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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指导委员会

主席：

周志炎、戎嘉余、陈 旭

委员（按照姓氏字母排序）：

陈发虎、丁 林、郭正堂、郝 芳、侯增谦、金之钧、李献华、

刘嘉麒、潘永信、彭平安、邱占祥、沈树忠、舒德干、王成善、

汪品先、王铁冠、吴福元、吴新智、殷鸿福、徐义刚、张国伟、

张弥曼、周忠和、朱日祥、邹才能

组织委员会

主席：

詹仁斌、杨 涛

副主席：

王 军、张建成

委员（按照姓氏字母排序）：

曹长群、陈孝政、盖永华、李建国、李秋萍、王 博、王 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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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栋、吴荣昌、徐洪河、袁训来、张以春、张元动、赵方臣

学术委员会

主席：

朱茂炎、袁训来

副主席：

王永栋、王 博

委员（按照姓氏字母排序）：

陈吉涛、黄迪颖、李国祥、李建国、戎嘉余、王 军、王 玥、

王 怿、徐洪河、杨 群、詹仁斌、张以春、张元动

会议秘书处

秘书长：

陈孝政、吴荣昌

秘书（按照姓氏字母排序）：

方 军、傅 强、盖永华、郭震宇、胡妍妍、盛 捷、万明礼、

万 斌、王 丹、王 溱、吴德明、殷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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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1、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21年 11月 18日至 11月 19日

2、会议地点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报告厅同步

进行线上会议，会议地址如下：

1）腾讯视频会议：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lbJcnabh0ae

会议 ID：305 102 833

密码：968958

2）ZOOM视频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4964157820?pwd=Y3VoRi8zdTZDQ

0tTUnUwN0dFK2ZPUT09

会议 ID：496 415 7820

密码：968958

国内参会者及海外华人参会者请使用腾讯会议。

3、会务组联系人

张玲芝 17665062599

刘 芸 15005154227

王 丹 13770915180

万明礼 13776674425

万 斌 15250980708

https://meeting.tencent.com/dw/mlbJcnabh0ae
https://us02web.zoom.us/j/4964157820?pwd=Y3VoRi8zdTZDQ0tTUnUwN0dFK2ZPUT09
https://us02web.zoom.us/j/4964157820?pwd=Y3VoRi8zdTZDQ0tTUnUwN0dFK2ZPU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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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须知

1、进入会场，全体人员均应查验“苏康码”绿码，并测量

体温。

2、会议期间，会务组将准备口罩、免洗洗手液、测温枪等

防疫物资，请参会者加强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发言时可以

临时取下口罩，做好手部清洁。

3、会议期间，请勿聚集。

4、参会人员如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请第一时间向

会务组报告。

5、因疫情防控需要，本次会议仅提供矿泉水、一次性水杯，

参会人员可自备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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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七十周年纪念大会

Celebrations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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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11月 18日 | November 18th

时间、地点 时间 会议内容 主持人

08:30-10:25
（南京古生
物博物馆二
楼报告厅）

08:30-08:35 大会开始，奏唱国歌

杨 涛

中科院
南京古
生物所
党委书
记、副
所长

08:35-08:40 介绍出席大会的主要领导和嘉宾

08:40-09:00 所长致辞 詹仁斌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所长

09:00-09:15 领导嘉宾
致辞

王 华 中共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杨桂山 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
沈仁芳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

09:15-09:25 “南古星”
提赠仪式

吴雪峰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
王 军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副所长

09:25-09:50 研究所
代表发言

中
留

周志炎 中国科学院院士
穆西南 离退休职工代表
王 博 中青年职工代表
Clementine Colpaert 留学生代表
付衍哲 研究生代表

09:50-10:15 系列发布
仪式

70周年研究所宣传短片发布
70周年祝福视频发布
70周年系列科普短片发布
70周年系列纪念图书发布

10:15-10:25 题词贺信
展示

张建成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

10:25-11:00 集体合影（实验楼前台阶）

11:00-11:30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所史馆暨李四光先生办公旧址开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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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1月 18日 | November 18th

时间
Time

报告人
Speaker

报告题目
Presentation Title

单位
Institution

主持人
Chair

11:30-11:35 大会开幕式

王 军

11:35-12:05
朱日祥
院士

（线上）
宜居地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12:05-14:00 午休 | Lunch Break

14:00-14:30

Sylvie
Crasquin
国际古生物
协会主席
（线上）

Ostracoda, a tool to understand the events
of the Late Palaeozoic crises and

recoveries

索邦大学
Sorbonne
University

朱茂炎

14:30-15:00

David
Harper

国际地层委
员会主席
（线上）

Early Palaeozoic diversity: What is
happening under palaeobiodiversity

curves?

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15:00-15:30
舒德干
院士

（线上）
寒武纪大爆发为什么是三幕式？ 西北大学

15:30-16:00
郭正堂
院士

（线上）
双碳目标与地球科学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16:00-16:30
金之钧
院士

（线上）
中国页岩油勘探开发现状与发展展望 北京大学

袁训来

16:30-17:00
沈树忠
院士

（线上）

特提斯酸性火山喷发与二叠纪末生物
大灭绝

南京大学

17:00-17:30
邹才能
院士

（线上）
古生物与页岩气

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

院

17:30-18:00
潘永信
院士

（线上）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的科学目标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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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 | November 19th

时间
Time

报告人
Speaker

报告题目
Presentation Title

单位
Institution

主持人
Chair

08:30-09:00

Andrew
Knoll

美国科学
院院士
（线上）

The early evolution of eukaryotes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詹仁斌

09:00-09:30

Peter
Crane

美国科学
院院士
（线上）

The Mesozoic fossil record and the 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 angiosperms

美国橡树泉
园林基金会
Oak Spring
Garden

Foundation

09:30-10:00

Isabel
Montañez
美国科学
院院士
（线上）

An integrated proxy and model
perspective on the Late Paleozoic earth

system

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0:00-10:30
谢树成
教授

（线上）

地质微生物功能群：从方法创新
到地质应用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10:30-11:00
李献华
院士

（线上）
嫦娥五号玄武岩研究新进展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

王 军

11:00-11:30
徐义刚
院士

（线上）
深地过程与宜居地球

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11:30-12:00
朱 敏
研究员
（线上）

华南志留纪海相红层与有颌
脊椎动物的“崛起”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

究所

12:00-12:20
张兴亮
教授

（线上）
从 DOC到 TOC 西北大学

12:20-14:00 午休 | Lunch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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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 | November 19th

时间
Time

报告人
Speaker

报告题目
Presentation Title

单位
Institution

主持人
Chair

14:00-14:20
徐 星
研究员
（线上）

中国恐龙古生物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

张元动

14:20-14:40
陈中强
教授

（线上）

从计算古生物学的视角看二叠纪-三叠纪
之交生物演化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14:40-15:00
邓胜徽
研究员
（线上）

古生物研究揭示的四川、塔里木盆地奥
陶系若干区域不整合

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

院

15:00-15:20
李 超
教授

（线上）

埃迪卡拉纪-寒武纪早期海洋的氧化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15:20-15:40 张以春
研究员

中特提斯洋的打开时间及其南向延伸：
来自地层古生物的证据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15:40-16:00 王 博
研究员

中国的琥珀生物群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16:00-16:20 史恭乐
研究员

中生代种子蕨与被子植物起源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王 博

16:20-16:40 王光旭
副研究员

扬子台地西缘的奥陶系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16:40-17:00 庞 科
副研究员

“雪球地球”事件之后的早期
陆生真菌状化石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17:00-17:20 Hadi
Jahangiroghli

A brief look at studies on
Cambrian-Ordovician interval in Iran and

studies ahead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17:20-17:40 Jeon
Juwan

Understanding stromatoporoi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Ordovician:

critical data from China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17:40-18:00
Clémentine
Colpaert

Late Jurassic to Early Cretaceous benthic
foraminifers of South Tibet, Tethyan

Himalaya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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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报告

序号 作者 展板报告题目

1 庞 科 华北地台胶辽徐淮地区中—新元古代地层研究进展

2 李光金 淮南地区中—新元古界古生物学研究进展

3 苗兰云 真核生物早期化石记录

4 欧阳晴 新元古代大冰期后真核生物演化的先锋

5 史红毅 湘西北地区埃迪卡拉系陡山沱组地层学新资料及其对比意义

6 殷宗军、孙纬辰 瓮安生物群与动物起源

7 万 斌 蓝田生物群：最古老的复杂宏体生物群

8 王霄鹏、万 斌 埃迪卡拉纪宏体藻类固着器多样性及固着策略的演化

9 王霄鹏 石板滩生物群：产自华南的埃迪卡拉生物群

10 吴承羲 三峡地区埃迪卡拉纪石板滩生物群定量古生物学研究

11 王 伟（女） 海水氧化触发了早期多细胞生命的演化

12 关成国 成岩作用对埃迪卡拉纪无机碳同位素的影响

13 潘 兵 小壳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

14 朱茂炎 寒武纪大爆发研究组介绍

15 郑文涛、万 斌 华北板块寒武纪早期膏盐沉积及其地质意义

16 罗 翠 海绵动物起源与早期演化

17 赵方臣、王德智 寒武纪特异埋藏动物群

18 赵方臣 澄江古生物研究站简介

19 曾 晗 澄江动物群中节肢动物与近期研究亮点“麒麟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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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展板报告题目

20 孙智新 华北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群

21 孙晓娟 埃迪卡拉纪 — 寒武纪大爆发时期生物与环境

22 胡春林、陈 波 寒武纪大爆发时期生物与环境

23 马俊业

Bryozoans from the Early Ordovician Fenhsiang Formation

(Tremadocian) of South China indicate the early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hylum

24 李启剑
江西玉山上奥陶统凯迪阶三衢山组的丛花海绵

（Corymbospongia）

25 张俊鹏
从地球系统变化角度探究生物地质事件——以赫南特阶碳同

位素漂移事件（HICE）为例

26 李丽霞
华南奥陶—志留纪过渡期斑皮海绵类（Stiodermatids）的新发

现及其宏演化意义

27 陈中阳 再论志留系“下红层”的时代——来自牙形类和笔石的证据

28 宋俊俊
Response of ostracods (Crustacea) to the Devonian F-F event:

evidence from South China

29 郭 文 华南早泥盆世沉积古地理及对腕足类演化的影响

30 张小乐
华南扬子台地西北下泥盆统平驿铺组中的

Spongeliomorpha潜穴

31 卢建峰 论华南泥盆系那高岭组的时代

32 琚 琦、张以春 有孔虫 Shanita-Hemigordiopsis组合的时代及古生物地理意义

33 周卫明
Yangopteris ascendens，二叠纪华夏植物群中的一种攀爬型种子

蕨植物

34 王 博 三叠纪中期鄂尔多斯湖泊生态系统的恢复

35 张筱青 广东晚三叠世植物新材料及新进展

36 鲁 宁 川东鄂西地区 T-J沉积古环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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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展板报告题目

37 李建国 塔里木盆地中生代大孢子研究

38 王 鑫 从子代发育管控(ODC)看生物演化进径的聚向

39 李丽琴 四川盆地 TJB的古植被与古气候

40 王 鑫 南京花对解读被子植物早期演化的启示

41 罗 辉、崔肖辉
新特提斯地区下白垩统 Cecrops septemporatus带放射虫动物群

的古生物地理意义

42 蔡晨阳 整合化石和分子证据揭示甲虫演化

43 李 莎 白垩纪末期印度德干玄武岩喷发与湖相生物群变化

44 李 罡 IGCP Project 679 白垩纪地球动力学和亚洲古气候

45 李 亚 白垩纪缅甸琥珀中的苔类植物研究新进展

46 董 重 中-晚侏罗世道虎沟化石群裸子植物研究新进展

47 王姿晰 福建中新世豆科植物的多样性

48 李保华、王晓燕 南海西南部末次冰期旋回高分辨率上部水体演化

49 贾宝岩、周保春、
王亚琼

福建东北部 NDQK5钻孔全新世介形类动物群及其
古环境意义

50 杨 群 化石、现生与基因的整合----谱系年代学探索生物演化

51 大数据中心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综合数据库

An integrated database of palaeontology and stratigraphy

52 那 琳
地质古生物数据库化石产出下载应用界面

The Geobiodiversity Database occurrences downloading interface

53 毛礼米、陈相洁、
王英浩、陈怡芸

Imaging high resolution of pollen grains & obtaining geometric
data: all you need is patience

54 毛礼米
William Su Ting — China's forgotten palynologist

丁驌 — 被遗忘的中国孢粉学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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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领导嘉宾名单（现场）

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周志炎 院士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戎嘉余 院士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沈树忠 院士 南京大学

王 华 常委、组织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

杨桂山 院长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

夏 冰 副厅长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冯少东 副主席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陈胜军 处长 江苏省财政厅

赵 栋 科技处副处长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钱 维 区委副书记、区长 南京市玄武区政府

周文海 二级巡视员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张建功 四级调研员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吴雪峰 副台长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沈仁芳 所长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张甘霖 所长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李国平 党委书记、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李奇志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宇文扬 党委书记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京中山植物园

王向东 教授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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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毛晓长 副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高德群 油田专家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

臧素华 主任
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

朱锦旗 院长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郝社锋 副院长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陈兴贤 二级巡视员 江苏地质矿产勘查局

王艳红 副处长 江苏地质矿产勘查局

祖耀升 常务副理事长 江苏省地质学会

詹庚申 秘书长 江苏省地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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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名单（线上）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汪品先 院士 同济大学

张弥曼 院士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殷鸿福 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张国伟 院士 西北大学

陈 旭 院士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刘嘉麒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朱日祥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邱占祥 院士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舒德干 院士 西北大学

周忠和 院士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王成善 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金之钧 院士 北京大学

彭平安 院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郭正堂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吴福元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陈发虎 院士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侯增谦 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

邹才能 院士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潘永信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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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徐义刚 院士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李献华 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 峰 副司长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

陶庆法 理事长 自然资源部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

王振宇 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王 颖 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刘建波 教授 北京大学

江大勇 教授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刘大锰 副校长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谢树成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与地质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中强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 超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亚杰 党委书记 西北大学

张兴亮 教授 西北大学

吴建德 副校长 云南大学

侯先光 教授 云南大学

冯 卓 研究员 云南大学

刘 煜 研究员 云南大学

王 滨 副校长 河北地质大学

季 强 教授 河北地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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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 单位

郭 震 馆长 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

邱楠生 院长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姜福杰 副院长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王汝建 教授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蔡保全 教授 厦门大学

易 冰 助理教授 厦门大学

欧阳辉 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

徐仕海 合作与发展处处长 成都理工大学

赵元龙 教授 贵州大学

孙 革 名誉院长、教授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田 宁 副院长、副教授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杨建杰 教授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包 童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学生态学院

王艳芬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

周元泽 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于立业 党委副书记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黄 方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葛全胜 所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孙有斌 所长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何宏平 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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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廖伍平 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

邓 涛 所长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朱 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徐 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闫俊华 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姚永刚 所长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王光鹏 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解绶启 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邓 强 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杨洪波 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陈世龙 所长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研究所

杨永平 主任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周浙昆 教授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张元明 所长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关晓武 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孙承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陈 朴 科研处处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张水昌 研究员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邓胜徽 研究员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张洪安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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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蒋飞虎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

李 潇 助理工程师 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

张守鹏 油田高级专家 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王必金 副总经理 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

包汉勇 院长 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闫泗民 实验技术主任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杨晓清 实验技术主任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赵永强 所长 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申宝剑
页岩油气室党支部书记、副

主任
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薛永安 副总经理、总地质师 中海油天津分公司

吴克强
副总地质师、

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谢晓军 高级工程师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张铜耀 副经理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实验中心

曲日涛 副总地质师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实验中心

杨纪磊 主任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实验中心

张作衡 所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邢树文 所长、党委副书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迟振卿 副所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姚建新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刘鹏举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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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侯春堂 所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刘林敬 处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董 颖 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李瑞敏 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季燕南 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李树才 副总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滕 超 调查室负责人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胡时友 党委书记、副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周恳恳 办公室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张 永 科技处副处长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邢光福 副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牛志军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王传尚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王建坡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邵业宏 处长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矿保处

邢应太 主任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矿保处

陈强春 主任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矿保处

李文略 主任科员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夏 军 副总工程师、总工办主任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徐锦龙 工程师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laeobiology, High Resolution Stratigraphy and Fossil Energy
with celebrations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CAS

22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何玉生 副院长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

方怀宾 主任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洪增林 党委书记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白鹏飞 办公室主任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钞中东 主任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郭岐明 副所长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地质遗迹调查所

张光学 党委书记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杨 振 科技处副处长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何 兵 中心主任 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

刘 胜 副总工程师 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

蔡砥柱 项目负责人 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

赖 东 副馆长 重庆自然博物馆

姜 涛 副研究馆员 重庆自然博物馆

高殿松 副馆长、总工 河南自然博物馆

常 飞 助理工程师 河南自然博物馆

李 雨 助理工程师 河南自然博物馆

金幸生 副书记 浙江自然博物馆

张玉光 研究员 北京自然博物馆

孙炯清 党群人事部负责人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

李 光 科委会主任 湖南省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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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崔洪波 党委副书记、区长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

裴亚军 事务中心主任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

王 海 副处长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

王小辉 项目主管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

梁 策 综合部部长 国铁川藏铁路创新公司

许晓音 公司总裁 常州中华恐龙园

李大鹏 总经理 陕西太华古化石博物园有限公司

刘步庭 副总经理 陕西太华古化石博物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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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贺信贺电列表（截止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单位 单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2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2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 全国地层委员会 2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4 中国古生物学会 24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
术研究所

5 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 2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6 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 26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7 南京大学 27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8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10 西北大学 30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1 沈阳师范大学 31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12 成都理工大学 3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13 河北地质大学 33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14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34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15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5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16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36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17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37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38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19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39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20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0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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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41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58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42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研究所 59 中国地质博物馆

43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60 北京自然博物馆

44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61 浙江自然博物馆

45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62 天津自然博物馆

46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63 河南自然博物馆

47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

64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

48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
山植物园

65 江苏省地质学会

49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研究所

66 江苏省石油学会

50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67 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51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68 中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

52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69 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

53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70 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54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71 中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55 天津市地质调查院 72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实验检测技术中心

56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 73 中石化勘探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57 山西省地质调查院 74 陕西太华古化石博物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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