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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分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 

第二轮通知 
 

为促进我国的灵长类研究、保护、繁育等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健康发展，提高

我国灵长类学的研究水平，拟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11 月 4 日在贵州师范大学宝

山校区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分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 

“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名申

报的一个系列世界自然遗产地，欢迎全国各有关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博物馆、

动物园、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灵长类动物研究、繁育、保

护的工作者积极报名参会，在此分享独特的喀斯特景观，交流灵长类研究的最新

研究进展。 

一、会议主题 

关爱灵长类，建设美丽中国 

二、会议内容、时间安排 

学术交流内容：有关灵长类的生物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等。 

学术交流形式：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墙报。 

时间安排：2019 年 11 月 1 日——4 日（1 日报到，2-3 日会议，4 日离会）。 

三、会议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宝山校区。 

四、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分会主办 

五、会议承办 

mailto:cps@nwu.edu.cn�


贵州师范大学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师范大学喀斯

特研究院、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省地理学会和贵州合众生物

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六、会议注册和缴费  

会议代表 ¥ 1200 元/人，学生代表 ¥ 800 元/人。  

家属注册费 ¥ 700 元/人，仅包含与会议代表共同用餐费用。 

参会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自理。 

七、会议摘要、报告和墙报 

请作者将论文摘要按如下 3 个专题分类提交，摘要篇幅限 1 页，并标注专题

分类，摘要模板请见附件 3。 

摘要请根据专题分类发给相应的联系人，口头报告与摘要征集时间截止

2019年 10 月 15 日。 

（1）灵长类基因组学与适应进化 

Primate genomics and adaptive evolution 

联系人：刘志瑾（liuzj@ioz.ac.cn）、于黎、李静 

（2）灵长类行为生态及生理适应 

Primate behavioral ecology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联系人：齐晓光（qixg@nwu.edu.cn）、夏东坡、黎大勇 

（3）灵长类保护生物学与实验灵长类学 

Primate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experimental primatology 

联系人：范朋飞（fanpf@mail.sysu.edu.cn）、向左甫、周岐海 

本次会议设立优秀口头报告奖和优秀壁报奖，会议期间进行评选并颁发证书。 

为鼓励学术交流多样化，本次会议设有大会特邀报告、专题报告和墙报

（Poster）等交流形式。大会特邀报告由大会组委会邀请；专题报告有专题组推

荐和与会代表自由申请两种方式，经过大会组委员会筛选确定；墙报的尺寸为：

120 cm（高） × 60 cm（宽）。 

会议报告欢迎提交论文全文投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将出版专辑正式发表



并予以资助。投稿事宜具体请与邓怀庆联系。 

八、住宿安排 
会议地点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宝山校区，可供选择住宿酒店有：

西湖花园酒店（四星）、和舍酒店（三星）、维也纳酒店、锦江之星酒店、七天酒

店、如家酒店，步行 15 分钟内均可以到达会场，详见示意图（附件 5）。 

九、会务联系 

晏  妮（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13329611131，23695944@qq.com） 

邓怀庆（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8786009440，denghuaiqing123@163.com）  

何  刚（西北大学，13659212382，hegang@nwu.edu.cn） 

十、其他 

学会正在招收会员，请填写《灵长类学分会入会中英文申请表》（附件 4）

并发给学会秘书处联系邮箱 cps@nwu.edu.cn。 

 

 

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分会 

2019年 9月 27日    



附件 1 

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分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 

组 委 会 

 

大 会 主 席：李保国 

大会副主席：熊康宁 李进华 

大会秘书长：周  江 

 

学术委员会： 

主  任：李保国 

副主任：李进华   李  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苏彦捷、李进华、李明、李保国、        

周  江、黄乘明、蒋学龙、路纪琪、Colin A. Chapman、Júlio César 

Bicca-Marques、Paul A. Garber、Ruliang Pan、Tetsuro Matsuzawa 

 

组织委员会： 

主  任：熊康宁 

副主任：潘国昌  盛茂银 

委  员：熊康宁、潘国昌、盛茂银、周  江、晏  妮、邓怀庆、        

卢学理、张怀德、刘校源 



附件 2 

参会回执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邮箱  手机  

地址  邮编  

口头报告 是□       否□ 住宿日期 
11月 1日□     11月 2日□ 

11月 3日□ 

壁报 是□       否□ 
住  宿 

_______宾馆□  自订□ 

备注  可合住□   不合住□ 

报告题目  

注：请填好此回执后，发往邮箱 cps@nwu.edu.cn。 

    论文摘要请发给对应专题的联系人,并标注口头报告或壁报交流。 

=================================================================== 

 

Registration Form of China Primatological Meeting 

Name  Degree  Affiliation  

e-mail 
address 

 Mobile phone  

Mail address  Post 
code 

 

Oral 
presentation 

yes□       no □ Date of 
accommodation 

November 1□  2□  3□ 

Poster 
presentation 

yes□       no □ 

Accommodation 

_____________hotel □ 

book by myself □ 

others 
 share with others□     

no sharing □ 

Title of your 
presentation 

 

please sent this form to email: cps@nwu.edu.cn. 

Please send your abstract and this form to the contact person of a particular topic. 



附件 3 

专题分类： 

专题 专题联系人 
灵长类基因组学与适应进化 
Primate genomics and adaptive 
evolution 

刘志瑾（liuzj@ioz.ac.cn）、于黎、李静 

灵长类行为生态及生理适应 
Primate behavioral ecology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齐晓光（qixg@nwu.edu.cn）、夏东坡、黎大勇 

灵长类保护生物学与实验灵长类学 
Primate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experimental primatology 

范朋飞（fanpf@mail.sysu.edu.cn）、向左甫、周岐海 

 
1）摘要格式 

题目 Theme 

作者 1,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2,* Authors: 

（1单位A，2单位B）Affiliation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xxx@xxx.edu.cn 

摘要正文 Abstract (less than 500 words) 

本项目获得 XXX项目（项目编号）资助 Research Funding。 

关键词：Key words：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  

 

 

 

 

 

2）墙报格式 

墙报的尺寸为：120 cm（高）× 90 cm（宽）。 



附件 5 贵州师范大学会场及酒店位置示意图 

 

 

 

 

 



乘车方式及路线： 

（1）龙洞堡机场至西湖花园酒店 

公交：机场巴士 3号线（线路号数可能有变动，请以以下线路为准选择） 

     龙洞堡机场——蟠桃宫——师大（师大站下车，车程约 12公里，需 40分钟 

左右，师大站下车后需步行约 300米抵达酒店） 

运营时间：机场首班 09:00，末班 21:00 

发车间隔：30分钟/班（按照人多车密，人少车稀原则实时调度） 

        执行票价：10元/人次 

出租：车程约 12公里，需 25分钟左右，费用约 30-50元。 

 

（2）贵阳北站至西湖花园酒店 

公交：贵阳北站乘坐 262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步行 480米左右到酒店。车程约 

需 40分钟。 

出租：车程约 10公里，车程约 18分钟，费用约 20-30元。 

 

（3）贵阳东站至西湖花园酒店 

公交：贵阳东站乘坐 106路公交车，航天大道路口站下车，步行 90米至航天大道站 

转乘 79路，师大站下车，步行 480米左右到酒店。车程约需 1小时 20分钟。 

出租：车程约 20公里，车程约 30分钟，费用约 50-60元。 

 

（4）贵阳火车站至西湖花园酒店 

公交：贵阳火车站乘坐 17路公交车，师大站下车，步行 670米左右到酒店。车程约需 

1小时 20分钟。 

出租：车程约 5.8公里，需 15分钟左右，费用约 15元。 

 

 

以师大为中心半径 800 米内酒店（下图所示）： 

 

 

 

 

 

1、 和舍酒店（三星）： 

0851-86825888 

2、 维也纳酒店（高档型）： 

0851-85297888 

3、锦江之星（经济型）： 

0851-83766667 

4、七天酒店（经济型）： 

0851-85900677 

5、如家酒店（经济型）： 

0851-8859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