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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简介
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Zhejiang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成立于 1980年 12月，是浙江省成立最早、专门从事生态环境事业的科技社

团。作为省科协一级学会，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环境科

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学

会登记管理机关为浙江省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为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业

务指导单位为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学会设有理事会、监事会和党的工作小组，理事会为学会领导机构，学

会现有个人会员 2000余名、单位会员 87个，专家库成员 450余人。

学会设立了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大气污染控制、工业废气污染控制、固

体废物处置、环境化学、农村环境、土壤与地下水环境、环境监测、环境影

响咨询、城市生态环境、大气 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等 11个专业委员会。

学会秘书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下设办公室（财务劳资部）、

学术交流部、科技咨询与推广部、科普部、会员部五个部门。

近年来，在省生态环境厅和省科协指导下，学会坚持为科学技术工作者

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

策服务，在服务全省及长三角区域环境保护事业、企业环保咨询、高端学术

交流、环保科普宣传、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及环保科技成果评价等方面工作卓

有成效，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普遍好评。2010至 2018年，连续被省科

协授予全省学会工作先进单位；2010年至 2018年，连续被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授予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优秀组织单位；2016年，被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授予“十二五”环保科普工作先进集体；2016年，获得省民政

厅评定的 5A级社团；2017年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协

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8年入选浙江省科协成立 60周年“60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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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特色活动

定期开展学术交流 一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年会邀请生态环境部、两院院

士和省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做专题主旨报告，同时根据当下环保热点设置多个

专题分会场开展交流讨论。学会重视与省内外机构组织的合作交流，定期与

兄弟学会合作举办“长三角科技论坛环境保护分论坛”。重视与境外机构合

作，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等单位联合主办“中美

加环保技术交流会”；协助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省科协国际交流中心联

合承办“中日水环境技术交流会”。重视环境人才培养，成功举办两届“环境

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研讨会”。学会各专委会定期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如废水

处理与资源化专委会举办的“中国·加拿大城镇污水处理厂模型化数字化学

术研讨会”，农村环境专委会举办的“河道及黑臭河体治理专家论坛”等。

服务地方协同创新 2015年，学会联合 13家省级学会建立节能环保装

备、环保服务业和环保新材料等学科群横向联合的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在诸

暨现代环保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立协同创新服务站；2018年学会成功在

绍兴市柯桥区和上虞区分别建立创新助力服务站；我会与地理信息学会等省

级学会，中国卫星导航协会等国家级学会联合湖州市级学会和园区企业等 12

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了地理信息产业（德清）创新助力学会企业联合体。

注重环保科普工作 学会主办的浙江省大学生环保科普行活动已持续

十五年，浙江省环保创意设计大赛成功举办九届。积极推动科普公益活动，不

定期主办或参与各类环保科普展览、环保科普大讲堂等活动，倡导绿色生活。

积极承接政府职能 学会积极承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环保产业发展研

究工作，编制环保技术白皮书、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例汇编，牵头组建省

科协“五水共治”专家组，协助省厅完成环境保护专业职称评审、浙江省环

保科学技术奖评审、土壤修复等从业单位资格评价及专业人员业务培训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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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不含学生会员）；

二、参加本会及分支机构活动的优先权、优惠权；

三、可优先、优惠或无偿获得本会有关刊物、学术资料和相关信息服务；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单位会员可优先、优惠获得本会提供的服务；

六、具有获得本会表彰奖励、人才举荐的资格；

七、会员单位可选派一位会员代表，理事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可相应推

荐一位符合条件的特邀理事或特邀常务理事，经本会常务理事会批准，代表

本单位行使本会《章程》和有关规定认定的单位会员权力，参与本会有关工

作。

八、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会员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维护本会合法权益和声誉；

二、积极参与并宣传本学会的各项活动；

三、积极协助本会工作，完成本会交办的任务，为本会的发展献策出力；

四、向本会反映学科发展和相关产业情况，提供有关信息资料；

五、积极协助本会发展会员；

六、按规定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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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会员申请

热心环境保护事业，愿意加入本会，遵守本会章程，参与本会活动，支

持本会工作的单位，包括：

1、从事环境保护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教学、生产和服务，并具有良好

环保形象和社会声誉的企事业单位；

2、地市（县、区）环境学会，省内其他依法注册的学术性或公益性社

会团体；

3、有环保技术、环保人才需求的生产型企业；

4、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其他机构和组织等。

申请资格 入会手续 收费标准

副
理
事
长
单
位

1．具有法人资格的省

内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

（或经校级同意推荐的院

系）、有关机构、社会团体

等单位，在学界或业界有一

定影响力和代表性，具有良

好的环保形象和社会声誉。

2．热心环境保护事业，

遵守本会章程，积极参与和

支持本会的活动。

3．遵守国家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企业单位具有较

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1．提交入会申请及相关

材料；

2．单位会员入会由理事

会委托秘书长审核批准；

3．按规定缴纳会费后，

由本会秘书处会员部颁发会

员证书，财务开具会费发票；

4．理事单位需经本会理

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后批准；

5．捐赠、支持本会业务

活动、为本会做出贡献的单

位，经申请批准可成为单位会

员，并可免缴相应额度会费。

10000元/年

常
务
理
事
单
位

8000 元/年

理
事
单
位

5000 元/年

会
员
单
位

2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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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会员服务

1、
科学技术年会

每年举办“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年会”，包括“主会场”及“分

会场”，帮助单位会员了解国家政策、国内环境科技最新技术、环保市场发展

变化等，同时听取单位会员意见和建议，反映单位会员诉求，加强相互交流与

合作。

2、
人才举荐

优先向国家和社会推举环境科技人才，每年开展省学会“三项奖”的评选；

推荐“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省科协“育才工程”

等奖项。

3、
科技奖励与评价

优先参与“浙江省环保科学技术奖”的评选，获奖项目可由本会直推国家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优先对单位会员承担的科研项目、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

提供专家论证和技术鉴定，对会员单位承建的优秀工程进行示范工程评价与社

会推广等服务。

4、
技术推广服务

学会为园区及企业牵线搭桥，整合相关省级学会专家资源，通过建设“学

会-园区”创新驿站等平台，为企业提供环保技术咨询、人员培训和技术推广等

服务。

5、
信息服务和技术培训

定期为会员单位发送《环保通讯》，通过微信、网站为单位会员提供最新

科技信息与行业动态。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为会员单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6、
专家服务

针对环保企业和生产型企业，充分利用学会专家库资源，为企业引进先进

技术、项目以及技术研发团队，及时响应和解决企业环保需求，并优先为会员

引荐环境顾问。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走访和“一对一”问诊把脉，提出一揽子解

决方案和对策措施，当好企业的环保经纪人。

7、
展示平台

单位会员可优先、优惠参与我学会主办或承办的各类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并可优先在各大平台展示企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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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会员申请

一、提交入会申请及相关材料；

二、个人会员入会由本会秘书处审核批准,并由秘书处遵循省科协制定的

统一编码规则，对个人会员进行统一编码；

三、个人入会申请表下载地址 www.zjses.org.cn

个人会员服务

1、
学术交流

推送学会活动预告和通知，优先、优惠或免费参加学会及 11个专委会举办

的“科技年会”及专业前沿研讨会、论坛学术技术交流等活动，获得与国内同

行交流的机会。

2、
人才推荐

作为会员有资格参加本会向国家和省里推举环境科技人才，推荐省科协“育

才工程”，国家学会“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奖项。

3、专业培训

可优先参加本会组织的环保专业技术培训、高级研修班、职业岗位培训等。

4、科技信息服务

可免费获得环保政策信息、国内外科技进展、工作动态等。

5、
微信服务

建立个人会员微信交流群，向会员推送行业动态、专家观点、技术前沿等

资讯。

6、维护权益

反映会员意愿和诉求，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http://www.zjse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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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 2019年度重点活动列表

序号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1 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 2019年科学技术年会 杭州 11月

2 污染场地调查与治理专题会议 台州 8月

3 第九届中日水环境会议 绍兴 10月

4 长三角科技论坛环境保护分论坛 安徽 9月

5 创新助力绍兴服务站项目系列活动 绍兴 全年

6 2019年度污染场地从业单位水平评价 杭州 8-11月

7 污染场地调查、修复技术与修复过程等培训 杭州 每季度 1次

8 第三届环境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研讨会 杭州 9月

9
浙江省电力环保高峰论坛（浙江省电力环保

科普展）
杭州 6月

10 环保科技成果鉴定和评价 浙江省 全年

11 组织会员参加第二十届中国环博会 上海 4月

12 中加土壤修复与治理技术对接会 杭州 4月

13 第十六届大学生环保科普行 浙江省 6-10月

14 第十届浙江省环保创意设计大赛 浙江省 5-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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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办公室 0571-87996892

学术交流部 0571-87999879

科技咨询评价与推广部 0571-87996820

科普部 0571-87995873

会员部 0571-87995873

传 真 0571-8799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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