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天文学会

中天学字（2022）第 15 号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和第十五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通知
(第一号)

中国天文学会定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在江苏南京召

开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和第十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主办单位：中国天文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有

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

理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中国科学

院云南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

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中国科技大学天文学系中国科学院测量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天文馆、清华大学天文系、南京师

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武

汉大学测绘学院、广州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

文学院、厦门大学天文学系、上海交通大学天文系、中山大学物理与



天文学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苏州市青少年天文观测站、华

中科技大学天文学系、上海天文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及

天文系、西华师范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山东大学空间科学与物理学

院。

会议顾问：叶叔华、曲钦岳。

会议主要内容：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学会百年纪念

活动、展览、特邀学术报告等。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五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天文学会十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章程修

改报告，讨论中国天文学会各项工作,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

会等。

地方组织委员会（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侯永辉（副主席）、

姜冰、毛瑞青（主席）、宁宗军（副主席）、谢洁、杨艳（副主席）、

张旸（副主席）、周团辉、朱林林、朱庆生（副主席）。

会议时间：2022 年 10 月 29 日报到，10 月 30 日纪念大会，10

月 31 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1月 1日离会。

会议地点：南京市南大国际会议中心

注册费：会议期间交通住宿费自理，会议注册费：参加两个会人

员：1500 元，参加其中一个会或其他：1000 元，代表可以提前汇款

缴费或现场缴费。

以下为转账银行信息：

单位名称：中国天文学会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账号：320006602010149055690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02854L

请汇款时备注姓名、单位和用途（注册费），并打印汇款凭证。

请将汇款凭证扫描或拍照生成的图像文件发至会务组朱林林收，手

机：18502558586，邮箱：zhull@pmo.ac.cn。

注册：注册网址：https://2022casmeeting.casconf.cn，网上注册和

提前缴费截止时间均为 2022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报到、餐饮、住宿和会场安排及疫情防控政策等事项见第二

号通知。

地方组织委员会联系方式：

宁宗军：15051887216，ningzongjun@pmo.ac.cn

谢洁：025-83332036，18761641383，cas.nj@pmo.ac.cn

朱林林：18502558586，zhull@pmo.ac.cn

年会网站信息填报系统故障咨询：高娜，025-83332012，

nagao@pmo.ac.cn。

恭候您如期参会！祝您旅途顺利！

附：1、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参会人员名单

2、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中国天文学会

2022 年 9月 16 日



附件 1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
参会人员名单

一、有关领导（约 7 位）

中科协：待定 中科院：待定 科技部： 待定 IAU秘书长：待定

基金委：待定 江苏省领导：待定 江苏省科协领导：待定

二、天文院士（19 位）

叶叔华、曲钦岳、苏定强、熊大闰、欧阳自远、陈建生、艾国祥、方 成、

朱能鸿、李惕碚、孙义燧、潘君骅、崔向群、武向平、汪景琇、景益鹏、韩

占文、常 进、史生才

三、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理事（50 位）

景益鹏、王 娜、白金明、刘继峰、吴学兵、常 进、周济林、方陶陶、

甘为群、严 俊、张双南、武向平、赵永恒、宫雪非、袁业飞、韩占文、

王红池、 王俊贤、邓李才、卢晓春、史生才、毕少兰、朱 进、仲佳勇、

刘 忠、 刘承志、苏 杨、李 冀、李孝辉、杨小虎、吴 宏、吴庆文、

汪 敏、 陈 力、林 清、季江徽、季海生、郑宪忠、屈中权、胡中文、

姜泽军、 洪晓瑜、袁 峰、袁啟荣、顾秋生、黄乘利、商朝晖、梁恩维、

傅燕宁、薛随建

四、中国天文学会第一届监事会（5 位）

赵长印、卢仙文、刘富坤、林隽、颜毅华

五、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各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20 位）

毛瑞青、李向东、朱 进、刘继峰、王 娜、赵永恒、侯金良、严 俊、

唐正宏、 张首刚、季海生、季江徽、王晓锋、李 成、宫雪非、史生才、

吴雪峰、 周礼勇、孙小淳

六、中国天文学会往届学会领导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55 位）

第十三届常务理事：武向平、刘晓为、沈志强、郑晓年、戴子高、杨 戟



张丽萍、孔 旭、白金明、朱 进、刘 祥、毕少兰、李国平、张双南、

张首刚、赵永恒、樊军辉

第十二届常务理事：崔向群、王 娜、郑晓年、洪晓瑜、韩占文、戴子高、

杨 戟、鲁春林、孙小淳、朱永田、朱宗宏、刘晓为、汲培文、李 焱、

袁业飞、韩金林、樊军辉、颜毅华

第十一届常务理事：赵 刚、严 俊 、李 焱 、张双南 、洪晓瑜 、

崔向群 李向东 、鲁春林 、王 娜 、朱 进 、陈 黎 、吴学兵 、赵永恒 、

袁业飞 、郝晋新 、郭 际 、董国轩

副秘书长：孟红宇、赵 冰、黄 滟、沈志侠

七、中国天文学会老领导（5 位）

王 宜、廖新浩、戴子高、王 永、戴 新

八、各省市学会领导（13 位）

杨志根、杨 艳、窦 忠、杨赣虎、蔡一夫、丁峰松、宋华刚、李保平、

刘川浩、陈 耀、谢更新、朱鸣罡、蒋青权

九、中国天文学各奖项的评选委员会

第十七届“张钰哲奖” 评选委员会：

常 进（主席）、沈志强、白金明、吴学兵、李向东、黄光力、周济林、

赵刚、宫雪非

第九届“黄授书奖”评选委员会：

常 进（主席）、张鹏杰、陈雪飞、薛永泉、季江徽、陈鹏飞、刘继峰、

胡中文、王晓锋

第六届“黄润乾奖”评选委员会：

赵刚（主席）、汪景琇、崔向群、常 进、张双南、李 焱、樊军辉

第一届“陆埮奖”评选委员会:

常 进（主席）、崔向群、戴子高、韩占文、景益鹏、沈志强、赵 刚、

赵海斌、周济林

顾问：周精玉



十、中国天文学历届获奖人（33 位）

蒋世仰、朱 进、吴鑫基、吴连大、刘 林、万同山、王亚男、马宇蒨、

汪景琇、何香涛、韩金林、吴月芳、景益鹏、吴学兵、赵 刚、戴子高、

李 焱、王建民、王俊贤、张鹏杰、黄永锋、杨小虎、王晓锋、程 鑫、

东苏勃、王慧元、谢基伟、郭建华、田晖、闫宏亮

十一、表彰

1、中国天文学会最高荣誉奖（2 位）：叶叔华、曲钦岳

2、第十六届张钰哲奖获奖人（1 位）：赵永恒

3、第五届黄润乾奖获奖人（2 位）：王挺贵、朱宗宏

4、中国天文学会 2012-2022年突出贡献奖获奖人（51 位）

白金明、毕少兰、曹 晨、陈学雷、戴子高、邓李才、邓元勇、丁明德、

樊军辉、傅燕宁、甘为群、高 煜、顾伯忠、韩金林、洪晓瑜、胡小工、

焦文海、孔 旭、李国平、李向东、梁恩维、林 隽、 刘晓为、孟红宇、

彭 勃、彭青玉、乔荣川、施建荣、宋 谊、宋华刚、 汤海明、王广利、

王建民、王 娜、王晓彬、温亚媛、吴学兵、谢基伟、徐仁新、徐 烨、

严 俊、颜毅华、余 恒、 张海龙、张 力、张首刚、赵海斌、郑为民、

周礼勇、朱永田、朱宗宏

5、2022 年度“RAA优秀论文奖”

十二、港澳台天文协会或学会（6 位）

香港天文学会、澳门业余天文学会、高雄市天文学会、中国天文学会（台

北）、台北市天文学会、嘉义市天文协会

十三、兄弟学会（8 位）

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古生物

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中国振动工程学会、中国气象学会

十四、中国天文学会期刊代表（4 位）（十五大列席代表）

温亚媛、薛蓉蓉、卢 瑜、鞠青华



十五、中国天文学会学会百年视频编辑组（3 位）

严俊、袁峰、冷小琳

十六、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册画册编委（4 位）

崔向群、常进、黄光力、孟红宇

十七、中国天文学会学会百年史书编委会（4 位）

方成、刘炎、卞毓麟、孙小淳

十八、中国天文学会各会员单位代表（17 位）

毛淑德、何子山、蔡华伟、陆烨、李凯、景海荣、李奇志、冯珑珑、翁山杉、

吴江华、董绍武、刘健、郑小平、俞云伟、左文文、饶长辉、任树林

十九、历届重大问题、难题推荐人及作者、全国创新争先奖、青年科

技奖、青年女科学家奖、未来女科学家、青托获得者（22 位）

武向平、吴学兵、邵立晶、蔡一夫、曹周键、陈弦、黄庆国、李昂、陆由俊、

稻吉恒平、苟利军、江林华、王然、常进、景益鹏、陈鹏飞、陈雪飞、姚菊

枚、藏京京、李翔、李正伟、李婷

二十、《中国国家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专刊编辑和撰稿人（14

位）

叶叔华、方成、苏定强、崔向群、赵刚、王娜、吴学兵、杨戟、王宜、刘炎、

张旸、孙立南、宁宗军、田斌、赵公博，刘晓群，苟利军，陆烨，孙媛媛，

张超

二十一、第十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见附件 2）



附件 2

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经十四届理事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正式代表 184 名，列席 4 名）

江苏：马 涛、王红池、王祥玉、王 歆、毛瑞青、卞维豪、甘为群、史生才、

毕 勇、朱庆生、纪 丽、苏 杨、李向东、李海波、李 婧、吴 伟、

吴雪峰、何晋平、张 凯、张 勇、陈学鹏、范一中、季江徽、季海生、

周礼勇、周济林、郑宪忠、郑锋华、封 莉、赵义平、赵长印、赵海斌、

胡中文、侯永辉、施 勇、宫雪非、袁祥岩、袁啟荣、顾秋生、翁山杉、

曹 岩、傅燕宁、窦江培、汪宏波、程 鑫

北京：王广超、王建民、邓李才、付建宁、冯 骅、毕少兰、朱 进、仲佳勇、

刘继峰、刘富坤、齐 锐、严 俊、苏 彦、李 菂、李 冀、吴 宏、

吴学兵、张双南、张华伟、陈玉琴、陈冬妮、陈学雷、武向平、茅 奕、

林 琳、罗阿理、赵公博、赵永恒、姜晓军、徐凤先、高 亮、陶 炼、

黄茂海、常 进、崔文元、商朝晖、韩 萌、黎 卓、颜毅华、薛随建、

姜 杰、王晓锋、孙小淳、高 亮

上海：叶叔华、齐朝祥、汤海明、杜芝茂、杨小虎、沈俊太、张 勃、张 瑶、

陈 力、林 清、罗智坚、金 冶、周 丹、侯金良、施 韡、洪晓瑜、

袁 峰、黄乘利、韩文标、景益鹏、孔大力、谢富国、富 坚

新疆：王娜、艾力·伊沙木丁、加尔肯·叶生别克、吕国梁、沈金花、张海龙、

陈卯蒸、周 霞、崔 朗、韩 伟

广东：王洪光、林伟鹏、梅 林

福建：王俊峰、方陶陶、刘 彤、余 明、郑其强、顾为民

天津：阎为国、许 文、郝彩娜

云南：王 博、毛基荣、邓林华、白金明、朱俐颖、刘 忠、刘 煜、闫晓理、

孙晓辉、李语强、汪 敏、陈雪飞、金振宇、屈中权、姜泽军、夏 莼、

郭建恒、常 亮、梁红飞、韩占文、郝龙飞

陕西：卢晓春、李孝辉、杨旭海、张首刚、罗近涛、高玉平、董瑞芳、童明雷

安徽：方官文、袁业飞、舒新文、蔡一夫

湖北：田海俊、吴庆文、范锡龙、郑小平、俞云伟、雷卫华、魏 薇



长春：刘 洋、刘承志、李振伟、邵宝东

山东：胡绍明、曹 晨

浙江：康 熙

江西：舒富文

香港：严人斌

澳门：祝梦华

列席代表：温亚媛、薛蓉蓉、卢瑜、鞠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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