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 29 届学术年会

第二号通知

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 29届学术年会将于 2018年 9月 17
日至 19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

开展以“新时代的古生物学-学科交叉与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系列学术交流，评选和颁发中国

古生物学会第八届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第四届青年古生物学奖、2017年度中国古生物

学十大进展以及研究生优秀学术报告奖等。现将有关会议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1. 主办：中国古生物学会

2. 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前沿科

学与教育局、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3. 承办：河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河南理工大学

4. 协办：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资源地层学与古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重点实验室 造山带与地壳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古生物博

物馆 教育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

5. 指导委员会：

吴新智 殷鸿福 汪品先 张弥曼 周志炎 郑守仪 戎嘉余 陈 旭 邱占祥

舒德干 周忠和 邱铸鼎 项礼文 曹瑞骥 穆西南 汪啸风 沙金庚 郝守刚

朱 敏

6. 组织委员会：

主 席：杨 群

副主席：孙 革 邓 涛 童金南 姚建新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青 王训练 王永栋 王宇飞 王向东 王汝建 王丽霞 王 怿 王 原 牛志军

邓胜徽 邓 涛 白志强 冯庆来 冯 卓 巩恩普 同号文 吕厚远 朱怀诚 任东

华 洪 向 荣 刘 羽 刘家润 郑 卓 郑晓廷 许晓音 孙 革 孙元林 孙春林

孙柏年 苏 新 杨 群 吴亚生 陈木宏 张兆群 张兴亮 张志军 沈树忠 武 涛

欧阳辉 罗 辉 季 强 金建华 周传明 孟庆金 赵丽君 胡东宇 姜宝玉 姚建新

袁训来 徐 星 高林志 陶庆法 姬书安 黄清华 黄智斌 彭光照 彭 进 童金南

谢树成 詹仁斌

秘书长： 王永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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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

蔡华伟 张 翼 刘建波 纪占胜 何卫红 孙跃武 单华春 徐 莉 齐永安

闫德飞 张志飞 张 宜 尹士银 吴 勤 张 培

学术秘书：蒋 青

二、会议时间地点和初步日程

1. 时间：2018年 9月 17-19日（9月 16日报到，9月 20日结束）

2. 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迎宾馆

3. 初步日程

9月 16日：全天会议报到，十一届七次理事会会议

9月 17日：开幕式，大会报告会，分会场研讨会；

9月 18日：分会场学术报告；选举产生第十二届理事会

9月 19日：分会场研讨，大会报告会，闭幕式

9月 20日：会议结束，野外考察开始

三、会议主要内容：

1.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2.大会特邀报告会、分会场报告、分论坛和展板报告

3.颁发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和青年古生物学奖

4.颁发 2017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5.颁发青年学生优秀学术报告奖

6.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换届选举

7.化石展、出版物和仪器设备展览展示

8.参观河南省地质博物馆，会前和会后野外地质考察。

四、研讨会分会场及召集人

本次会议研讨和交流的内容涉及古生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所有领域和分支，主要包

括：古无脊椎动物学、微体古生物学、古植物和孢粉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生物

地层学、地球生物学、古生态学、古地理学以及古气候学、地史时期生物多样性、分子古

生物学、重大生物地质事件与环境变化、古生物数据库、古生物学教学与人才培养、博物

馆与科普教育、古生物文旅、出版与新媒体、古生物化石保护等。

大会设立若干专题分会场或分论坛并确定分会召集人。分会场和召集人名单如下：

S1: 早期生命演化 召集人: 袁训来、华洪、周传明、刘鹏举

S2: 寒武纪特异化石库及埋藏学 召集人: 朱茂炎、张兴亮、彭进、张志飞

S3: 早古生代生物宏演化及其背景机制 召集人: 詹仁斌、刘建波

S4: 晚古生代生物与环境演化 召集人: 王向东、冯庆来、金小赤、王军

S5: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生态系统演变 召集人: 童金南、沈树忠、陈中强、张华

S6: 早中生代海生脊椎动物及演化 召集人: 孙元林、胡世学、李淳、刘俊(合肥)

S7: 三叠-侏罗系之交生物多样性演变及环境 召集人: 王永栋、邓胜徽、彭光照、张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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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热河与燕辽生物群研究 召集人: 任东、姬书安、胡东宇、黄迪颖

S9: 白垩纪生物群与环境-气候事件 召集人: 汪筱林、吕君昌、全成、席党鹏

S10: 新生代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变化 召集人: 王元青、孙柏年、同号文、金建华

S11: 综合地层学和后层型 召集人: 朱怀诚、姚建新、张元动、黄智斌

S12: 旋回地层与高分辨率地层 召集人: 吴怀春、黄春菊

S13: 古生物大数据与定量地层学古地理学 召集人: 樊隽轩、蔡华伟、薛进庄、史宇坤

S14：微生物沉积与生物礁 召集人: 吴亚生、巩恩普、王永标

S15: 古植物演化与古环境 召集人: 王怿、王宇飞、孙跃武、苏涛

S16: 孢粉学及古环境和人类活动 召集人: 吕厚远、郑卓、王伟铭、许清海

S17: 微体古生物学及应用 召集人: 王汝建、丁旋、武涛、唐鹏

S18: 古生态、古地理与古气候 召集人: 樊隽轩、吴亚生、王玥

S19: 遗迹化石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机遇 召集人: 齐永安、张建平、龚一鸣、邢立达

S20: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召集人: 邓涛、欧阳辉、张兆群、吴秀杰

S21: 地球生物学研究进展 召集人: 谢树成、曹长群、王风平、王春江

S22: 分子古生物学 召集人: 李春香、郝家胜、梁飞

S23: 青藏高原地层古生物研究进展 召集人: 罗辉、周浙昆、纪占胜、李国彪

S24: 洋板块地层及应用 召集人：张克信、牛志军、邢光福

S25：古海洋与油气资源 召集人：李保华、向荣、祝幼华、刘传联

S26: 古生物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召集人：殷宗军、刘煜、卢静

S27: 古生物学教学与人才培养 召集人：孙柏年、白志强、华洪、张宜

S28: 古生物博物馆与科普教育 召集人：孙革、王原、冯伟民、李杰明

S29: 化石保护研究论坛 召集人：王丽霞、李飞、徐莉、谭庆伟

S30: 社会公益组织与古生物化石保护 召集人：陶庆法、万晓樵、张立军

S31: 古生物化石与地质公园创新发展 召集人：张建平、金小赤

S32: 古生物文旅、出版与网络新媒体 召集人：单华春、郭建巍、高哲峰、徐洪河

S33：古生物化石收藏与科学传播 召集人：陆建华、周易杉、李海君、萧语富

S34: 青年古生物学者社会责任论坛 召集人：冯卓、滕芳芳、刘建妮、田宁、李金华

五、学术报告形式和要求：

1. 大会特邀报告：时间 35分钟；

2. 分会主题报告：时间 25分钟，包括 20分钟报告和 5分钟提问讨论；

3. 一般口头报告：时间 20分钟，包括 15分钟报告和 5分钟提问讨论；

4. 展板报告：展板尺寸为 90cm x 120 cm。需要在会议制定区域提前自行张贴。

为了吸引和鼓励更多青年学者和学生参会，活跃学术气氛，本次学术年会将设立研究生

优秀学术报告奖和优秀展版奖。

六、会议论文摘要

会前将编辑印刷论文摘要集，刊登参会者提交的论文摘要（含口头报告和展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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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日期为 2018年 7月 15日。

论文摘要的具体格式要求为：每篇摘要篇幅在 A4纸两页以内，一般不含图表和参考

文献。摘要的内容包括：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邮政编码、通讯作者 E-mail、稿件

正文以及 4－5个关键词。论文摘要请以WORD（doc.）文档格式撰写，提交摘要的邮件

地址：psc@nigpas.ac.cn

七、会议注册费：

1．普通会员：注册费人民币 1500元

2．学生会员：注册费人民币 1200元

八、会议住宿费：

按照财政部“关于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投入使用的通知”【 财办行

（2017〕72号】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精神，本次会议入住

宾馆的住宿费按照不同楼型标准分为两类，即 480元/间/天和 380元/间/天（均可单住或合

住）。

九、会后地质考察路线

会后将组织河南、云南、贵州和四川重庆等地区的野外地质考察路线，主要包括：

F1. 河南汝阳及栾川白垩纪恐龙动物群及地层剖面（共 4天）

F2. 河南淅川古生代及南阳西峡白垩纪地层与生物群（共 4天）

F3. 河南登封－焦作古生代地层与生物群（共 2天）

F4. 河南宜阳－济源中生代地层、沉积与遗迹化石（共 2天）

F5. 云南澄江寒武纪生物群（共 4天）

F6. 贵州盘县和兴义三叠纪生物群（共 4天）

F7. 四川达州遂宁和重庆合川三叠-侏罗系及生物群（共 4天）。

注：这是暂定的考察路线。线路的详细介绍、领队、日程以及费用估算等，将在 7月

15日发布。

十、会议地点交通信息

黄河迎宾馆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 1号，河南省的政治接待中心和会务中心。

宾馆位于郑州市区以北，北临黄河，南接连霍高速公路，东接 107国道，交通便利。距郑州东

站 24.5公里，距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50公里（如下页图）。

9月 16日报到日，会议组委会将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和郑州东站设接机接站服务。

十一、重要日期

论文摘要提交截至日期： 2018年 7月 15日
第三号会议通知发布时间： 2018年 8月 15日
会议详情和最新安排, 将在中国古生物学会网站 www.chinapsc.cn公布。

mailto:psc@nigpas.ac.cn
http://www.china-ps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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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联系方式

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处

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39号 邮编：210008
电话：025-8328 2138; 传真：025-8335 7026
E-mail: psc@nigpas.ac.cn；
学会网址：www.chinapsc.cn

会议地点交通位置示意图

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处

2018年 6月 10日

扫一扫关注学会微信

mailto:psc@nigpas.ac.cn
http://www.chinap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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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会回执表

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 29 届学术年会

参 会 回 执 表

备注：

1）此表信息非常重要, 将是制作会议代表证、代表名册、安排学术报告、住宿预订和野外考察安排的重

要依据, 请务必确认并认真填妥。2）请于 7月 15日前，填妥回执表，发到学会秘书处邮箱：psc@nigpas.ac.cn.

姓 名 性别 职称 /

职务

单 位

通讯地址 邮编

参会代表类型

（请打勾选择）

正式代表（ ） 学生代表（ ）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E-mail

口头报告题目 分会场代码

(从 S1~S34中选择)

展版报告题目
分会场代码

(从 S1~S34中选择)

住宿标准

（请打选择）
480元（ ） 380元（ ）

房间类型 单 间 （ ） 标 间（ ）

野外考察路线

初步选择

（请打勾选择）

F1 河南汝阳及栾川 （ ） F2 河南淅川及南阳 （ ）

F3 河南登封－焦作 （ ） F4 河南宜阳－济源 （ ）

F5 云南澄江 （ ） F6 贵州盘县和兴义 （ ）

F7 四川达州遂宁和重庆合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