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第三号通知
同志：

1

您提交的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的论文经审查，安排在第

□内划”√”，可多选）
□ 口头报告 □ 张贴报告

专题分组

会议上进行：（在

（1）口头报告时间（包括讨论） 一般为 15 分钟（邀请报告 20 分钟），会议配备
多媒体设备，其他设备需提前与组委会联系；
（2）张贴报告(poster)最大尺寸不超过 1.2m(高)*0.9m（宽）
，请参照该大小自行准备。
请有关人员按时到会进行学术交流，不能前来报告者须向专题召集人请假 。(专题
负责人联系方式见附件)
注意事项：
1. 8 月 5 日前(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预交注册费者，论文编入会议报到时正式发布的《会议
指南》并安排口头报告或张贴报告；8 月 5 日后交注册费者，根据会议情况决定是否安排做报
告。
2. 做口头报告的 ppt 文件请使用 2007 及以下版本，文件中的公式请使用 office 自带工具，
文件中不要做视频。
现将本届年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18 日，10 月 14 日报到。
二. 会议地点：北京市
三. 会议报到地点乘车线路：
报到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一楼大厅）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注：本次年会无接送站服务，请自行前往报到地点进行注册登记，乘车路线见
通知封底。
四. 注册
1.交费时间：
2017 年 8 月 5 日前注册交纳：注册费 1600 元（学生 1000 元，不含博士后）；
2017 年 8 月 5 日后注册交纳：注册费 1900 元（学生 1200 元，不含博士后）。
2.交费方式：详见“十二.付费办法”。

3.报名方式-网上注册。
请登录学会网站 www.cugs.org.cn 在线正确填写参会信息，注册参会。
五． 食宿
本次会议食宿自理，请各参会代表酌情自行在各大旅游网站中预定房间；
具体详情请参阅年会网站 www.cugs.org.cn。
参展费用请在 9 月 30 日前汇到或寄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帐号及地址见 “六.付费
办法”，联系电话：010-68729347，82998257。
请参展单位于 10 月 15 日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布置展厅。
六. 付款方式
1.本次会议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负责收费事宜；
2.本次会议论文将以两种形式出版：
(1) 所有论文收录为会议论文摘要集(光盘或 U 盘)，在年会中发放。
(2) 如需在正式出版物中刊登，每篇论文需缴纳论文评审费 300 元，在会后制作、邮寄正
式出版光盘（有正式出版物刊号、可被检索）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免交论文评审费，费用由
学会承担。
3．评审费、注册费(会议费)请于 8 月 5 日前汇至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现场缴纳注册费（会
议费）可刷卡；
4. 请汇款备注中注明：费用名称、第一作者姓名、专题号、联系电话。

银行汇款：
帐

户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帐

号

0200007609014454432

开 户 行

工商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邮局汇款：
收 款 人：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邮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学院南路 5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财务电话： 010-68729347

传

真： 010-68460283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代章）
2017 年 8 月 25 日

2017 年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专题负责人联系方式
第一专题：周琦 1437922567@qq.com
第二专题：李惠民 lin_don@sina.com
第三专题：王世民 smwang@ucas.ac.cn
第四专题：刘青松 qsliu@sustc.edu.cn
第五专题：王

瑜 wangy@cugb.edu.cn

第六专题：赵国春 gzhao@hku.hk
第七专题：张进江 zhjj@pku.edu.cn
第八专题：赵子福 zfzhao@ustc.edu.cn
第九专题：徐义刚 yigangxu@gig.ac.cn
第十专题：董云鹏 dongyp@nwu.edu.cn
第十一专题：赵

越 yue_zhao@cags.ac.cn

第十二专题：张拴宏 tozhangshuanhong@163.com
第十三专题：裴顺平 peisp@itpcas.ac.cn
第十四专题：李三忠 sanzhong@ouc.edu.cn
第十五专题：王

强 wqiang@gig.ac.cn

第十六专题：肖文交 wj-xiao@mail.iggcas.ac.cn
第十七专题：刘传周 chzliu@mail.iggcas.ac.cn
第十八专题：王岳军 wangyuejun@mail.sysu.edu.cn
第十九专题：秦克章 kzq@mail.iggcas.ac.cn； 李真真 windylizhenzhen@163.com
第二十 专 题：张波 geozhangbo@pku.edu.cn
第二十一专题：郑文俊 zhengwenjun@mail.sysu.edu.cn
第二十二专题：陈汉林 hlchen@zju.edu.cn
第二十三专题：刘静 liu-zeng@ies.ac.cn
第二十四专题：方小敏 fangxm@itpcas.ac.cn
第二十五专题：雷建设 jshlei@hotmail.com

第二十六专题：徐锡伟 xiweixu@vip.sina.com
第二十七专题：郑文俊 zhengwenjun@mail.sysu.edu.cn
第二十八专题：蒋长胜 jiangcs@cea-igp.ac.cn
第二十九专题：任治坤 rzk@ies.ac.cn
第 三 十专题：吴中海 wzhh4488@sina.com
第三十一专题：谢富仁 xxiefr@263.net
第三十二专题：孙

珂 sunke22@126.com

第三十三专题：杨宏峰 hyang@cuhk.edu.cn
第三十四专题：刘少峰 shaofeng@cugb.edu.cn
第三十五专题：于常青 geoyucq@qq.com
第三十六专题：何登发 hedengfa282@263.net
第三十七专题：琚宜文 juyw@163.com
第三十八专题：倪怀玮 hwni@ustc.edu.cn
第三十九专题：王非 wangfei@mail.iggcas.ac.cn
第 四 十专题：黄方 fhuang@ustc.edu.cn
第四十一专题：魏春景 cjwei@pku.edu.cn
第四十二专题：郑建平 jpzheng@cug.edu.cn
第四十三专题：孙卫东 weidongsun@gig.ac.cn
第四十四专题：吕庆田 lqt@cags.ac.cn
第四十五专题：巴晶 jba@hhu.edu.cn
第四十六专题：屈春燕 dqyquchy@163.com
第四十七专题：汪汉胜 whs@asch.whigg.ac.cn
第四十八专题：孙文科 sunw@ucas.ac.cn
第四十九专题：李子申 gipp_aoe@163.com
第 五 十专题：杨顶辉 dhyang@math.tsinghua.edu.cn
第五十一专题：刘曦 Xi.liu@pku.edu.cn
第五十二专题：孙道远 dsun2011@gmail.com
第五十三专题：高原 qzgyseis@163.com

第五十四专题：盖增喜 zge@pku.edu.cn
第五十五专题：沈萍 pingshen279@163.com
第五十六专题：丘学林 xlqiu@scsio.ac.cn
第五十七专题：汤吉 tangji@ies.ac.cn
第五十八专题：刘洋 wliuyang@vip.sina.com
第五十九专题：杨进 yangj@cugs.edu.cn
第 六 十专题：殷长春 yinchangchun@jlu.edu.cn
第六十一专题：徐佩芬 pfxu@mail.iggcas.ac.cn
第六十二专题：刘洋 wliuyang@vip.sina.com
第六十三专题：王一博 wangyibo@mail.iggcas.ac.cn
第六十四专题：刘全有 liuqy.syky@sinopec.com
第六十五专题：葛洪魁 gehk@cup.edu.cn
第六十六专题：王涛 twang0630@nju.edu.cn
第六十七专题：程久龙 jlcheng@126.com
第六十八专题：葛新明 gexinmin2002@163.com
第六十九专题：王宝善 wangbs@cea-igp.ac.cn
第 七 十专题：邓明 dengming@cugs.edu.cn
第七十一专题：周煦之 xzzhou@pku.edu.cn
第七十二专题：张伟 zhangwei@sustc.edu.cn
第七十三专题：孔彦龙 ylkong@mail.iggcas.ac.cn
第七十四专题：申旭辉 shenxh@seis.ac.cn
第七十五专题：薛兵 xueb324@sina.com
第七十六专题：王玉石 wangyushi1982@126.com
第七十七专题：李海兵 lihaibing06@163.com
第七十八专题：黄辅琼 hfqiong@seis.ac.cn
第七十九专题：张学民 zhangxm96@126.com
第 八 十专题：杨建思 yangjiansi@vip.sina.com
第八十一专题：胡祥云 syhu@edu.cn

第八十二专题：王涛 wangtao@iem.ac.cn
第八十三专题：徐建桥 xujq@asch.whigg.ac.cn
第八十四专题：赵里 zhaol@earth.sinica.edu.tw
第八十五专题：张全浩 zhangqh@ustc.edu.cn
第八十六专题：雷久侯 leijh@ustc.edu.cn
第八十七专题：weiy@mail.iggcas.ac.cn
第八十八专题：缪秉魁 miaobk@glut.edu.cn
第八十九专题：王荣生 rswan@ustc.edu.cn
第 九 十专题: 何宏平 hehp@gig.ac.cn
第九十一专题：刘勇胜 yshliu@hotmail.com
第九十二专题：周永章 zhouyz@mail.sysu.edu.cn
第九十三专题：谢树成 xiecug@163.com
第九十四专题：张世红 shzhang@cugb.edu.cn
第九十五专题：徐星 xuxing@ivpp.ac.cn
第九十六专题：高星 gaoxing@ivpp.ac.cn
第九十七专题：敖红 aohong@ieecas.cn
第九十八专题：黄金水 jshhuang@ustc.edu.cn
第九十九专题：侯增谦 houzengqian@126.com
第一 百 专 题: 王博 bwang@nju.edu.cn
第一零一专题：朱茂炎 myzhu@nigpas.ac.cn
第一零二专题：厉子龙 zilongli@zju.edu.cn
第一零三专题：陈正乐 chenzhengle@263.net
第一零四专题：成秋明 qiuming.cheng@iugs.org
第一零五专题：蒋少涌 812759355@qq.com
第一零六专题：王新明 wangxm@gig.ac.cn
第一零七专题：杨蔚 yangw@mail.iggcas.ac.cn
第一零八专题：陈唯 wchen@cug.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