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环保联合会环境评价分会
联环字【2019】33 号

关于举办职业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考前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和人员：

每年一度的职业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年考即将开始，为了增强考生

的应试能力,提高考试成绩，更好地通过考试，经征得上级协会的支持，

我会将在 2020 年初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举办职业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考前培训班，届时将邀请环评导则的编写专家亲自教授。

合肥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尤其是高铁大部分都在这里编组

和经过。合肥的物价较底，十分适合举办大型会议，也有利于减轻培训

人员负担。

为办好此次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第一期：2020 年 2 月 23 日上午至 27 日上午（为期 5 天），2 月 22

日下午报到。



第二期：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4 日（为期 5 天），2 月 28 日下

午报到。

二、地点

合肥市，具体培训地点另行通知。

三、培训对象

各类企事业单位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从业人员。

四、培训方式

以专家授课或结合现场答疑方式开展。

五、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内容安排如下表：

1.相关法律法规，按一天安排

2.大气导则、标准、技术方法，按一天课安排（新导则）

3.地表水导则、标准、技术方法，按一天课安排（新导则）

4.地下水导则、标准、技术方法，按一天课安排（新导则）

5.声环境导则、标准、技术方法，按一天课安排（新导则）

6.生态环境导则、技术方法，按一天课安排（内容多、抽象）

7.环境风险导则、技术方法，按半天课安排（新导则，但没有标准，

技术方法也少，难度有点大）

8.固体废物导则、标准，按半天课安排

9.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技术方法，按半天课安排

10.污染型案例分析，一天课

11.生态影响型案例分析，一天课



（详见课程表）

六、报名方式

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通知到个人或统一组织本单位需参加培训的

人员报名，请同时将报名回执表和培训费汇款凭证，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下午 5:00 前发送至我会联系人邮箱（550965940@qq.com）。

七、培训费用

环境类协会会员每人每期 3500 元/人（报名注册时需提供会员证原

件），非环境类协会会员每人每期 50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

理。请需开具培训费发票的人员，将单位开票信息（发票抬头、纳税人

识别号等）及金额发送至邮箱并注明，会务组将统一安排开具发票（培

训费只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八、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23 日下午 5:00

九、联系方式

分会联系人：王学萍

电话：13855114054

邮箱：550965940@qq.com

十、汇款账户

户名：安徽新合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合肥潜山路分理处

账号：12186101040008387



文件和表格也可以从本会网站上下载。网址：www.eeaah.net 或者

直接百度搜索“安徽省生态环境网”。

安徽省环保联合会环境评价分会

二 O 二 O 年一月三日

附件 1：课程表

附件 2：培训专家简介

附件 3：第一期报名回执表

附件 4：第二期报名回执表

（欢迎转发、转载和张贴）



附件 1

第一期 课程表

时间 内容 授课教授

2月 23 日

（周日）

8:00 国家分会领导致辞
负责环评工程师管理和

企业信用评级的领导

08:30--11:30

地下水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陈鸿汉教授

14:30--17:30

2 月 24 日

（周一）

8:30--11:30 大气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徐颂副教授

14:30--17:30 大气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2月 25 日

（周二）

8:30--11:30 地表水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杜强教授

14:30--17:30 地表水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2月 26 日

（周三）

8:30--11:30 声环境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周裕德教高

14:30--17:30 声环境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2月 27 日

（周四）

8:30--11:30 环境风险导则及技术方法

贾生元研究员

14:30--17:30 土壤导则，标准及技术方法



第二期 课程表

时间 培训内容 授课老师

2月 29 日

（周六）

8:30--11:30 生态环境导则及技术方法

贾生元研究员

14:30--17:30 生态环境导则及技术方法

3月 1日

（周日）

8:30--11:30 固体废物导则及标准 文国涛高工

14:30--17:30 规划环评导则及技术方法贾生元研究员

3月 2日

（周一）

8:30--11:30 法律法规

李启家教授

14:30--17:30 法律法规

3月 3日

（周二）
8:30--11:30 污染型案例分析

骆辉煌教授

3月 3日

（周二）
14:30--17:30 污染型案例分析

3月 4日

（周三）

8:30--11:30 生态型案例分析

贾生元研究员

14:30--17:30 生态型案例分析



附件 2：培训专家简介

陈鸿汉，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博导，环保部评估中心常

聘专家，地下水导则的主要编写者。1993 年于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水文地质、环境工程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北京市水资源与环境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环境影响评价分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完成《全国

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

境》的编制，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课题)30 余项。近年

来，作为负责人先后完成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教育部博

士点基金项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地矿部重点基础研究

项目、地质行业基金项目、国家水环境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

实验室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基金资助项目

等。完成《沿海地区地下水环境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岩

溶空隙位置的定量预测及其连通性的数学模拟》、《多孔介

质溶质运移动力学》和《城市人工湖环境地质研究》等四部

专著。在国内外主要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SCI 论文 32 篇)。荣获国土资源部(地矿部)

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七项。

https://baike.so.com/doc/6960573-71830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60573-71830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10627-52358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39155-20515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39155-20515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85845-66995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85845-6699552.html


骆辉煌，教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地表水导则

主要编写者。2013 年毕业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获博士

学位。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水环境模

拟与调控研究室主任，北京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委

员，《人民珠江》特约编委。骆辉煌教高长期从事生态环境

水力学研究。近年来，依托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科技部重点

研发项目、国家水专项及省部级重大技术研发与咨询项目，

主要围绕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表水环境影响、鱼类栖息条件

生态修复关键技术、水资源保护及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开展了

一系列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水资源综合、水资源

保护规划、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立项与运营管理，以及典型

河湖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

境效益。发表文章 30 余篇，著作译著 7 部，发明专利 12 项，

软件著作权 2 项，国标 1 部。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银质奖 1 项，省部级一等级 3 次，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科技进步奖 4 项。

杜强，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常

聘专家，既可讲地表水，也可以讲地下水。作为负责人和主

要技术骨干完成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水利部、环

境保护部、国家电力公司等国家和省部级重点项目 30 余项。



主要完成的科研项目包括松花江流域干流水流水质模拟研

究与应用、火电厂贮灰场对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技术开发研

究、伊犁河流域综合规划水环境影响研究；河道整治与生物

多样性研究、大型水利工程对四大家鱼栖息地的影响研究、

流域水生态承载力基本理论与评估方法研究、全国河湖健康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辽河流域水质水量优化调配技术及示范

研究、辽河流域环境流量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筑坝河

流的生态效应与调度补偿技术研究、引绰济辽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近期发表

论文 30 余篇，参编专著译著 4 部。获全国优秀咨询成果二

等奖、国土资源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和水利部大禹一等奖各一项。

周裕德，教授级高工。中国声学学会环境声学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环保部评估中心常聘专家、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

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作为上海市建设与交通委员会噪声与振

动控制学科带头人，中国声学学会理事、中国声学标准化委

员会委员，中国环境声学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噪声与振动杂

志编委、上海市环境学会噪声与振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交

通部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近年来，主持或为主承担及

完成环境科技项目共计约 40 余项，其中国家级 863 及科技



项目 4 项，作为第一负责人项目 38 项、作为第二负责人项

目 2 项。参与编写出版的著作 1 部，在国际会议上及国内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作为主要编制人编制完成声学

国家标准 9 部、上海市地方标准 1 部。

贾生元，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部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专家库专家。长期受聘讲授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培训。主

编《生态影响评价理论与技术》（中国环境出版社）、《环

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试题解析》（中国环境出版社），参

编著作多部，发表论文 60 余篇。曾被评为全国环境科技先

进工作者，首届全国优秀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李启家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创始人，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

究会秘书长。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他积极进行环

境政策和法律问题的研究活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

他独立或组织了有关流域管理、外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

度、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环保产业化等环境政策和法律问题

的研究，并提交了研究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环境

政策与法律制度创新与完善作出重要贡献。作为主要起草人

https://baike.so.com/doc/3818783-40103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65900-66795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2271-5618625.html


员，先后参加了《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和排污收费法规

的修改调研和起草工作，参加了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

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环境保护设施

运营资格认可管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进出

口登记、环境保护设施运营资格认可管理等方面的国家环境

立法的调研和起草工作。他作为环境法研究生导师，为武汉

大学环境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环境法》、《环境立

法专题》等课程。

徐颂，大学教师，副教授，国家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考前培训、环境影响评价上岗

培训十多年，具有丰富的培训教学经验，评审环境影响报告

书一百余项，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在环评行业具有良好的声

誉。在学校主讲《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科学导论》等专

业课程，在学术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编环境影响评价工

程师考试辅导用书《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基础过关

800 题》、《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基础过关 800 题》、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基础过关 800 题》、《环境影响评

价导则与标准试题解析》、《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试

题解析》等，销量连续十年位居环评师考试复习资料的首位。



文国涛 博士 环境保护专业高级工程师，环评工程师。

长期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提供固体废物、土壤领域技术支撑

工作。 主持编制了“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安徽省重

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安徽省固体废物规划、安徽省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规划以及安徽省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物防治规划、安

徽省废旧电子电器规划。主持完成了多项涉及危险废物、污

染场地的科研课题。在固体废物管理以及土壤污染调查、修

复等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