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号通知

开创绿色勘查新格局  构建矿业发展新途径

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



2016年以来，我国矿床地质研究成果喜人，大宗紧缺矿产和新兴战略资源的找矿工

作持续取得重大突破，成矿理论及找矿新技术、新方法等获得了重要进展。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经中国地质学会批准，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将于2018

年10月下旬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

本次大会以“开创绿色勘查新格局，构建矿业发展新途径”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

旨在总结找矿成果与经验，梳理并开拓学科前沿，促进“产学研”各方深入切磋与融

合，以推动地质找矿取得更大突破，促进矿业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热忱欢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地勘单位、矿山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同仁和同

学们踊跃参加。 

（一）发起单位

    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区域地质与成矿专业委员会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矿床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

    国际矿床成因协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

    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

    河北工程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一、会议发起单位、主办和承办单位

开创绿色勘查新格局  构建矿业发展新途径

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一）指导委员会 

    主    任：李金发

    副主任：朱立新

    委    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北京有色地质矿产研究院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

（二）主办单位

    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区域地质与成矿专业委员会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矿床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

    国际矿床成因协会

（三）承办单位

    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

    河北工程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二）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陈毓川

    主       任：毛景文

    副 主 任：邓    军       董连慧       侯增谦       胡瑞忠       李文渊       李子颖       卿  敏

                      王京彬       徐义刚

（三）组织委员会 

    主    任：陈仁义    王凤鸣

    副主任：段焕春    李春生    刘玉强 

    委    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委 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常印佛       陈   骏       多    吉       何继善       李廷栋       刘丛强       莫宣学       欧阳自远 

裴荣富       汤中立      滕吉文       王成善       叶天竺       於崇文       翟明国       翟裕生

张洪涛       赵鹏大      赵文津       郑绵平      郑永飞

班宜忠       毕献武       蔡明海       柴凤梅       陈华勇       陈开旭       陈衍景      程    春

邓小林       杜建国       段焕春       范宏瑞       范洪海       冯    京       郭保健      韩秀丽

黄建中       蒋少涌       金若时       李春生       李厚民       李    树       李文昌      李义邦

梁    婷       刘成林       刘海泉       刘家军       刘玉强       吕庆田       吕志成      毛德宝

莫平江       倪    培       牛树银       潘家永       潘    彤       普布次仁    秦克章     秦明宽

邵拥军       孙景贵       孙卫东       孙晓明       孙玉壮       唐菊兴       汪礼明      王登红

王    峰       王高尚       王炯辉       王立峰       王少怀       韦延光       夏学惠      肖成东

肖克炎       邢光福       薛春纪       于援帮       余忠珍       詹建华       张成江      张锦章

张    良       张作衡       赵财胜       郑有业       周美夫       周    琦       周尚国      周涛发

周云满       周珍琪       朱赖民       祝新友

毕献武       陈华勇       董彦璞       董永观       杜建国       丰成友       龚羽飞       顾雪祥

郭保健       郭进义       韩润生       韩秀丽       韩玉丑       胡华斌       琚宜太       李光明

李厚民       李基宏       李建康       李建威       李晓峰       李义邦       刘凤山       刘晓煌

刘    云       罗先熔       吕志成       莫江平       漆    亮       齐    文       钱壮志       秦身钧 

卿    敏       任云生       荣    峰       宋    明       王    峰       王瑞廷       尉西杰       魏道芳

吴    越       谢玉玲       薛迎喜       叶得金       战明国       张成江       张连昌       张绮玲

郑有业       周尚国       周云满       朱赖民       朱    群       朱永峰 



秘 书 长：向君峰       尉西杰       刘    云       赵国通

副秘书长：刘    敏       刘义臣       马    宁       陆利鹏

1.新时代矿产资源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召集人：王安建      王高尚      秦克章      王京彬      周永章）

2.深部矿产预测评价

（召集人：肖克炎      成秋明      陈建平）

3.矿产地质志与成矿规律

（召集人：陈毓川      邢树文      王登红）

4.特提斯成矿

（召集人：侯增谦）

5.北方造山带与成矿作用

（召集人：徐备      秦克章      任云生）

6.中亚造山带成矿作用

（召集人：陈衍景      陈华勇      李文渊      杨富全      武广      李诺）

7.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

（召集人：唐菊兴      江思宏      杨志明      郎兴海）

8.矽卡岩矿床的成矿模型与找矿突破

（召集人：谢桂青      周涛发      李建威      陈华勇）

9.稀有、稀土和分散资源成矿规律与找矿勘查

（召集人：王登红      王汝成      何宏平      蒋少涌      温汉捷      刘家军      滕家欣      

                  许    成      王炯辉      许建祥      李建康）

10.大陆盆地卤水沉积成矿作用

（召集人：刘成林      李建威      聂逢君      焦鹏程      徐高中      王立成      曹养同）

11.矿田地质研究、调查与深部找矿

（召集人：吕古贤      许德如      陈正乐      韩润生      方维萱      陈柏林      杨兴科

                  胡宝群      张宝林      焦建刚      杨立强）

12.重要矿产地质调查新进展

（召集人：张作衡      张生辉      蔺志勇      陈丛林）

三、会议研讨专题



13.河北省重要矿产找矿新进展

（召集人：韩玉丑      马友谊      杨志宏）

14.资源基地综合调查与矿产资源绿色评价

（召集人：祝新友）

15.盐类资源、环境与开发利用

（召集人：郑绵平      张永生      尹宏伟      邓天龙      马海洲      乜    贞     李    武

                  刘喜方      韩凤清      孔凡晶      王海雷）

16.煤系伴生矿产

（召集人：孙玉壮      秦身钧      赵存良）

17.境外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理论与方法

（召集人：王宗起      陈永清      曹殿华      张凯逊      邱瑞照）

18.“一带一路”国家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示范

（召集人：王京彬      段焕春      王峰      朱华平）

19.分析测试新技术新方法及应用

（召集人：李延河      屈文俊      漆亮      袁洪林      杨岳衡      侯可军）

20.铀成矿作用、勘查技术与评价

（召集人：李子颖      荣锋）

21.矿床模型、找矿技术方法及其应用

（召集人：郑有业      王学求      陈华勇      周永章      韩润生      王瑞廷）

四、会后地质考察路线 

*具体考察路线安排和考察经费见第二号通知

邯邢式铁矿

嶂石岩地貌及
中元古沉积岩系

中条山铜矿

东坪金矿-蔡
家营锌金矿

承德大庙铁矿
撒岱沟门钼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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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费缴纳方式及特别说明

(1)缴纳方式

     银行汇款（转账及网上汇款均可）

收款单位：中国地质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1409014430830

特别说明：汇款时请注明“姓名+单位+联系方式”。

     现场报到时刷卡或缴纳现金

1、注册费 

2018年9月20日前：注册费1600元(学生1000元)，代表随行人员800元；

2018年9月20日后：注册费2000元(学生1200元)，代表随行人员1000元。

注：学生注册时需要出示学生证，博士后不再具有学生身份；若交注册费后取消参加会

议，须在8月31日前通知会议秘书处，退款80％，过后概不退还。

请登录http://www.geosociety.org.cn/点击相关链接进行注册

会议论文摘要限A4纸2页内（1000~3000字，包括图、表和参考文献）。请严格按

照模板（可在会议网站下载）撰写论文摘要，登陆中国地质学会网站http://www.geoso-

ciety.org.cn/，点击会议链接，提交论文摘要的word格式。作为第一作者每人限2篇。

各分会场评选出的优秀论文，将于会后推荐到《矿床地质》、《地质学报》（中、

英文版）、《地质论评》等刊物发表。

六、会议论文摘要

七、会议费用及缴纳方式

会议交流分大会报告、专题会议报告和展板三类。

大会报告和专题会议主题发言时间为30分钟，其中报告25分钟，讨论5分钟。专题

会议—般发言时间为20分钟，其中报告15分钟，讨论5分钟。具体报告安排将在第三号

通知给出。图板展示内容每位交流者1-2个版面(长120cm×宽90cm)。

五、会议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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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用餐由会议统一安排并支付相关费用，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

会议时间：2018年10月19-26日。19日报到，20-22日学术交流，23-26日会后地质

考察。

2018年03月15日：一号通知发布

2018年05月02日：会议注册网站开通、注册开放、会议论文摘要投稿开放、注册费和         

版面费缴纳开放、房间预订开放

2018年06月10日：二号通知网上发布

2018年07月15日：会议论文投稿截止

2018年09月20日：网上注册、注册费优惠支付截止、口头报告/展板宣讲名额截止

2018年10月10日：三号通知（会议手册）网上发布

2018年10月19日：代表报到

2018年10月20-22日：会议交流

2018年10月23-26日：会后地质考察

欢迎国内外地质找矿和矿山地质领域的设备、仪器、软件、图书等生产、供应、服务商

在会议期间进行展览、展示，会议将提供方便与支持，费用面谈。

八、展览

九、用餐和住宿

十、会议时间和地点 

十一、重要日期





会议咨询

联系人：刘    敏        向君峰

电    话：010-68999091

E-mail：kchy2018@cag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