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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 

论坛 
 

专业展览 

《生态与科技》 

  

 活动计划（项目来自04.04.2022) 

 

4 月 12 日，星期二 

 

时间  事件 

10.00-10.15 

1楼 

 

 
生态论坛正式开幕式，专业展“生态与技术” 

 

作为 POLIEF JSC 的 VtorPET 投资项目的一部分，太阳能发电厂的开幕式 

 

10.15-10.55  代表团视察展博会，特邀活动主宾 

11.00-13.00 

国会厅 

 全体会议“区域生态学。行业发展趋势» 

主办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资源和生态部 

协助：俄罗斯生态学会 

 

主持人：伊斯梅洛夫·拉希德·艾迪诺维奇，全俄自然资源保护和保护

公共组织“俄罗斯生态学会”主席，国家“生态”项目公共和商业委员会

副主席，莫斯科 

扬声器： 

兹连科·埃琳娜·根纳季耶夫娜, 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农业和食品政策与自然管理

委员会副主席 

问候 

伊斯坎达罗夫乌拉尔萨拉瓦托维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长 

问候 

4月12-

14日 

乌发 - 2022 
  

 
 
 

传统和在线 

参与形式 

www.ecoforumbvk.ru 

 

 

 

 从俄语翻译成中文(简体) - 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 

http://www.ecoforumbvk.ru/
https://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zh-CN/?utm_source=onlinedoctranslator&utm_medium=docx&utm_campaign=attribution
https://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zh-CN/?utm_source=onlinedoctranslator&utm_medium=docx&utm_campaign=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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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gapov Airat Minimarsilevich, 鞑靼斯坦共和国生态和自然资源部第一副部长，喀

山 

古拜杜林·鲁斯兰·哈里索维奇，莫斯科“清洁国家”废物管理领域的组织、运营商和专家

协会执行董事 

谢缅科·叶夫根尼·列昂尼多维奇，JSC POLIEF (SIBUR) 总经理 

谢多夫·阿尔乔姆·弗拉基米罗维奇, 莫斯科“大三驾马车”公司总经理 

塔尔巴耶娃·维罗妮卡·米哈伊洛芙娜，俄罗斯生态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通

讯院士，跨地区公共组织“环境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生物科学博士，教授，圣彼得

堡 

俄罗斯的气候议程。低碳发展的手段和条件 

 
13.30-15.30 

国会厅 

 圆桌会议“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的气候项目” 

组织者：世界级欧亚科教中心 

 

演讲者： 

Kazykhanov Ruslan Radikovich,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统科学顾问 

介绍。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气候项目 

鲍林·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 联邦国家预算高等教育机构“乌法国立石油技术大学”校

长 

关于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境内创建碳多边形 

马克休托夫·沙米尔·沙夫拉托维奇, 国家环境研究所 

日本研究，教授 

卡里莫夫·里纳特·马拉托维奇, USPTU 气候项目验证中心负责人 

国际和俄罗斯气候项目验证系统 

萨哈林地区代表 

关于在萨哈林地区实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验 

 
13.30-15.30 

会议厅1 

 “工业生态”部分。行业的环境措施。工业领土的开垦» 

组织者：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白俄罗斯共和国工业、能源和创新部、罗

斯普里罗德纳佐尔省南乌拉尔地区间部 

 

主持人：伊斯梅洛夫·拉希德·艾迪诺维奇，全俄自然资源保护和保护

公共组织“俄罗斯生态学会”主席，国家“生态”项目公共和商业委员会副

主席，莫斯科 

演讲者： 

加利耶夫·瓦列里·阿尔贝托维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工业、能源和创新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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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 

巴西罗夫·阿扎特·亚夫达托维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副部长 

博洛托夫罗曼亚历山德罗维奇， 导师南-乌拉尔斯基 

Rosprirodnadzor 跨区域部门 

基里耶夫·阿尔乔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区域分部负责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生态学会，区域运营商“生态城”董事总经理 

JSC巴什基尔苏打水公司 

OOO Gazprom Neftekhim Salavat 

JSC“乌恰林斯基GOK” 

JSC“布里巴耶夫斯基GOK” 

科留霍夫·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图拉 ServiceSoft Engineering LLC ECOMeteo 部

门负责人 

 

13.30-16.00 

会议厅 2 

 圆桌会议“防止水的负面影响和保护水资源” 

主办单位：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联邦水资源局卡马流域水务局 

 

版主： 

基里洛夫·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 联邦水资源局局长（待定） 

法兹拉赫曼诺夫·伊尔沙特·伊尔杜索维奇,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副

总理 -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农业部长 

 

加里富林·伊尔达尔·维耶维奇, 第一副部长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自然

管理和生态 

 

 

演讲者： 

米哈伊洛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彼尔姆联邦水资源局 Kama BVU 负责人 

艾哈迈杜林Rustem Shamilevich，国家环境专业知识、许可和支付管理局跨区域部门负

责人南-Rosprirodnadzor 的乌拉尔跨区域部门 

Abdrakhmanov 拉菲尔·法兹洛维奇教授 

魏登巴赫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公共机构水工建筑物运营部主任 

法蒂亚诺娃·叶夫根尼娅·瓦列里耶夫娜,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预算机构国家分析控制部 

Gorokholskaya Vilora Zinnurovna,联邦国家预算机构“巴什基尔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

部”负责人 

加里耶夫·奥法尔·明尼加齐莫维奇，地质、水文气象和地质生态系 FGBOU VO 

“BashSAU” 

 
16.00-18.00  章节«MSW领域的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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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厅1 行业数字化»  

组织者：俄罗斯生态学会、清洁国家协会 

主持人：Kireev Artyom Alekseevich，区域分部负责人俄罗斯巴什

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生态学会，区域运营商“生态城”董事总经理 

演讲者： 

巴西罗夫·阿扎特·亚夫达托维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副部长 

代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数字发展和公共管理部 

法沃罗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Big Troika LLC 副总经理，莫斯科 

普罗恰科夫斯卡娅·埃琳娜,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社会传播部部长（待商定） 

马克萨多夫丹尼尔，有限责任公司“Kodeks Tekhnologii” 

加齐佐夫·鲁斯特姆·法里托维奇，Sterlitamak 行政主管 

维谢洛夫·亚历山大·卡利诺维奇，NP“废物回收企业家协会”主席，巴什科尔托斯坦共

和国生态学家联盟主席。 

 

16.00-18.00 

会议厅 2 

 “消费者行为生态化”部分 

组织者：俄罗斯生态学会、清洁国家协会 

 

主持人：Gubaidullin Ruslan Kharisovich，“清洁国家”废物管理领域的组

织、运营商和专家协会执行董事，莫斯科 

 

19.00-22.00 

餐厅 

 论坛和展览参与者的晚宴（仅限受邀者） 

4 月 13 日，星期三 

 

时间  事件 

10.00-12.00 

国会厅 

 “SPAS 生态旅游发展的现代方法”一节。领土可持续发展计划»组织者：白俄罗斯共和

国国家预算机构管理局、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旅游

委员会、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 

 

主持人： 

法特库林·里纳特·祖法罗维奇，以及关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国家旅游委员会主席 

加陶丽娜·埃琳娜·维内罗夫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委员会执行主任 

纳菲科夫·萨拉瓦特·塔吉罗维奇，白俄罗斯共和国保护区国家预算机

构局局长（巴什基里亚自然公园局） 

 

 

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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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年科·瓦西里·鲍里索维奇，乌法生物研究所UFITs RAS主任，生物科学博士，白俄

罗斯共和国科学院教授。 

卡利尼切夫·瓦迪姆·利沃维奇，莫斯科国家乡村和生态旅游协会执行董事 

乡村生态旅游——合作发展 

加陶丽娜·埃琳娜·维内罗夫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委员会执行主任 

斯克雷布佐娃·阿纳斯塔西娅·阿纳托利耶夫娜，加里宁格勒州联邦国家预算机构库尔

斯沙嘴国家公园生态教育和旅游副主任 

格林伯格丽娜伊利尼希纳，公众人物项目Dom 61 

保护区边境地区生态乡村旅游发展 

加比托夫·赖斯·乌兹别科维奇Digital Kurultai 机构负责人，Great South Ural Trail 创始

人 

旅游小径作为该地区保护区之间的纽带 

西尔金·叶夫根尼·谢尔盖耶维奇，保护区带项目负责人，游客眼中的电视频道主编 

组织游客参观保护区的最佳做法 

Sakhibzadayeva Gulnara Radievna,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 V.L. 扎索娃 

在保护区组织无障碍环境 

布耶夫·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俄罗斯联邦 Ufa PSO EMERCOM 一级救生员 

访问保护区时的关键安全方面 

 

10.00-11.30 

会议厅 2 

 战略会议“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的公共环境控制：经验和发展前景” 

主办单位：白俄罗斯共和国全俄人民阵线, RPO 生态控制, BRO全俄保护协会 

 

主持人：沙菲科夫·穆拉德·里莫维奇，区域总部联合主席白俄罗斯共和国

全俄人民阵线 

 

演讲者： 

科根·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 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生态、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委员

会副主席（在线） 

问候 

博洛托夫罗曼亚历山德罗维奇， 导师南-乌拉尔斯基 

Rosprirodnadzor 跨区域部门 

问候 

布克瑞瓦·亚尼娜，执行委员会主席顾问全俄人民阵线，莫斯科（在线） 

公共环境检查员在线学校ONF 

布尔拉科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BRO全俄自然保护协会主席 

在 VOOP“Ecopost”项目的框架内组织公共环境检查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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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生态团队“Ecocare - Bashkiria” 

组织学生生态团队工作的经验（以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为例） 

卡里莫夫·鲁斯塔姆·卡米洛维奇, 区域国家环境监察司司长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

管理和生态部 

白俄罗斯共和国生态和自然管理部公共环境监察员研究所：互动、发展前景 

  
10.00-11.30 

会议厅1 

 

 “SPA 地区生态志愿者实践的发展”部分 

主办单位：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非政府组织“Green Bashkiria” 

 

讨论问题： 

 在自然公园和保护区志愿服务的重要性 

 在自然公园和保护区范围内开展志愿活动框架内的合作 

 

主持人：涅克拉索夫马克西姆亚历山德罗维奇，非政府组织“绿色巴什基里亚”主席 

 

演讲者： 

Leshchinskaya Veronika Vladimirovna,保护区信息和方法支持司司长 

克尼日尼科娃埃琳娜，“Zapovedniki”生态中心副主任 

www.wildnet.ru，受保护岛屿之友运动主席，Zapovedniki 大使馆慈善教育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 

 

Zinatullina Linara Ravilevna,白俄罗斯共和国环境志愿服务协调员 

   

 Zyuratkul 国家公园 

 塔加奈国家公园 

 “巴什基里亚”国家公园 

 巴什基尔国家自然保护区 

 Yuzhnouralsky 保护区 

 国家储备“舒尔甘-塔什» 

 白俄罗斯共和国保护区国家预算机构局 

 大贝加尔湖小径 

 
12.00-13.30 

会议厅1 

 

 “环境保护领域国家控制的组织和实施的特点”部分 

主办方：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罗斯普里罗德纳佐尔省南乌拉尔地区间

部、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预算机构控制状态分析控制" 

参与方：白俄罗斯共和国 Rospotrebnadzor 

 

主持人：Birguliev Kamil Flyurovich，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理

和生态部副部长 

 

演讲者： 

代表Rosprirodnadzor 的南乌拉尔区域间部门 

萨法罗娃·瓦伦蒂娜·伊萨耶芙娜，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预算局局长“控制状态分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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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Rospotrebnadzor 

卡里莫夫·鲁斯塔姆·卡米列维奇, 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资源和生态部区域国家监督司司

长 

 

12.00-13.30 

会议厅 2 

 “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单独 SMW 收集概念的发展”部分 

主办方：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FGBOU VO BSAU 

 

主持人：Gubaidullin Ruslan Kharisovich，“清洁国家”废物管理领域的组

织、运营商和专家协会执行董事，莫斯科 

 

演讲者： 

巴西罗夫·阿扎特·亚夫达托维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副部长 

解决本地区MSW问题的方法 

穆斯塔芬·拉迪克·弗洛索维奇 ,环境管理与建设学院院长FGBOU VO BSAU 

作为制定 MSW 垃圾分类收集概念的一部分而开展的活动 

比基宁·里纳特·马拉托维奇，乌发市统一企业“城市保洁专车服务”商务问题副主任 

区域运营商1号区 

大小城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处置现状 

Nugaeva Liliya Fuatovna,LLC“Dyurtyulimeliovodstroy”区域运营商第 2 区 

安装帮派机器和从人群中清除大型废物的经验 

费多罗夫·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LLC区域运营商“生态城市”区域运营商3号区总经理 

在 Sterlitamak 实施垃圾分类收集的经验 

沙基洛夫·伊尔努尔·扎米列维奇，Oktyabrsky Ecology T LLC 总监 

4号区域的区域区域运营商 

以图伊马济市为例的现代垃圾处理厂 

Minigazimov Nail Sultanovich 环境工程、建筑和水力学系教授 

制定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MSW 单独收集概念草案 

卡萨诺娃·路易莎·马拉托夫娜 环境工程、建筑和水力学系主任 

对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垃圾分类收集概念的法令草案的建议和

评论 

维谢洛夫·亚历山大·卡利诺维奇，NP“废物回收企业家协会”主席，巴什科尔托斯坦共

和国生态学家联盟主席。 

 

14.00-15.30 

会议厅 2 

 “公寓建筑废物收集的现代趋势：问题和解决方法”部分 

主办方：白俄罗斯共和国乌法民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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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Rodina Elena Alexandrovna, 州议会住房政策和基础设施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库鲁尔泰 

 

演讲者： 

巴塔洛夫·阿斯卡尔·马拉托维奇,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乌法民防局城市生命支持部部

长 

在乌法市建立废物收集系统 

Khalikov Rustem Minigareevich，MUP“清洁城市的特殊汽车服务”主任，乌法 

多户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堆放地清运的主要问题 

Minigazimov Nail Sultanovich, 教授, 科学博士,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计划，以中和和

处置有毒工业废物、废水处理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UGNTU 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讲

师 

国外MSW管理领域的经验 

菲利瓦·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乌法民防总局城市生命维持办公

室生态环境保护处处长 

多户住宅楼的公共财产维护：与垃圾槽操作相关的问题 

列昂季耶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国家住房和建设监督委员

会副主席 

现行法律在公共财产维护领域的主要规定，包括垃圾槽的运营 

 

16.00-18.00 

会议厅1 

 “新现实中的森林恢复”部分 

主办单位：白俄罗斯共和国林业部 

 

主持人：沙拉夫迪诺夫·马拉特·伊斯坎达罗维奇，白俄罗斯共和国林业部

长 

 

演讲者： 

瓦希托夫·维纳·法尼罗维奇, 白俄罗斯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 

恢复生产活动区的森林资源 

Bashneft-Dobycha 代表 

开展“补偿性”造林 

库拉金·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联邦研究中心生物研究所森林科学

实验室主任 

使用 ZKS 的种植材料创建人工林：问题和解决方案 

拜季米罗夫阿尔伯特·法伊兹拉赫曼诺维奇, 白俄罗斯共和国林业部财产管理、技术开发

和劳动保护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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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使用 ZKS 种植幼苗的前景。在该国地区为从封闭的根系种植种植材

料创建基础设施的实践 

瓦列夫·伊尔努尔·卡米列维奇, 凡尔赛花园中心主任 

用 ZKS 种植苗木的花园中心“凡尔赛”的发展前景 

契卡洛夫·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 GAU RB“Zilair 林业”主任 

使用 ZKS 育苗：新挑战。成长经历 

伊尼克耶夫·伊尔沙特·伊尔达罗维奇, Agrostroykomplekt LLC 董事 

使用 ZKS 建造育苗温室的有效解决方案：技术和机遇 

 

 

 

 

 

青年环保论坛“绿色未来” 

14.00-15.00 

国会厅 

 生态辩论“巴什科尔斯坦的绿色未来” 

组织者：全俄环保志愿者组织“Do”区域分会 

主持人：阿纳斯塔西娅·沃罗比耶娃，全俄公共组织“延迟”环境志愿者区

域协调员 

 

 

受邀演讲者： 

 青年生态领袖（UGATU、UGNTU、BSU、BSMU、BSPU） 

 公共环境组织（Green Bashkiria、ONF RB、VOOP RB、ANO "Chistaya Ufa"）的

生态领导人，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的代表 

 
15.00-18.00 

2楼 

 青年生态活动 

主办单位：乌法石油技术大学乌法当地活动中心 

 回收纸张和厨余工作坊 

 生态大战“可重复使用与一次性” 

 生态游戏“地球守护者” 

 升级区 

 绿化计算器 

 “俄罗斯绿色交通”互动平台 

 
15.00-16:00 

休息区 

2楼 

 ECOLECTORY“生态学家-各种职业” 

演讲者：安吉丽娜·穆西娜 -年轻博物学家“雪绒花”站的附加教育老师 

 

16.00-17.00  生态“病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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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区，二楼 演讲者：尤莱·吉尼亚托夫，ParaDogs创始人兼CEO 

16.00-18.00 

国会厅 

 保护学生环保项目 

主办单位：乌法市青年事务委员会 

 

评审团成员：罗斯莫洛杰日赠款竞赛专家、白俄罗斯共和国企业代表  

 

16:00-18:00 

会议厅 2 

 生态测验 

主持人：Olesya Bakirova，生态培训师，工业生态学家  

 
17.00-18.00 

休息区 

2楼 

 ECOLECTORY“生态友好型企业”  

扬声器： 努尔卡耶夫·瓦迪姆企业家，塑料垃圾处理生态工厂“Smart Environment 

Bashkiria”的负责人 

 

4 月 14 日星期四 

 

时间  事件 

10.00-13.00 

会议厅 2 

 国际参与“健康环境”全俄科学实践会议 

主办单位：乌法职业医学与人类生态科学研究所，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人类福利监督局办公室、巴什科尔托斯

坦共和国科学院和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巴什基尔国立医科大学”FGBOU VO 

 

讨论问题： 

 生态系统污染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发人为干扰地区生态恢复的创新方法 

 

 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医学预防技术。曝光和负面影响标记 

 大气空气污染和人口饮用水供应源的实际问题 

 食品安全的卫生和医疗社会方面 

 废物管理和环境安全领域环境政策的法律和经济方面 

 工业、水管理、建筑和运输中的生态技术 

 

主持人： 

哈萨克人安娜 Anrievna，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人

类福利联邦监督局办公室主任 - 白俄罗斯共和国首席国家卫生医生 

巴基洛夫·阿哈特·巴里耶维奇，FBSI“乌法职业医学与人类生态学研究

所”主任顾问，医学博士。科学，教授 

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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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齐卡耶夫·维纳·米尼瓦里索维奇, 监察组织部副部长Rospotrebnadzor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办公室 

待商定 

阿克玛洛娃·雷吉娜·里莫夫娜, 社会卫生监测与信息支持司副司长Rospotrebnadzor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办

公室 

待商定 

巴克蒂巴耶娃·祖尔菲娅·布拉托夫娜, 棒棒哒 生物学。Sci.，高级研究员，医学生态学系联邦预算机构“乌法职业医

学和人类生态学研究所” 

评估工业排放对 Ufimsko-Blagoveshchensk 工业区人口健康指标的影响 

穆斯塔芬·萨比尔·卡比罗维奇，博士。地质-矿物。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乌法巴什基尔国立大学科学教授 

保障特大城市人口饮水质量的问题 

拉赫马图利娜·莉莲娜·拉米列夫娜,医学生态学系初级研究员联邦预算机构“乌法职业医学和人类生态学研

究所” 

关于环境卫生的结果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实施联邦项目“清洁水”过程中获得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Gabidullina Guzel Failevna, 棒棒哒 生物学。FSBEI HE“巴什基尔州立大学”生态与生命安全系副教授 

待商定 

图瓦尼亚耶娃·奥尔加·弗拉基米罗芙娜，社区卫生监督司副司长Rospotrebnadzor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办

公室 

 待商定 

吉尔曼诺娃·斯维特拉娜·伊列科夫娜，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卫生和流行病学中心人口和环境卫生部门的普通卫生医师 

待商定 

马斯亚古托娃·利亚伊利亚·马尔塞列夫娜，博士。蜜糖。Sci.，职业医学系主任

联邦预算机构“乌法职业医学和人类生态学研究所” 

待商定 

斯捷潘诺夫·叶夫根尼·格奥尔基耶维奇，职业医学系高级研究员

联邦预算机构“乌法职业医学和人类生态学研究所” 

白俄罗斯共和国伊格林斯基区小学生日均营养状况 

泽连科夫斯卡娅·叶夫根尼娅·叶夫根涅夫娜，联邦预算机构“Ufa 职业医学研究所和 

人类生态学" 

乌法取水口的水处理设施和消毒系统 

拉菲科夫·萨拉瓦特·沙吉托维奇，FBSI“乌法职业医学研究所”医学生态学系初级研究员 

与人类生态” 

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实施联邦项目“清洁空气”的框架内对采矿工业区的大气质量

进行生态和卫生评估 

 

12.00-13.30 

会议厅1 

 

 

“控制狩猎资源的使用和打击偷猎”部分 

主办方：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管理和生态部 

 

主持人：Birguliev Kamil Flyurovich，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自然管

理和生态部副部长 

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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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戈罗夫·格列布·维克托罗维奇, 白俄罗斯共和国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野生动物保护和利

用监管司副司长 

代表区域公共组织“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猎人和渔民协会” 

库兹涅佐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 当地公共组织“Sterlitamak 猎人和渔民协会” 

阿斯卡罗夫·达米尔·里福尔维奇, LLC OH "Bober" 的董事 

 
12.00-13.00 

场景 

 向ONF学校毕业生颁发证书 

主办单位：白俄罗斯共和国全俄人民阵线, RPO 生态控制, BRO全俄保护协会 

 

14.00-15.30 

会议厅1 

 全俄学生科学与实践会议“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 

主办单位：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 

 

主持人： 

巴塔诺夫·巴赫特加莱·尼古拉耶维奇，环境工程、建筑和水力学系教授 

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 

沙菲耶娃·艾琳娜·伊尔吉佐夫娜房地产地籍系副教授和大地测量学农

业科学候选人，青年科学家委员会主席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 

演讲者： 

马萨利莫娃·艾西卢·哈米托夫娜，乌法建筑与城市规划主部 MUP APB 员工 

碳填埋场在农工综合体发展中的作用 

米夫塔霍夫·伊尔努尔·里纳托维奇，科学教育中心应用研究与GIS技术实验室研究员 

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 

监测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放牧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牧场生态系

统生产力和植被覆盖结构恢复的地球遥感数据方法 

沙姆苏迪诺娃阿利亚鲁斯拉诺夫娜, 环境管理与水资源利用方向2年硕士研究生巴什基

尔国立农业大学，以非政府环境基金会的名字命名。在和。韦尔纳德斯基 

阿赫蒂亚莫娃戴安娜·莱洛芙娜环境管理与用水方向三年级学生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

，以非政府环境基金会的名字命名。在和。韦尔纳德斯基 

农业大学在全俄节日“原始俄罗斯”框架内的生态倡议 

Khaidarshina Elnara Timergalievna,环境工程、建筑和水力学系高级讲师巴什基尔国

立农业大学, 理科候选人学位申请者 

关于 Ecocare-Bashkiria 支队活动的报告 

卡萨诺娃·路易莎·马拉托夫娜, 环境工程、建筑和水力学系主任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 

博士 

气候变化和环境管理 

伊什布拉托夫·马拉特·加利米亚诺维奇, 房地产地籍与大地测量系主任巴什基尔国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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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 农业科学候选人 

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开发和定位农业改良 

加列夫·恩里克·伊拉索维奇, 土地管理司司长巴什基尔国立农业大学，农业科学候选人 

针对气候变化改进教育计划 

 

16.00-17.30 

会议厅 2 

 圆桌会议“用于修复技术污染土壤的自然高效技术” 

组织者： FGBOU VO“UGNTU” 

 

主持人：谢尔盖·格拉德基赫, UGNTU 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演讲者： 

Nazarov Alexey Mikhailovich，化学科学博士，广东工大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合理

利用系教授 

技术污染生态系统净化和修复技术中的吸附剂和生物制剂 

Asfandiyarova 莉莉娅·拉菲科夫娜技术科学的候选人，/ Ovsyannikova Inna 

Vyacheslavovna，通用化学技术系，UGNTU 在 Sterlitamak 的分支机构 

库拉姆希娜·齐利亚·穆赫塔罗夫娜，d.b.n. 巴什基尔国立大学“生物学”斯特利塔马克

分校 

工程和复垦措施在技术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 

潘琴科知识产权，Agroproteinholding LLC 科学总监 

工业区和农工综合体的实际环境问题。 

进口替代技术和产品的作用 

Asylbaev I.G., Mirsayapov R.R. 

开发一种计算农作物和土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吸收量的方法 

 

16.00-17.30 

会议厅1 

 青年社区。圆桌会议“生态。气候” 

主办单位：乌法国立石油科技大学 

 

主持人： 

劳什·阿图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学生 FGBOU VO UGNTU ASI 

穆斯塔芬·加利努尔·拉迪科维奇，学生 FGBOU VO UGNTU ASI 

 

演讲者： 

塔拉班·达里亚·亚历山德罗芙娜 

学生的环境责任 

艾特巴耶夫·阿扎特·艾哈迈托维奇 

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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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先科·尤利娅·奥列戈夫娜 

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劳什·阿图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法 

齐古列夫·叶夫根尼 

生态远程监控 

格罗兹尼州立石油大学，格罗兹尼 

ROO 绿色巴什基里亚 

 

论坛组委会： 

巴什基尔展览公司， 

 (347) 216-45-36 , 246-42-81 congress@bvkexp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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