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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 32 届全国天然气学术年会（2020）

报到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单位，各位委员及专家：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收官

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油价双重冲击，世界油气行业步入发
展“寒冬”。根据国家能源局《2020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大
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成为中国各大油气
企业面对阵痛期的一大法宝。

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天然气行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的新方法和新举
措，总结我国天然气工业“十三五”取得的最新成果，展望“十四五”天
然气行业发展新目标、新技术、新趋势，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
委员会决定召开“第 32 届全国天然气学术年会（2020）”。本届大会的
征文通知发出后，得到了业界领导专家和有关单位的积极响应，大会
共征集到参会论文达 340 余篇，初步确认参加大会代表 500 余人。大



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重庆市如期举行。
热忱欢迎相关领域领导、专家、同仁踊跃参加，我们在重庆迎接

您的到来。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年会召开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2020 年 11 月 12 日全天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14 日
会议地点：重庆市天来酒店（重庆北部新区金开大道 7号）。
二、本届年会的主题

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推进油气高效开发

三、大会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公司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公司
中国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石化勘探分公司
西南石油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成都理工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四川省石油学会

媒体支持：《天然气工业》
《石油学报》
《中国石油勘探》



《中国海上油气》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海相油气地质》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石油与天然气化工》
《钻采工艺》
《天然气与石油》
《天然气勘探与开发》
《天然气技术与经济》
《Natural Gas Industry B》
中国知网

四、大会专家委员会
主 任：贾承造
副主任：周守为 赵政璋 李鹭光 马新华 金之钧 赵文智 李 阳

高德利 胡文瑞 邹才能 刘 合 孙金声 曹耀峰 郭旭升
郝 芳 李根生 李 宁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达德 龙胜祥 王清华 王渝明 王国力 李相方 李玉星
李宝军 江同文 伍贤柱 刘清友 刘树根 朱庆忠 汪如军
汪立群 陈晓明 孟庆春 罗 勇 胥永杰 柳 海 赵金洲
郑力会 郭彤楼 郭洪岩 施荣富 谭中国 张道伟 张烈辉
高瑞民 张道伟 张金庆 张金川 张卫国 戚志林 童传新
曾大乾 慕立俊 谢 军 腾学清

五、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马新华 张道伟 李爱民
副主任：廖仕孟 胥永杰 李宝军
秘书长：罗 强
委 员：胡 勇 杨跃明 刘顶运 阳建平 党录瑞 谢永竹 杨兆中

周 文 陈水银 陈建军 卢 涛 史云清 刘书杰 顾战宇
李宇平 刘 涛 何太碧 章卫兵 李忻洪 杨 帆 任利明
李 庆

六、会议简要议程
1.会议日程：
11月 12 日报到注册。
11月 13 日大会报告交流，特邀院士、专家的大会主题报告 25 分

钟。
11月 14 日分会场论文交流，评选优秀论文。按会务指南安排，

准备 10分钟多媒体，到指定分会场演讲论文。会议制作收录论文全文
U盘，编印《第 32 届全国天然气年会优秀论文摘要集》，供代表书面
交流。

2.论文评奖：经现场评委打分和大会学术委员会评选出优秀论文，
由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委员会颁发优秀论文获奖证书。

3.论文发表：《天然气工业》、《中国石油勘探》等 15家杂志社
的总编、编委等期刊专业人士将出席大会并现场采集优秀论文发表。
根据学会同《中国知网》、《中国重要学术论文数据库》和《国家工
程技术图书馆论文数据库》的战略合作协议将收录大会获奖论文。

七、参会代表及报名注册
邀请天然气行业专业领导和技术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参会交流;
邀请天然气专业委员会委员、专家和各学术期刊总编辑参会交流;
邀请大会论文作者、技术报告发言人到会交流。



每位参会代表住宿由会务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会务工作由四川
省石油学会具体承办。

由于参会人员较多，请参会代表提前填写《参会回执表》（见附
件），回执表请务必于 10月 26 日前返回至学会秘书处，邮箱：
scsyxh@petrochina.com.cn

八、天然气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1. 会务组（负责会议报到注册、住宿安排、信息发布、会议发票

等工作）
负责人：李忻洪 李庆 乔丽卡 邮箱：scsyxh@petrochina.com.cn
电话：（028）860158207 手机：18782521865
2. 学术交流组（负责论文PPT 接收、组织优秀论文评审和分会

场安排）
负责人：任利明 刘瑛 邮箱：renlm@petrochina.com.cn
电话：（028）86018204 手机：13880003637
3. 院士专家联系组（负责特邀院士、领导专家、学会委员等联络

工作）
负责人：罗强 杨帆 刘成 邮箱：yang.fan@petrochina.com.cn
电话：（028）86018673 手机：13882070591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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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天然气学术年会（2020）参会回执表

参会

代表

姓 名 性别 职称 单位及职务
单间或

合住标间
手机和 E-mail

申请

论文

演讲

演讲论文题目
演讲人

姓名

手机（必填，

演讲安排）

详细地址

（必填，便于快递证书）

1. 回执表请于 10月 26日前返回至：scsyxh@petrochina.com.cn

咨询：天然气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李忻洪（028）86018207 手机：18782521865

2. 由于参会人员多，房源和就餐环境有限，未提交回执的人员，不安排食宿。会议协议房间价：

单间 370元/间，标间 450元/间。

3. 参评优秀论文：①需作者提出申请；②学会技术委员会推荐安排在分会场多媒体演讲；

③经现场专家组评委打分；④会后报天然气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评比产生“全国年会优秀论

文一、二、三等奖”，由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委员会颁发获奖证书，证书快递到每篇论文

的第一作者,请第一作者出具详细通信地址及电话。未到会交流论文不列入年会优秀评选。

4. 酒店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距江北机场 20千米，打的费用约 40 元。距重庆火车北站较近，

约 5千米，打的费用约 15元。酒店联系电话：023-6788888 转 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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