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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年会暨专委会换届大会 

二号通知 
 

为充分展示、交流我国工程地球物理领域的最新研究和技术成果，促进行业创新与学科、

技术发展，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定于 2022 年 8 月 19-22 号，在福建省

泉州市召开本年度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将采用主旨报告、论文宣讲、展板报告及专业仪器设备展览、推介相结合的方

式，为参会代表及专业仪器厂商提供深入讨论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届时将邀请国内相关领域

的院士、知名专家学者报告最新研究成果，竭诚欢迎国内专家学者同行莅临指导、交流。 

今年是工程地球物理专委会换届年，专委会第五届委员会将在学术年会期间完成换届改

选，成立第六届委员会。请专委会全体成员积极参加换届大会。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术年会主办和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地资源装备技术工程实验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地装（重庆）地质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岩土工程技术分公司 

山东百廿慧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地震局 

二、学术年会主题与专题 

本次会议以“工程地球物理技术进展与应用”为主题，聚焦但不限于以下五个专题：  

1. 城市地质安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地球物理关键技术 

2. 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工程地球物理 

3. 地球物理探测、检测新方法新技术与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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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球物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5. “双碳”目标与工程地球物理 

三、会议组织机构 

1. 领导小组 

组  长：底青云 

副组长：陈昌彦  郭勇洪  李怀渊  李  貅  吕庆田  米晓利  田连义 

王怀洪  肖西卫  邢文宝  徐佩芬  徐  涛  周  杨 

2.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底青云 

副主任：李  坚  李  貅  沙  椿 

委  员：蔡红柱 陈昌彦 程久龙 程建远 方  慧 胡  绕 黄世强 韩永琦 蒋良文  

冷元宝 李怀良 李学文 李志华 林志清 刘  斌 刘金光 刘  铁 吕庆田 

穆建强 王怀洪 王槐仁 裴世建 钱荣毅 孙成禹 田忠斌 谢昭晖 熊  彬  

薛国强 徐佩芬 姚  金 杨镜明 殷长春 于景邨 张  华 张建清 朱自强 

3. 秘书及会务组 

秘 书 长：徐佩芬 13701018440 

副秘书长、会务：安志国 13552831712  王超凡 13701117058  周  杨 13503719493  

谭晓梅 13807191469   

四、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8 月 19 日全天报到 

8 月 20 日～22 日，换届扩大会议、学术交流会、仪器展览 

地点：泉州迎宾馆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通港东街 168 号（交通路线详见附件一） 

酒店联系电话：0595-28239999 

五、会议交流方式 

1. 大会特邀报告：每人报告 25 分钟、讨论 5 分钟 

2. 优秀论文候选人学术报告：每人报告 10 分钟、讨论 5 分钟 

3. 大会学术交流报告：每人报告 10 分钟、讨论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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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展板报告：会场全天 

5. 仪器展览：会议期间全天 

报告内容及时间安排详见会议指南。 

六、会议论文征集 

现征集与本次会议所设专题相关、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征文要求如下： 

1. 不少于四页纸（包含图和参考文献）的长摘要格式或全文； 

2. 论文模版请从 http://www.cgscgs.org.cn/files/tongzhi/note(2017)042501-fj1.doc（中国地

球物理学会网站）下载； 

3. 请以word电子文档投稿，投稿邮箱：cgsceg@mail.iggcas.ac.cn； 

4. 投稿截止日期：2022年7月31日。 

会议学术委员会将从投稿论文中评选优秀论文、遴选大会口头报告。高水平论文将推荐

到Journal of Geophysics and Engineering（JGE）及国内SCI、EI、核心期刊发表。 

七、优秀论文奖评选 

本次会议设立“2022年中国工程地球物理优秀论文奖（重仪科技奖）”，依据“中国地

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优秀论文奖”评选办法评选并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八、会议注册费 

1.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1800元/人，非会员2000元/人； 

2. 在校学生会员（不含博士后）：900元/人，非会员1000元/人; 

3. 随行人员：1000元/人。 

注册费请现场缴纳。如只能对公汇款交纳，请提前汇至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账户（详见十

一）。 

九、仪器展览及产品推介 

拟参加仪器设备展览及产品推介的单位，请在7月31日之前通过电子邮箱

910899667@qq.com提交报名回执，未提前报名的单位不能保证展台。参展收费标准： 

1. 15000元：一个展台+10分钟报告+发产品广告资料+免2人注册费； 

2. 10000元：10分钟报告+发产品广告资料+免1人注册费； 

3. 5000元：发产品广告资料。 

mailto:910899667@qq.com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Committee of Engineering Geophysics, Chinese Geophysical Society 

投稿邮箱: cgsceg@mail.iggcas.ac.cn；参会回执邮箱: 910899667@qq.com 

请联系会务组（谭晓梅 13807191469）确认有展位后再交参展费。具体布展事宜将在缴

费确认后另行通知。 

十、食宿 

参会嘉宾及随行人员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十一、缴费方式 

1．会议注册费 

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收取并开具发票。 

缴费方式： 

（1）报到现场缴费支付：刷卡或现金支付。 

（2）银行汇款转账支付，银行转账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开户银行： 工商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银行帐号： 0200 0076 0901 4454 432 

说明：①请务必在汇款备注中注明：“cgsceg泉州会议注册费”、第一作者姓名、手机号

码，并将汇款信息发到学会邮箱：dqwlcw@163.com，学会财务联系人闫老师，电话

18610430186，010-68729347; 

②请务必填写开票信息（附件二）并发至学会邮箱：dqwlcw@163.com。 

2. 会议住宿费 

发票由泉州迎宾馆开具。 

十二、参会回执 

请见附件三。为统计参会人数、安排食宿，参会回执请务必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前电邮

至会务组邮箱（910899667@qq.com）。会务联系人谭晓梅，13807191469。 

如遇疫情等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会期有可能变更，请大家关注地球物理学会

网站及相关微信群通知，并提前了解、遵守当地防疫规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工程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mailto:dqwlc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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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泉州迎宾馆地理位置示意图及抵达酒店交通路线 

1. 晋江机场---泉州迎宾馆：15公里，乘坐出租车40元左右，约25分钟； 

2. 泉州站---泉州迎宾馆：18公里，乘坐出租车50元左右，约30分钟。 

       注：下图中的泉州东站为货运站，客运火车不停。 

 

 

 

 

 

 

 

 

 

 

 

 

 

 

 

 

泉州迎宾馆地理位置示意图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通港东街 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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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信息表 

姓  名  邮箱  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开票金额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信息表 

姓  名  邮 箱  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开票金额  

友情提醒： 

1. 以银行转账方式交费的参会代表，请务必填写开票信息并发至学会邮箱：dqwlcw@163.com，开普票或专票请填写对应表格； 

2. 联系电话务必填写手机号码，以便会务组能及时联系到您； 

3. 学会财务联系人闫老师，电话18610430186，办公电话：010-68729347。 

 

mailto:dqwlc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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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参会回执 

单位:                                               

姓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Email  

预订房间数 
酒店房型（元/天，含

早），请打勾预定 合住人姓名、 

电话 
单人标间 双人标间     

          间      间      

          间      间      

          间      间      

          间      间      

仪器参展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 所需展台      个 

仅发广告材料、 

产品目录 
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  

1. 友情提醒：(1) 由于会议期间正值当地旅游旺季，住宿紧张，参会回执请务必于2022年8月10日前电邮至会务组邮箱

910899667@qq.com，以便统计到会人数、统一安排食宿。按时提交回执的住宿订单将优先安排。 

(2) 联系电话务必填写手机号码，以便及时联系到您。 

2. 酒店房间说明：酒店房价：380元/天（双人标间），480元/天（单间）。 

3. 会务组房间预定联系人：谭晓梅 13807191469，邮箱：910899667@qq.com。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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