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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Ａｄｄ：１８，Ｓ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Ｈａｉｄｉ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１０）６２９４１０９９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ｂｙ

ｂｙ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

ｂ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ｓｓｕｅ

ｓｈｅｎｇｔａｉｘｕｅｂａｏ＠ 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

ＦＵ Ｂｏｊｉ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Ｓ

Ａｄｄ：１８，Ｓｈｕａｎｇｑｉ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Ｈａｉｄｉ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ｄｄ：１６ Ｄ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ｔｒｅｅ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７，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ａｏｃｈａｎｇ Ｃｏｌｏｒ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４，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１７０３２， ０１０⁃６４０１７５３９
Ｅ⁃ｍａｉ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ｓｐｇ．ｎｅｔ

Ａｌ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ｓ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８２⁃７

Ｍ６７０

Ａｄｄ：Ｐ．Ｏ．Ｂｏｘ ３９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３

ＣＮ １１⁃ ２０３１ ／ Ｑ

定价 ９０ ００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