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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 
 

会议组织机构 

一、发起、主办、承办和协办单位 

发起单位： 

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 

  国际地球科学计划委员会  

  国际地层委员会侏罗纪地层分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主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 

中国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地质学会   

全国地层委员会 

中国石油学会 

中国地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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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

二、国际学术委员会 

主 席： 
Palfy J.    匈牙利自然历史博物馆 

委 员： 
Boughdiri M. 突尼斯 Bizerte 理工大学  
Chellai El H. 摩洛哥阿亚德大学 
Fürsich F. T.  德国维尔兹堡大学 
Hesselbo S.  英国牛津大学 
Hirano H.  日本早稻田大学 
Jenkyns H.  英国牛津大学 
Lucas S.G.   美国新墨西哥自然科学博物馆  
Marquez-Aliaga A.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 
Matsuoka A.    日本新瀉大学 
McElwain J.C.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Meesook A.   泰国矿产资源部地质研究所 
Melendez G.    西班牙 Zaragosa 大学 
Morton N.    国际侏罗纪地层分会前主席 
Ogg J.    美国普渡大学 
Olsen P.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Pavia G.   意大利 Torino 大学    

 
Pienkowski G.   波兰地质研究所 
Popa M.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 
Riccardi A.   阿根廷国立 La Plata 大学 
Smith P. L.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Soussi M.      突尼斯理工大学 
Thevenard F. 法国里昂第一大学 
Vajda V.        瑞典伦德大学   
Wierzbowski A.  波兰华沙大学 
Wimbledon W.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Zakharov Y. D.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地质研究所 
沙金庚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史晓颖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季  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孙  革    沈阳师范大学/吉林大学 

徐  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杨振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邓胜徽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王永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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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指导委员会 

主 席： 
顾知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委 员： 
Hallam A. 英国伯明翰大学 
Warrington G. 英国地质调查局  
Enay R.  法国里昂第一大学 
孙  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廷栋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殷鸿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周志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任继舜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朱日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贾承造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柴育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范蔚茗  中国科学院资环局 
金之钧  中国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 
董树文  中国地质科学院 
刘敦一  中国国际地球科学计划全国委员会 
王成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陈丕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刘本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思恩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张师本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四、中国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席： 

汪  民   国土资源部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 

魏  宏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主  席：  

沙金庚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副主席： 

陈晓宁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 

常  旭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科学技术局 

杨  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黄润秋 四川省政协、成都理工大学 

薛  康   四川省人民政府 

宋光齐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崔保华   中共遂宁市委 

胡昌升   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政府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晓樵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  平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王统良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 

王海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任  东   首都师范大学 

刘  静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 

刘德福   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政府 

孙春林   吉林大学 

孙柏年   兰州大学 

许怀先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阴家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何大海   中共遂宁市委 

张鸿翔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科学技术局 

李  仁   中共射洪县委 

李  奎   成都理工大学 
李继江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环境处 

肖加飞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周  新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 

周少平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科学技术局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欧阳辉   重庆自然博物馆 

姚玉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姚华舟   中国地质科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骆耀南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徐志文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袁小虹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环境处 

彭平安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童金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舒良树   南京大学 

蒋  俊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环处 

秘书长： 

王永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副秘书长： 

蔡华伟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曾凡伟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环处   

袁仲文    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政府  

邹文才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谢常荣    四川省射洪县国土资源局 

学术秘书： 

泮燕红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 
中国四川 遂宁市射洪县 2010 年 8 月 9－13 日 

 
1. 简 介 

即将于 2010 年 8 月在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召开的“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是继 2006 年波兰克拉

科夫第七届侏罗系大会之后，世界侏罗纪地质科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次盛会，也是该大会首次在亚太地区

举办。会议以“海相和非海相侏罗系”为主题，关注全球侏罗纪地球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和新进展。除了

开展一系列学术研讨外，还将组织中国和泰国的海相和陆相侏罗系（含三叠系和白垩系）的会前和会后

野外地质考察。 
大会由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国际地球科学计划委员会、国际侏罗纪地层分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地球科学部发起，由中国科学院、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遂宁市人民政府和射洪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会议讨论的科学专题包括：侏罗系岩石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年代地层学、磁性地层学、古生物学、

沉积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煤炭和石油地质学、同位素地质学、重大地质事件、古地理古气候与

古环境、古大气碳循环、矿产和能源资源，以及地质公园和博物馆科普教育等诸多方面。会议期间，国

际侏罗纪地层分会将召开全体大会，国际地球科学计划 IGCP506 项目也将召开工作组会议。 
魅力四川射洪已张开双臂，热诚欢迎您参加 2010 年夏季侏罗纪地质科学盛会－“第八届国际侏罗系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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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议地点 

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将在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举行。四川自古

以物产富饶、风景优美，山川秀美和人文荟萃而著称，有着悠久的历

史文化及自然资源，不仅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且是我国地球科

学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地区之一。四川盆地侏罗纪地层十分发育，富

含丰富多样的古生物化石群和能源矿产资源，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陆相侏罗纪地层研究对比的经典地区。遂宁地处盆地中部，上侏罗统

“遂宁组”和“蓬莱镇组”的标准命名剖面位于本区。 
射洪县为遂宁市经济强县，交通便利（东靠南充，西临成都，南

接重庆，北抵绵阳），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射洪人杰地灵，具有 1500
年的历史，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故乡以及中国名酒沱牌曲酒和舍得酒的产地。射洪以其悠久的历史文

化、美丽的灵山秀水，优雅的城市环境而被誉为“川中明珠”、“魅力之都”和“诗酒之乡”。 “狂歌遇形胜，

得醉即为家”，诗圣杜甫曾经如此赞美射洪风光。“春城天不夜，人语市如潮”，是对射洪这座充满活力“山
水园林城市”的写照和赞美。这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子昂读书台、金华山和平安寨风景区、龙凤

峡中华侏罗纪旅游探秘度假区、射洪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沱牌酿酒“泰安作坊”等人文和自然景观享誉

国内外。 
本次大会的举办地点富螺湾酒店位于射洪县城北，是一座大型豪华旅游度假型多功能酒店，东滨涪

江、南临螺湖，远眺登云高塔，近览湖光山色，林木葱笼，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有“天然氧吧”之美誉，

酒店园区四周广布上侏罗统蓬莱镇组地层剖面。酒店具有多样化的舒适客房、设施齐备的会议中心以及

网球场、人工天然游泳池等，是集会议、度假、工作休闲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服务中心。 



 

 

3. 大会语言 
第八届国际侏罗纪大会语言为英语。 

4. 学术活动计划  
会议的主题为“海相与非海相侏罗系”，分为以下学术讨论专题，包括： 
1) 海相与非海相侏罗系的界线和层型（IGCP506）； 
2) 生物地层学、层序地层学、同位素地层学、以及磁性和旋回地层学； 
3) 侏罗纪生物多样性和演化；  
4) 沉积相、古环境以及生态系统重建； 
5) 构造格局与古地理演化; 
6) 侏罗纪的古气候与古大气碳循环； 
7) 重大生物和地质事件：地层记录、成因和机制； 
8) 侏罗纪沉积矿产以及油气和煤炭等能源资源； 
9) 侏罗纪地质公园和博物馆－在地质遗迹保护和公共教育中的作用； 

5. 野外考察路线 
本次大会安排有会前、会间和会后三类野外地质科学考察路线。各条路线的日程和考察内容等详细

介绍，请登录会议网站www.jurassic2010.cn查阅。欲参加野外考察者请同时与有关野外路线的负责人联系。

各条路线的日期、领队以及收费（人民币）如下（注：4 月 23 日对A1 和C2 路线进行了调整）： 
 

编号 考察路线 日期 领队/负责人 收费标准 
（人民币） 

A1 新疆非海相三叠-侏罗系地层以及三叠/侏罗

系界线 
注：此路线调整为 A1 (New) 

A1 
(New) 

鄂尔多斯盆地（陕西）陆相三叠－侏罗系和

白垩系 
8 月 2－7 日 邓胜徽 4300 元 

A2 辽西地区非海相侏罗-白垩系地层及热河生

物群 
8 月 3－7 日 姜宝玉 4000 元 

C1 四川盆地三叠-侏罗纪地层、生物群和重要

地层界线 

8 月 14－19 日 王永栋 2500 元 

C2 藏南海相三叠-侏罗-白垩纪地层 注：此路线调整为 C2 (New) 
C2 

(New) 
江苏浙江二叠－三叠系和侏罗系 8 月 14－18 日 蔡华伟 3600 元 

C3 泰国海相与非海相侏罗系 8 月 14－22 日 Assanee Meesook 6000 元 (850 美元) 
备注：1）由于路线参加人数较多，实际报名以缴费先后顺序为准；2）具体参加人数和名单将由各路线领队根据国外和国内代表的报名情

况决定；3）参加泰国考察路线的国内代表，需要泰国入境签证，请与秘书处和领队联系。 4）考察路线会根据注册报名情况及其他偶发事件

进行增减或者调整。 

 

A. 会前考察路线                                                                   
A1. 新疆非海相三叠-侏罗系地层以及三叠/侏罗系界线（注：此路线调整为 A1 (New) ） 
 
A1(New). 鄂尔多斯盆地（陕西）陆相三叠－侏罗系和白垩系（2010 年 8 月 2－7 日） 

内容： 8 月 2 号从北京出发到西安和延安，考察西北鄂尔多斯盆地典型陆相三叠－侏罗系和白垩系

地层。与西北准噶尔盆地相似，这里的三叠－侏罗系十分发育，富含植物、孢粉、双壳、叶肢介、昆虫

以及鱼化石等。主要参观三条剖面：1）湖相下－中三叠统以及河流相和三角洲相下－中侏罗统；2）河

流相、三角洲相、沼泽相以及湖相上三叠统；3）完整的侏罗系地层序列（包含上三叠统顶部和下白垩统）。

路线包含在西安及其附近的文化自然遗产考察内容。8 月 8 日从西安乘飞机抵达成都。 
路线负责人：邓胜徽(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shdeng2001@yahoo.com.cn)，袁效奇（中国石油长庆

http://www.jurassic2010.cn/
mailto:shdeng2001@yahoo.com.cn


 

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等 
国内代表收费：4300 元人民币。包括 6 天食宿（8 月 2 日-7 日，房间为两人一间）、交通费、博物馆

和景区门票、野外指导书，以及从北京前往西安（8 月 2 日）和从西安前往成都（8 月 8 日）的经济舱机

票等费用。 
 

A2. 辽西地区非海相侏罗-白垩系地层及热河生物群（2010 年 8 月 3－7 日） 

内容：路线始于北京，8 月 7 日结束，8 月 8
号乘飞机抵达成都。期间主要考察辽西北票和朝
阳共四个地点的非海相侏罗系和下白垩统，包括
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和热河生物群化石产地。 

路线负责人：姜宝玉（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byjiang@nju.edu.cn），姚小刚、张晓林（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国内代表收费：4000 元人民币。包括 5 天食宿

（8 月 3 日-7 日，房间为两人一间）、交通费、博物

馆和景区门票、野外指导书，以及从北京到成都（8
月 8 日）的经济舱单程机票等费用。 

 
B. 会间考察路线                        

B1. 四川遂宁周边地区侏罗纪地层和射洪硅化木国

家地质公园考察 
B2. 北川县2008年 5.12四川汶川地震博物馆及遗址

考察 
B3. 成都及周边地区自然、人文和历史遗址考察 

C. 会后考察路线                                                                 

C1. 四川盆地三叠-侏罗纪地层、生物群和重要地层界线（2010 年 8 月 14－19 日） 

内容: 本路线 8 月 14 日从射洪出发，19 日到成都后结束。主要考察四川遂宁、三台、自贡以及
重庆合川、北碚、大足地区出露完好的三叠－侏罗系剖面，包括三叠系底界、三叠系中、上统海相
和陆相变迁界线、三叠－侏罗系和侏罗－白垩系界线。考察自流井组、新田沟组、沙溪庙组、遂宁
组和蓬莱镇组等命名标准剖面以及双壳、叶肢介、腹足类、植物、硅化木以及恐龙等化石。还将考
察遂宁、重庆、合川、大足和自贡等地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路线负责人：王永栋、罗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ydwang@nigpas.ac.cn, 
huiluo@nigpas.ac.cn），欧阳辉（重庆自然博物馆），李奎（成都理工大学） 

国内代表收费：2500 元人民币。包括 6 天食宿（8 月 14-19 日，房间为两人一间）、交通费、博物馆

和景区门票以及野外指导书等费用。 

C2. 藏南海相三叠-侏罗-白垩纪地层（注：此路线调整为 C2 (New) ） 
 

C2 (New): 江苏浙江二叠－三叠系和侏罗系（2010 年 8 月 14－18 日） 

内容：8 月 14 日从程度乘飞机抵达南京，考察南京及其附近的三叠－侏罗系，浙江长兴二叠－
三叠系，18 日抵达上海后结束。考察地层包括：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地区陆相中三叠统（黄马青组）、
下－中侏罗统（象山组），以及浙江长兴的煤山剖面的海相二叠－三叠系界线和全球界线层型（GSSP，
金钉子）；包括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南京地质博物馆以及南京及其附近的文化和历史景点。 

路线负责人: 蔡华伟 (hwcai@nigpas.ac.cn) 等。 
国内代表收费：3600 元人民币。包括 5 天食宿（8 月 14 日-18 日，房间为两人一间）、交通费、博物

馆和景区门票、野外指导书，以及从成都前往南京（8 月 14 日）的经济舱机票和抵达上海（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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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巴交通费用等。 
 

C3. 泰国海相与非海相侏罗系（2010 年 8 月 14－22 日） 

 内容：本线路主要考察泰国Mae Sot, Chumphon, Nakhon Si Thammarat,以及Krabi地区的海相侏罗
系剖面和双壳、菊石和珊瑚等化石产地，还包括上三叠统－下白垩统地层剖面以及非海相Phu 
Kradung组地层。参加者8月14日从成都抵达曼谷，考察北方的Phitsanulok, Sukhothai以及Mae Sot地区，
然后考察南部的,Prachuap Khiri Khan, Surat Thani和Krabi地租，8月22号在普吉岛结束。 

路线负责人：Assanee Meesook (泰国矿产资源部，化石和地质博物馆，jurassicthai@hotmail.com, 
meesook_a@hotmail.com) 

参会者人数：最少 18 人，最多 35 人。 
国内代表收费：6000 元人民币（850 美元）。包括 9 天住宿（8 月 14 日-21 日，房间为单人间）、伙食、

交通费、博物馆和景区门票以及野外指导书、泰国文化表演及相关观光等费用。参加者需要自己承担从

成都到曼谷和从 Phuket 返程的机票费用。路线负责人将协助预订和安排从成都到曼谷和从 Phuket 到曼谷

的航班，由代表自己支付）。 

6. 大会日程 
8 月 2-7 日 会前地质考察（鄂尔多斯盆地、辽西地区） 
8 月 8 日     全天：报到注册 

晚上：冷餐会 
8 月 9 日  上午：大会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会 

下午：参观射洪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 
晚上：欢迎招待会 

8 月 10 日 全天：学术专题分会及展版报告 
晚上：文化活动 

8 月 11 日 会间考察 
8 月 12 日 全天：各专题分会及展版报告；工作组会议 
8 月 13 日 全天：学术专题报告；国际侏罗纪地层分会全体会议；闭幕式 

晚上：告别晚宴 
8 月 14-22 日 会后地质考察（四川盆地、苏浙地区和泰国） 

7. 邀请函和签证表 
大会将为参会代表提供正式邀请函，参加泰国野外考察的代表需要办理泰国入境签证。如果您需要

上述正式邀请函，请提前与秘书处联系。 

8. 论文摘要  
欢迎所有与会人员提交有关侏罗系（含相关三叠系和白垩系）研究各个领域及相关专业进展的论文

摘要。大会将正式出版论文摘要集，以专辑的方式在“Earth Science Frontiers”(《地学前缘》英文版)上发

表。 
论文摘要请用英文撰写，每篇摘要的篇幅为A4 纸 2-3 页，字体为Times New Roman, 正文字号 12 号。

摘要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单位、通讯方式、邮件地址、四个关键词、摘要内容，以及必要的图表（最

多一幅；图表详细要求见Abstract Format）。作者名或缩写在前，姓在后。具体格式参考Abstract Format，
可从大会网站（www.jurassic2010.cn）上下载。 

摘要请提交电子版文件（MS Word格式），国内参会代表请通过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会议秘书处邮箱：

psc@nigpas.ac.cn或jurassic@nigpas.ac.cn。 
提交论文摘要的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1 日。 

9. 住宿和宾馆预订 
本次大会的国内正式参会代表住宿安排在射洪富螺湾酒店，学生代表安排在射洪红昇大酒店和太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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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具体房价如下： 
1） 富螺湾酒店商务楼：普通标间或单间（带卫生间、电视、电话、空调、网线等），价格：每晚 180

元人民币。 
2） 红昇大酒店：普通标间或单间（带卫生间、电视、电话、空调、网线等），价格：每晚 130 元 
3） 太和大酒店：普通标间或单间（带卫生间、电视、电话、空调、网线等），价格：每晚 130 元 

国内参会者在提交注册报名表时，可委托大会秘书处预订房间。 

10. 交 通 
射洪县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180 多公里，有成南高速公路和省道连通，乘大巴约 2.5 小时车程。成都

国际机场为中国四大机场之一，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来自每周有超过 500 个国际往返航班

（包括直飞及代码共享航班连接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与国内许多城市都有航班往返，如北京、

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沈阳、武汉、重庆、兰州、拉萨、乌鲁木齐等地。 
大会注册报道期间，组委会将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和成都火车站安排免费接站。 

11. 天气及衣物 
四川盆地 8 月份天气炎热。温度在 25°至 35°之间，偶尔有雨。会议期间请备好夏装及雨伞。参加新

疆、辽宁及西藏野外路线的代表请备好秋装。 

12. 社会活动 
会议期间将有专业旅行社驻会为与会代表与陪同人员安排一系列社会考察参观活动，以便更好了解四

川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以及民俗民风等。主要社会参观活动包括：1) 射洪金华山道观、陈子昂读书台、

平安寨及龙凤峡景区；2) 遂宁大英“中国死海”、观音故里及宋瓷器博物馆；3) 中国沱牌曲酒生产线及沱

牌生态公园；4) 江油、海螺沟、华蓥山、自贡等国家地质公园；5）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九寨沟、黄龙、

都江堰及青城山等）景区；6）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三星堆、金沙遗址等。 

13. 注册与缴费  
1）注册费：国内参会代表的注册费（人民币）为： 

正式代表：1000元； 学生代表：600元；   陪同人员：500元； 
备注：（1）正式代表和学生代表注册费用包括：会议公文包、文具、学术出版物、论文摘要集、会议日程手册、纪

念品、冷餐会、欢迎宴会、闭幕宴会、文化活动、会间交通等费用。 

（2）陪同人员注册费用包括：会议公文包、文具、纪念品、会议日程手册、冷餐会、欢迎宴会、闭幕宴会、文

化活动、会间交通等费用。 

（3）学生代表注册时需要有效在读证件（学生证或研究生证）。 

（4）注册表：本会议中文通知后附有中文注册表，或从大会网站http:www.jurassic2010.cn下载英文表。 

（5）由于会期正值暑假，建议确定参会者尽早于6月30日前办理注册缴费汇款手续。 

 



 

 

2）缴费方式：国内参会代表的会议注册费及野外考察路线费用请汇至以下账号：  
开户名：中国古生物学会 
开户行：南京市工商银行成贤街支行 
账  号：4301010809001142661 

14. 重要日期  
2010年2月1日  第二轮英文会议通知发布 
2010年4月10日 国内参会中文会议通知发布 
2010年5月1日  论文摘要最后接受截至日期 
2010年5月1日     国内代表注册表表返回日期 
2010年6月30日 第三轮英文通知和第二轮中文通知发布 

15. 大会网站  大会筹备进展、详细学术和地质考察休息、会议通知下载、注册报名、会议中英文通知、

摘要模板等，请浏览第八届侏罗系大会网站 (www.jurassic2010. cn)。 

16. 国内参会代表联系方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邮编：210008） 
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秘书处 唐玉刚  
电话: 025-8328 2138; 手机：(0)13605172720; 传真: 025-8335 7026;  
E-mail: psc@nigpas.ac.cn; 或 jurssic@nigpas.ac.cn 

四川省射洪县国际侏罗系大会筹备办公室 (邮编 629200) 
电话：0825-6622929;  传真：0825-6622553 

大会网页: www.jurassic2010.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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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JURASSIC SYSTEM 
 

国内参会代表注册回执表 

*******************************************************************************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__________ 

职称或职务 (中、英文):                           性别：男  (   )   女 (   )                    

单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____ 

                                                                                  ___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__ 

手机:                              E-mail (很重要):                                  __ 

 我计划注册为（打√ 选择）： 会议代表 (  )   学生代表 (  )   陪同人员 (  ) 

 我愿意提交： 口头报告 (  ) 或 展板报告 (  ) 

 报告/摘要的题目如下（英文）: 

                                                                               _____ 

                                                                               _____ 

 我计划参加的学术活动专题会议编号：  (   ) 

 我计划参加的野外考察路线编号：      (   ) 

 我计划预订的宾馆是：富螺湾酒店（  ），红昇大酒店（ ），太和大酒店（ ） 

 房间类型：单人间 （ ）， 双人间（ ）   

 注册缴费日期：                 _______ 

 我对学术专题会议及野外考察的建议是:  

                                                                                ____ 

                                                                             

 请在 2010 年 5 月 1 日前将此表格发送至: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 39 号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国际侏罗系大会秘书处 唐玉刚  
邮政编码：210008  
电话: 025-8328 2138; 传真: 025-83357026 
E-mail: psc@nigpas.ac.cn；jurassic@nigpas.ac.cn

 
签名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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