宣读优秀报告人名单 

演讲嘉宾：骆中吉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 副秘书长 

12:05-12:15 
• 下一步工作安排 

演讲嘉宾：王开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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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山西师范大学简介 

山西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8 年，是一所培养体系完备、办

学特色鲜明的省属师范大学。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17146

人，全日制研究生 3588 人；设有 22 个学院，55 个本科专业，

23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1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5 个

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 个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1 个山西省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2 个省级重点学

科，21 个省级重点建设学科，3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3 个

山西省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基地，4 个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承担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

有 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1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6 个省级优势专业、10 个省

级品牌专业、6 个省级特色专业，16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4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4 门省级精品课程（精品

共享课程），10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校现有教职工 1863 人，其中专任教师 1284 人。有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人选 4 人，全国优秀教师 2 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 1 人，山西省“三晋学者”2 人，省学术技术带

头人 22 人，省级教学名师 24 人，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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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 6 人，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34 人。 

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2014 年实施“以学生为中

心”的课堂教学改革，2016 年实施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

的人才培养模式，2019 年实施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学校

始终坚持“以本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核心地位，

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十

四五”以来，学校全力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发挥学科集

群效应，学校主办的《中华戏曲》是海内外戏剧戏曲学界有广

泛影响的辑刊之一；《语文报》和《英语周报》享誉海内外，

是家喻户晓的“中国驰名商标”。 

学校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现有全职特聘

教授 3 人，柔性引进特聘教授 34 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国家杰青 3 人，国家优青 1 人，“长

江学者”3 人。学校实施开放办学。先后与美国、英国、日本、

新加坡等国外 40 余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交流关

系，与国内兄弟院校的校际交往和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泛。 

当前，学校正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坚实的步伐，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

改革作为强大动力，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全方位推进一流师范大学建设，努力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

略蓄势赋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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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简介 

学院前身为 1958 年成立的晋南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科，

1964 年组建山西师范学院地理系，1984 年设立山西师范大

学地理系，2001 年改建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2014 年更名

为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学院设有地理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四个全日制本科专业，地理科学专业获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山西省品牌专业，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山西省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 年）。 

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教职工 80 人，其中

教授、副教授、高级实验师 33 人，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 54

人，省级教学名师 1 人，“三晋英才”8 人。学院拥有一个地

理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资源与环境一级专业硕士授权

点。学院建有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工作站山西分站、山西

省资源环境信息化管理院士工作站、临汾市环境治理研究院、

人文地理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等科研平台。学院为山西

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学学会业务挂靠单位。 

学院教师立足山西、服务全国，致力于流域水土过程、土

壤侵蚀、旱地农业健康评价、资源信息化管理、重要矿床的成

矿作用及前寒武纪研究、黄土高原土壤修复及养分循环生态系

统适应性恢复和管理、古聚落与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信息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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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城市与区域空间过程模拟及环境效应评估、利用空地一

体化技术构建精细化实景三维模型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个

区域特色鲜明的研究群体。近五年，学院先后有 26 人主持过

国家基金，完成各类省部级基金 81 项。近两年在中文核心及

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特级文章 9 篇，1A 文章

30 篇；出版专著 5 部；授权专利 18 项；获山西省教学成果

（高等教育）一等奖 1 项。 

学院建有地质、地貌、气象水文、遥感测量室、土壤分析

室等 10 个教学科研基础实验室，1 个历山野外气象观测站。

实验室仪器设备原值总计超过 1700 多万元，学院专业图书资

料室藏书 2 万余册，中外文期刊近百种。 

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1200 余人，研究生 120 余人。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结合学科特点，将人才培养延伸至第二

课堂。学院设有“普通话艺术团”、“好望角地理协会”两个社

团和“心连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力，已成为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品牌。 

建院以来，先后为省内外各级学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有关

部门培养和输送各类人才，造就了一批活跃在地理教育和地理

研究领域中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学生在“兴晋挑战杯”、

“全国高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专业竞赛”、“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等国家级、省级

竞赛中所获奖项共计 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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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简介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是由从事、研究和支持行

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工作的专家学者、行政管理人员和有关

机构组成，依法登记的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其上级主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 

促进会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一）组织、协调、开展行政

区划与区域发展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学术研讨，推进

交流合作，介绍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和动态；（二）受业务主

管单位委托，进行行政区划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探索具有中

国特色的行政区划体系，承担制定行政区划有关规划，开展行

政区划调整方案和规划的调研、论证工作；（三）对行政区划

的重大理论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开展学术研究、组织交流，

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参与并承担

行政区划调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技术标准制定等工作；

（五）整理行政区划资料，编辑出版行政区划学术刊物、理论

文集和工具书等。 

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在 2021 年底换届，组建

了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

毅研究员担任理事长，陈田研究员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傅

伯杰院士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孙斌栋教授、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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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山、骆中吉担任副秘书长，王开泳研究员担任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现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研究

院、高校的专家学者七十余名，其中院士 7 人。 

几年来，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先后参与和完成

了民政部交办的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撤县设市（区）标

准修订等工作，圆满完成了云南、山西、青海等全省和深圳、

青岛、杭州、太原、南昌、西宁、长春、兰州等计划单列市和

省会城市及 30 多个地（市）的行政区划规划任务，出色完成

了北京东、西城，海南三沙、三亚，广东广州、揭阳，山西长

治、运城、怀仁，甘肃华亭，广西横县，河南开封、新乡，四

川巴中、广安，新疆霍尔果斯等近 200 个新增地（县）级市

和撤县设市、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编制和论证评估等

工作。 

促进会官网：http://www.xzqhyqyfzcjh.com/ 

 
促进会微信公众号    2022 年学术年会微信交流群 

 

http://www.xzqhyqyfzcj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