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 

暨同位素地质应用成果学术讨论会” 

第二号通知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2015 年是中国地质学会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的日子。三十年来

我国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地球科学的发展。为了纪念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三十周

年，促进同行专家交流与展示最新研究成果，推动我国同位素地质学的发展，中

国地质学会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21 日在宁波召开

“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同位素地质应用成果学术讨论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1.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刘敦一 

副主任： 丁悌平   李曙光   郑永飞   刘丛强   高  山 

委  员：  白文彬   陈道公   陈福坤   陈江峰   陈锦石   陈民扬   陈  文 

陈毓蔚   陈岳龙   储雪蕾   丁悌平   杜安道   高   山   胡超涌 

蒋少涌   李大明   李华芹   李惠民   李曙光   李喜斌   李献华 

李延河   廖永胜   林尔为   刘丛强   刘存富   刘敦一   刘汉彬 

刘卫国   穆治国   沈渭洲   孙卫东   钱雅倩   覃嘉铭   万渝生 



王东升   王关玉   王  华   王先彬   王义文   吴福元   夏毓亮 

肖应凯   徐文忻   许荣华   杨进辉   业渝光   尹  观   于津生 

袁洪林   袁万明   张自超   郑永飞   支霞臣   周新华   朱炳泉 

朱祥坤 

2.组织委员会 

主  任： 朱祥坤 

副主任： 蒋少涌   李献华   孙卫东   陈  文 

委  员：  陈福坤   陈  文   陈岳龙   储雪蕾   刁少波   郭进义   侯明兰    

黄费新   蒋少涌   李怀坤   李强之   李献华   李延河   凌洪飞 

刘丛强   刘汉彬   刘季花   刘卫国   刘文汇   刘勇胜   刘玉琳 

路远发   齐继祥   秦绪文   屈文俊   沈加林   施泽民  孙卫东 

田世洪   万渝生   王   华   王玉往   闻  波   夏学惠   谢树成 

徐文忻   杨红梅   杨守业   余克服   袁洪林   袁万明   郑德文 

郑永飞   朱祥坤 

秘书长：  李延河 

3.秘书组 

组  长：   侯可军 

成  员：   范昌福   闫  斌   刘  辉   段  超   李  津   孙敬博 等 

二、会议主题 

1.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 30 周年座谈会 

召集人：刘敦一，丁悌平，朱炳泉，周新华，李惠民 

2.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 30 周年专题报告 



召集人：朱祥坤，李献华，蒋少涌，陈文 

3.同位素定年技术及应用研究进展 

召集人：陈福坤，刘勇胜，袁洪林，袁万明，侯可军 

4.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及应用研究进展 

召集人：李延河，刘耘，黄方，田世洪，李志红 

5. 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形成时代与同位素示踪 

召集人：刘文汇，刘汉彬，屈文俊，徐文忻，刘季花，齐继祥 

6.气候变化与环境同位素地球化学 

召集人：刘丛强，刘卫国，王华，杨守业，余克服， 

7.重大地质事件与地球早期演化 

召集人：万渝生，凌洪飞，储雪蕾，李怀坤 

8.壳幔相互作用与造山带演化 

召集人：郑永飞，孙卫东，陈岳龙，刘玉琳 

三、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10 月 18 日报到，19 日-21 日开会；地点：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 

四、会议发起单位 

中国地质学会同位素专业委员会 

五、会议承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

室、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六、会议论文 



1. 会议论文摘要：会前拟以《地质学报》增刊形式出版会议论文集。会议论文摘

要限 2-4 页（含图、表），版面费 200 元/页（黑白版），交费方式见后。请参

照模板格式编写和排版，通过会议网站（http://tws.nbicon.cn/）提交。已缴纳版

面费并通过评审的论文摘要方能发表。论文摘要联系人：黄敏  段超，邮箱：

twsdz2015@163.com。 

2. 会议论文全文：会前拟选择部分优秀论文全文在《地质学报》出版“同位素地

质专辑”。论文全文请按照《地质学报》的投稿要求撰写，通过《地质学报》投

稿系统（http://www.geojournals.cn/dzxb/ch/index.aspx）投稿，前面注明“同位素

地质专辑”。组委会将组织有关专家按照正常程序严格审稿，择优录用。论文版

面费由《地质学报》另行收取。 

七、会议交流方式 

会议交流分大会报告、专题会议报告和展板三类。 

大会报告和专题会议主题报告 30 分钟，专题会议报告 20 分钟，具体报告安排详

见 3 号通知；展板版面格式：90cm×120cm。 

八、重要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一号通知发布 

2015 年 6 月 15 日：二号通知发布，网站开通。提交论文摘要，缴纳注册费和版

面费 

2015 年 7 月 15 日：论文全文投稿截止 

2015 年 9 月 15 日：会议论文摘要投稿截止，网上缴费系统关闭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三号通知（会议手册）网上发布 

2015 年 10 月 18 日：会议现场报到 

http://tws.nbicon.cn/
mailto:twsdz2015@163.com%EF%BC%8C%E8%81%94%E7%B3%BB%E4%BA%BA
mailto:twsdz2015@163.com
http://www.geojournals.cn/dzxb/ch/index.aspx


2015 年 10 月 19 日-21 日：大会报告和专题报告 

九、会议注册 

1.会议注册网站：http://tws.nbicon.cn/ 

2.会议注册、提交论文摘要、交费、住宿登记，均在该网站进行。已通过回执报

名的专家代表，也请您通过会议网站重新登记注册。 

十、会议费用及缴纳方式 

1. 9 月 15 日前，注册费 1600 元（学生 900 元，凭学生证），代表随行人员 800

元。 

2. 9 月 15 日后，注册费 1800 元（学生 1100 元，凭学生证），代表随行人员 1000

元。 

3. 注册费及论文摘要版面费缴纳方式 

（1）银行汇款（转账及网上汇款均可） 

收款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百万庄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1409008818567 

（2）现场报到时刷卡或缴纳现金 

4. 特别说明：汇款时请注明“同位素会议注册费或版面费、姓名（参会人或论文

第一作者），联系方式”。若注册后无法参加会议，务必在 9 月 15 日前通知会

议秘书处，退款 80%，过期概不退还。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秘书组联系人：侯可军 范昌福 闫斌 刘辉 

会议专用 E-mail：twsdz2015@cags.ac.cn 

http://tws.nbicon.cn/


联系电话：010-68999644，68999013 

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6 号，邮编：100037 

（2）财务组联系人：陶羽 

联系电话：010-68999093 

（3）会务组联系人：朱琳 

联系电话：010-57209641 

单位：北京广渡合盈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西路 111 号院假日风景 G 区 1 号楼 3 单元 2706/2806

室，邮编：100166 

  

欢迎各位专家、同学踊跃参会，并请相互转告。 

  

中国地质学会同位素地质专业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15 日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详情请见：http://tws.nbicon.cn/zh-cn/919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