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信息事后公示表
姓

名

何瑞霞

部 门

冻土室

职

称

助理研究员

职 务

无

出访国家

美国

出访任务是否
属于分类管理，
不属于分类管理一类出访任务。
如是，请具体描
述。
2019 年 12 月 8 日 兰州到上海；
2019 年 12 月 8 日 上海到旧金山（12 月 8 日出境）；
日程安排（签证 2019 年 12 月 9-13 日参加 AGU 会议学术交流活动；
页、出入境复印 2019 年 12 月 14 日旧金山出发，到洛杉矶转机，在洛杉矶由于
页附后）

飞机故障，从洛杉矶飞机起飞时间晚点 4 个小时。
2019 年 12 月 15 日到达上海（12 月 15 日 23:45 分入境）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上海到兰州。

往返路线

兰州-上海-旧金山-洛杉矶-上海-兰州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
成立于 1919 年。AGU 的活动着重在组织和传递国际地球物理学

邀请函（附后）
跨学科的资讯。AGU 年会是在地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会议
及邀请单位介
之一，会议主题涵盖大气和海洋科学、固体地球科学、水文学
绍
和太空科学等领域，每届年会都汇集了万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科学家。同时，AGU 年会致力于为青年科学家创造更广阔的展

示平台，鼓励更多年轻科学家参与学术交流，并提供更多国际
合作机会。
邀请人：Nicole Oliphant
职务：会议经理（Manager, Scientific Programs）
单位名称：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费用来源

Y82CG11001
出 国 预 算

国际旅费

实 际 支 出

12000 元

14278 元

200 美元

28.91 美元

住宿费

9000 元

7046 元

伙食费

55 美元×6 天=330 美元

55*7 天=385 美元

公杂费

45 美元×6 天=270 美元

45*7 天=315 美元

注册费

650 美元

650 美元

300 元

85 元

50 美元

50 美元

21300 元+1500 美元=31755 元

21409 元+1428.91 美元=31369 元

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

其他费用（保险
费）
其他费用（AGU
会员费）
合

计

出访总结
与 2019 年 12 月 9 日-13 日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了 AGU 秋季会议，AGU 会议是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地球科学学术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并在 Cryosphere 分会场
进行了“Impacts of forest fires on the active layer thickness and nearsurface permafrost temperatures in the northern Da Xing’anling
(Hinggan) Mountains, NE China”海报展板。
在会议期间，认真听取了关于冻土、冰缘地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排
放等的学术报告和展板展示内容。并于国外学者进行了详细的交流。了解了关
于冻土环境、冰缘地貌的相关前沿进展，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更加完善的补
充和充实，并提升了自身的科研素养。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了更好的促进作
用。
注：1. 一人以上团组，其团组成员信息（包括姓名、职称、职务、部门、
经费预算及实际支出情况等）请以表格形式附后。
2. 如果各成员的出访行程等不同，请单独说明。

Ruixia He

24 July 2019

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China
Dear Ruixia He,
Thank you for submitting an abstract for consideration for the AGU Fall Meeting
2019 that will be held 9-13 December in San Francisco, CA, USA. Official
notification letters will be distributed in early October 2019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your abstract submission.
This letter serves as an invitation for you to attend the AGU Fall Meeting 2019. The
Fall Meeting is open to all those with related interests in the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Participation in the meeting includes attending sessions in your areas of
interests and an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geophysical sciences.
This is an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but not a personal sponsorship of
your stay in San Francisco, CA. You will need to secure your own funding for travel,
registration, and housing expenses as needed. Please refer to the AGU website for
information at: Fall Meeting 2019.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attendance at the AGU Fall Meeting 2019.
Sincerely,

Nicole Oliphant
Manager, Scientific Progra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