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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年学术年会（CSAE 2021） 

第二轮通知 

 

各位荣誉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各位常务理事、理事，各分支机

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工程学会，各有关单位，各有关

专家，各位会员：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CSAE 2021）定于 2021

年 10 月 29～31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同期召开中国农业工程

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8～

29 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西华大学 

协办单位：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西南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机电学院 



四川省农业工程学会 

西昌学院 

支持单位：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知网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10 月 31 日 

会议地点：四川省人民政府金牛宾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外西金泉路 2 号 

三、会议主题 

农业工程科技创新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四、疫情防控要求 

为保证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和中国农业工程

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安全、顺利、圆满召开，根据成

都市人民政府有关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特通知如下： 

一、根据四川省印发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

四版）要求，高校原则上不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组织

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故本次会议人数上限为 800 人。建议学会

特邀嘉宾、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分会场报告人、正式参会代

表及会议组织者等线下参会，其余人员可于中国知网在线教学服

务平台（https://k.cnki.net）在线观会。请参会代表从速报名，额

满为止。 

二、凡是属于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人员或有 14 天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可在线上观看大会盛况，请不

要赴成都参会。 

三、除成都市参会人员外，其他参会人员报到时，需出示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于会议现场提交已签字的《个

人健康信息承诺书》（附件 3）。 

四、参会人员出入会场等室内场所时须正确佩戴口罩，尽可

能减少人员流动和交叉接触，切实加强自我管理，做好个人防护。

会议活动期间若出现发热、干咳、气促、呼吸道症状等异常情况，

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并同时向会议组委会报告。 

五、会议主要日程 

见附件 1。 

六、会议征文与分会场主题 

年会论文征集与学术研讨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高效用水与地力提升 

2. 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 

3. 农业机械化与装备工程 

4. 食品加工减损与增值技术开发及应用 

5. 智慧设施农业与植物工厂 

6. 智慧冷链物流技术与装备 

7. 农林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与污染防治 

8 农村厕所及粪污处理技术产品及标准 

9. 乡村规划与乡村振兴 



10. 精准农业航空 

11. 中美精准农业技术与装备 

会议论文评审结果已于 10月 9日陆续反馈至作者投稿邮箱，

请各投稿作者留意邮箱动态。稿件被 CSAE2021 录用的作者请自

行制作并提交尺寸不超过宽 0.95 m，长 2.37 m 的成果展示墙报 1

份，推荐制作为海报。会务组将在报到处设“墙报收集处”，统

一登记并在会场安排展示交流。请各位墙报提交者于展示结束后

自行取走墙报。 

参会作者的已录用稿件具有评优资格。优秀论文可推荐至

《农业工程学报》和 IJABE 正刊经评审修改后发表。未被推荐

的会议录用论文可根据作者需要在《农业工程学报》增刊发表或

改投他刊。 

七、会议注册、会员发展 

1. 会议注册 

1）报名渠道 

CSAE 2021 线上报名系统现已开通，以下三种进入方式供各

参会代表选择。 

方式一： 

进入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官方网站（http://www.csae.org.cn/），

在网站首页点击如下图片，即可进入 CSAE 2021 学术年会报名

系统。 

 



方式二： 

通过农业工程学报和 IJABE 国际农业与生物工程学报微信

公众号入口报名。在任意公众号内回复“参加 2021 年会”，获取

报名入口链接，点击即可进入会议报名系统。扫描下方二维码关

注农业工程学报微信公众号、IJABE 国际农业与生物工程学报微

信公众号。 

 

方式三： 

直接在任意浏览器（含手机等便携式设备）中输入报名系统

网址（http://meetocht.kechuangfu.com/?siteid=10301）进入报名系

统。 

2）系统使用说明 

请关注农业工程学报微信公众号或 IJABE 国际农业与生物

工程学报微信公众号并回复“2021 报名系统使用说明”获取详

细内容。 

2. 会议注册费 

提前优惠交费（含会员及非会员）截止时间延长至 10 月 22

日。请参会代表于 10 月 24 日前在注册系统上完成转账凭证的上



传。 

1）本次年会可提前或现场交纳注册费，提前交纳注册费给

予一定优惠。鼓励提前通过银行转账交纳注册费，现场交纳只收

取现金或手机银行转账，提供收款收据并于会后开具发票。已提

前交纳注册费的参会代表请于会议现场签到处领取发票。 

参会代表类别 
提前交纳 

（10 月 22日前）/元 
现场交纳/元 

高级会员、会员 1600 1800 

学生会员 900 1000 

非会员参会代表 1800 2000 

非会员学生代表 1000 1100 

单位会员 
现场注册持单位介绍信减免一名代

表注册费，超过有效期的请补交会费。 

注：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会员指有中国科协统一规定的 11 位会员

号的会员，如：E04××××××××。学会会员如遗忘会员码

可通过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官网（http://www.csae.org.cn/）在“申

请入会”处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后查看会员码。 

2）鼓励完成会议报名系统注册并通过审核的参会代表提前

通过银行转账交纳注册费，现场交纳只收取现金或提前安装手机

银行再现场转账，提供收款收据并于会后开具发票。已提前交纳

注册费的参会代表请于会议现场签到处领取发票。 



提前交纳会议注册费账号信息： 

户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账号：11040101040004739 

汇款请务必附言：参会代表姓名+2021 年会 

集体汇款附言：每位参会代表姓名+2021 年会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为便于住宿安排，请各位代

表携带身份证。拟定安排入住酒店基本信息如下： 

1）四川省人民政府金牛宾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外西金泉路 2 号 

2）成都郦湾国际酒店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 8 号 

距金牛宾馆距离约 2 公里 

3. 入会事宜 

年会期间将继续开展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会员发展工作，可提

前或现场办理入会手续并享受会员待遇，欢迎热心农业工程事业

的人士或机构入会。 

1）提前交纳注册费的非会员代表（含非会员学生代表）在

交纳注册费前办理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入会手续，交纳会员费后，

方可享受会员注册费标准。 

入会流程：个人会员请登录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网站



（http://www.csae.org.cn）点击左侧会员申请系统“申请入会”，

按照提示网上完成注册。注册成功后，进入会员管理，查看“入

会须知”，交纳会费。 

2）因特殊原因未能在 10 月 22 日前（含）完成入会的非会

员参会代表（含学生代表）可携带相关证明（如身份证、学生证、

工作证等），在会议报到现场办理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会员入会手

续，享受会员待遇。 

3）拟入会人员可于会前通过银行交纳会费，尚未收到会费

发票的代表可携带汇款凭证复印件，到报到现场领取发票。 

4）交纳会费账号信息： 

户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账号：11040101040004739 

附言：会员姓名+会费 

八、会议报到 

1. 报到时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 7:00～23:00 

2. 报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外西金泉路 2 号，四川

省成都市金牛宾馆礼堂会议室外（金牛宾馆西门右侧独栋建筑）。 

3. 学会会员报到时请出示本人的会员号以便工作人员进行

核对，超过有效期的请续会费。 

九、年会同期活动 

1.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十一届



理事会。 

2.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 

3.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及分支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业工程学会建党 100 周年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展与风采展。 

4. 国际分会场：中美双边精准农业高端论坛暨海外华人农

业、生物与食品工程师协会 AOCABFE 成立 20 周年庆祝活动。 

十、墙报交流 

欢迎 CSAE 2021 录用论文作者提交尺寸不超过宽 0.95 m，

长 2.37 m 的成果展示墙报 1 份，推荐制作为海报。会务组将在

报到处设“墙报收集处”，统一登记并在会场安排展示交流。请

各位墙报提交者于展示结束后自行取走墙报。 

十一、高水平科技写作培训 

因疫情防控人数要求，经协商，原定于 2021 年 10 月 28～

29 日在西华大学举办的农业工程及相关学科高水平科技写作培

训取消。因临时取消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会议组委会深表歉意。 

十二、会议赞助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CSAE 2021）将汇聚

全国各地有志于农业工程事业发展的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产

业界、新闻出版界的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农业工程科技与现代农

业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对企业和单位将是一次难得的展示风采

和信息共享的机会。请各单位协助组织关心农业工程事业的企业

和单位参会。赞助会议的企业和单位请和会议组委会联系。 



十三、联系方式 

1. 承办单位：西华大学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土桥金周路 999 号 

联系人：程 蒂 13056645678  胡 红 18811319231 

梁 剑 15208323279  王 霜 19950242072 

2.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41 号 

联系人：孟 丹 15011510224  赵爱琴 13699113095 

王应宽 13691070263 

请各位理事，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工程

学会，各会员单位，各有关单位、企业及学术组织认真组织会员

和科技人员参加会议。 

 

附件：1. 会议日程 

      2. 宾馆信息 

      3. 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 

4. 第二轮通知电子版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 年 10 月 13 日 

                                                            

抄报：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秘书处             2021 年 10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