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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 

（二号通知） 

“第三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会议一号通知发出后，得到了有

关单位和广大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会议秘书处现已收到会议论文全

文、摘要总计近 70 篇（摘要仍在征集中，稿件必须包括题目、作者

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摘要正文等信息，截

稿日期延至 2018 年 4 月 27 日），大会其他各项筹备工作也正在有序

进行中。 

本届会议拟就天然气地球科学研究及相关学科领域取得的新成

就、新进展进行广泛的交流。根据会议筹备委员会征集各有关方面意

见和讨论决定，“第三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会议将于 2018 年 5 月

9—11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热忱欢迎石油天然气界同仁踊跃参加

会议，届时我们将在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故里——美丽的绿城郑

州迎接各位的到来。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天然气地质研究所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气田开发研究所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天然气地球科学》编辑部 

二、会议主题 

天然气地球科学机遇与挑战 

三、会议专题 

1.天然气勘探与发现 

2.天然气地质学 

3.天然气地球化学 

4.非常规天然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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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然气开发 

6.实验技术与方法应用 

四、学术委员会 

主  席：戴金星 

副主席：贾承造  马永生  孙龙德  赵文智  金之钧  彭平安 

郝  芳  邓运华  邹才能  马新华  付锁堂  赵贤正 

田  军  张道伟 

委  员（按姓氏音序）：  

包书景  蔡春芳  陈践发  冯子辉  段  毅  关  平 

郭彤楼  韩永新  何家雄  侯读杰  胡国艺  琚宜文 

胡天跃  胡文瑄  胡永乐  黎茂稳  李  忠  李国雄 

廖前进  刘池阳  刘全有  刘树根  龙胜祥  卢双舫 

罗晓容  吕延防  倪云燕  秦  勇  宋  岩  陶士振 

腾格尔  王飞宇  肖贤明  肖又军  谢增业  杨海军 

杨占龙  张  敏  张功成  张文正  赵金洲  赵靖舟 

赵孟军  郑  民  郑军卫  钟宁宁  周立宏  朱光有 

五、组织委员会 

主  席：戴金星 

副主席：曲建升  魏国齐  何治亮  杨池银  张水昌  夏燕青 

刘文汇  陈启林  李  剑  贾爱林  黄保家  高  峰 

委  员（按姓氏音序）：  

包建平  曹  剑  陈国俊  陈践发  董大忠  冯子辉 

高  波  郝明强  胡国艺  胡永乐  黄士鹏  李贤庆 

刘化清  刘全有  吕宝凤  米敬奎  倪云燕  秦建中 

史基安  陶士振  田  辉  王建功  王卫红  王晓锋 

王振彪  王振升  位云生  卫延召  吴小奇  肖又军 

肖中尧  杨海军  杨占龙  张虎权  张金川  张立强 

赵靖舟  赵孟军  郑军卫  周世新  朱东亚  朱光有 

六、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5 月 9-11 日，9 日报到。 

地点：河南郑州﹒大河国际饭店（见附件） 

      （郑州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166 号，电话：0371-601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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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形式 

1.本届学术会议交流分大会报告、分会报告、展板三种形式。其

中大会报告 20 分钟（含提问）；分会报告 15 分钟（含提问）；展板规

格为 120 cm×80cm。 

2、评选、奖励 40 岁（含）以下中青年优秀论文和优秀展板。 

八、会议注册 

 5 月 9 日报到当日及会议期间均可进行会议注册（注册地点为

大河国际饭店一楼大厅），正式代表注册费为 1600 元/人，在校学生

（报道时需提供学生证，博士后按正式代表对待）及陪同人员注册费

为 800 元/人。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九、会议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秘书长：郑军卫 

学术组：黄士鹏  李小燕  王晓波  魏铁军  冯子齐 

会务组：田  欣  张蕾春  庚  勐  彭威龙  韩文学 

联系电话： 

李小燕 0931-8277790，13919789153 

田  欣 0931-8277790，13919300123 

张蕾春 0931-8277790，18009400750 

地址：兰州市天水中路 8 号《天然气地球科学》编辑部 730000 

联系及摘要投稿 E-mail: nggsf@lzb.ac.cn 

 

 

 

 

《天然气地球科学》编辑部 

第三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秘书处 

2018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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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会议地点及简介 

会议举办地点为大河国际饭店，其是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投资兴建的一家国

家四星级酒店。饭店位于郑州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交通便利。饭店

集住宿、餐饮、会议、康乐为一体，拥有 2000 平方米气势恢宏、功能齐全的会

展中心。拥有商务豪华套房、豪华标准房等各类房型共计 136间，客房均配备有

中央空调、电子保险箱、上网服务、32寸超薄液晶电视，训练有素的员工为您

提供一流的商务服务，使您在忙碌的同时也能静心欣赏东城美景。 

 

 

 

 

 

 

 

 

 

 

会议地点示意 

（二）到达方式 

1、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大河国际饭店 

（1）出租车：32.4 公里/30 分钟，约 100 元。 

（2）地铁+公交：新郑机场(地铁站)地铁城郊线(新郑机场--南四环)新郑机场上车-14 站-南

四环下车-地铁2号线(南四环--刘庄)-南四环上车-4站-南五里堡 A口下车-向东北步行45米，

右转进入航海东路-129 路(汽车客运南站--郑州高铁长途汽车枢纽站)-航海路新郑路上车-7

站-航海路高速路口下车-231 路(中州大道航海路--郑州东站)-航海路高速路口上车-8 站-经开

第三大街经北五路下车-沿经北五路向西步行 49 米，左转-郑州大河国际饭店。 

（3）机场大巴+公交：机场 1 线-机场->民航酒店（6:00-20:00，每 30 分钟一班，票价:20 元） 

民航大酒店(公交站)--向南步行 29 米，左转进入金水路-沿金水路步行 115 米，过马路后右

后转进入东明路-沿金水路向西步行 126 米，到达金水路东明路站-122 路(紫荆山金水路东--

经南五路公交站)-金水路东明路站上车-14 站-经开第三大街经北五路站下车-沿经开第三大

街向北步行 24 米，左转进入经北五路-沿经北五路向西步行 37 米，左转-向南步行 13 米-大

河国际饭店。 

2、郑州东站—大河国际饭店 

（1）出租车： 9.5 公里/17 分钟，约 18 元。 

（2）地铁+公交：郑州东站-地铁 1 号线(河南大学新区--河南工业大学)-郑州东站上车-3 站-

黄河南路 C2 口下车-向东北步行 23 米，右转-向东南步行 40 米，右转进入黄河南路-沿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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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向南步行 92 米，到达黄河南路金水东路-188 路(中州大道晨旭路--经南五路公交站)-黄

河南路金水东路上车-7 站-经开第三大街经北五路下车-沿经开第三大街向南步行 32 米，过

马路后右转进入经北五路-沿经北五路向西步行 37 米，左转-向南步行 13 米-大河国际酒店。 

（3）公交：郑州东站向南步行 171 米，到达郑州东站-165 路(郑州东站--汽车客运南站)-郑

州东站上车-6 站-永平路农业南路下车-231 路(郑州东站--中州大道航海路)-永平路农业南路

上车-4 站-经北五路第三大街下车-大河国际饭店。 

3、郑州站—大河国际饭店 

（1）出租车：10.6 公里/28 分钟，约 20 元 3。 

（2）地铁+公交：郑州站-向东步行 117 米，左转-地铁 1 号线(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大学新区)-

二七广场 F 口上车-6 站-黄河南路 C2 口下车-向东北步行 23 米，右转-188 路(中州大道晨旭

路--经南五路公交站)-黄河南路金水东路上车-7 站-经开第三大街经北五路下车-沿经开第三

大街向北步行 36 米，左转进入经北五路-沿经北五路向西步行 37 米，左转-向南步行 13 米-

大河国际饭店。 

（3）公交：郑州站-沿兴隆街向东步行 64 米，左转-向西北步行 10 米，右转-向东北步行 15

米，往回走-向西南步行 1 米，到达火车站-85 路(火车站--郑州高铁长途汽车枢纽站)火车站

上车-6 站-郑州文庙(东门口)下车-985 路(火车站南港湾--小雍庄)-郑州文庙(东门口)上车-6 站

-管城中医院下车-152 路(商品大世界--经南五路经开第七大街)-管城中医院上车-4 站-经开第

三大街经北五路下车-沿经开第三大街向北步行 36 米，左转进入经北五路-沿经北五路向西

步行 37 米，左转-向南步行 13 米-大河国际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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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回执 

 

烦请您认真填写相关信息并在选择的项目“□”处打“√”。为了便于会议安排及预订房间，

请各位参会代表务必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返回回执。 

姓名  性别  办公电话  

职务  职称  移动电话  

工作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及邮编  

E-mail  

注册身份 正式代表□   学生□ 是否提交论文/摘要 是□   否□ 

论文/摘要题目  

交流方式 报告□         展板□        只参会□ 

预计抵达郑州时间  抵达方式  

预计抵达郑州方式 飞机□         火车□         汽车□ 

预订房间 

（河南郑州﹒大河国

际饭店） 

住宿时段：5 月  —   日 

豪华标准间 

(278 元/间/天) 
单住□ 合住□ 合住者姓名  

豪华单人间 

(278 元/间/天) 
□ 

备注：由于豪华单人间数量有限，会务组将按照注册的先后次序进行调配；需要安排合住者，请

注明合住者姓名，若不填，会务组将随机安排；受条件限制，会议期间可能会出现不能完全满足

各位代表个人诉求的情况，我们提前对此深表歉意，希望各位代表能见谅。 

 
 

第三届天然气地球科学论坛秘书处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8 号《天然气地球科学》编辑部 

邮编: 730000 

电话: 0931-8277790, 13919789153（李小燕） 

0931-8277790, 18009400750（张蕾春） 

0931-8277790, 13919300123（田欣） 

E-mail: nggsf@lzb.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