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初次申请

 □ 恢复申请

 □ 转移申请（如已交当年会费，则不需任何费用）

 □ 恢复并转移申请

会员资格要求

高级会员 — 积极从事地球物理学或相关学科领域实践或教学工作的人士

方有资格申请成为高级会员。申请人就职年限不低于八年，且在八年专业

经历中至少有三年负责独立判断和应用地球物理学或地质学原理。

在获得认可的大学攻读自然科学领域学位的申请人，其就学时间可在所要

求的八年专业经验中占有一定比例，比例不超过：学士学位，四年；硕士

学位，五年；博士学位，七年。作为全日制学生所花费的时间（即使用于

攻读博士学位），不能算在所要求的至少三年具有负责性质的专业经历之

内。

由普通会员转移申请为高级会员的，办理方式与直接申请成为高级会员相

同。

高级会员申请人须知：

除了本申请表第2页所列的推荐要求外，每个申请人的姓名必须在本学会

下一期会刊中公布，以便全体会员审核批准。如果在公布之后30天未有

反对意见，在执行委员会于下次会议上加以批准之后，申请人将被视作获

得会员资格。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5个月的时间。

申请人在本申请生效后每月将会收到《勘探前沿》。

您是被别人推荐到SEG的吗? □ 是 □ 不是 如果是，请提供以下信息

SEG推荐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人会员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打印或以正楷字填写

□ 先生  □ 女士  □ 博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拼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职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 — 该地址是您的： □ 家庭地址  □ 办公地址（请完整填写）

中文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用于 SEG 在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果您不想接收作为SEG会员权益而提供的SEG活动通告以外的电子邮件，请勾选此项。

教育背景（已获得的最高学位 – 如有任何学位）：

日期

院校 专业 获得学位 获得学位年份自

月/年
至

月/年

□ 学士 □ 硕士 □ 博士

职业经历

日期
* 按由近至远的顺序，列出职务、职责以及每个雇主的姓名

和地址。必要时，另附加一页。

从业年限

自

月/年
至

月/年
从属工作 负责工作 总工作年限

职务： 职责：

雇主： 地址：

职务： 职责：

雇主： 地址：

职务： 职责：

雇主： 地址：

在此处填写您大学学习总年数

总计

高级会员所需的最低总年数 5 3 8

学会从属关系

作为SEG高级会员，您将拥有投票权和理事会代表权。

如果您目前是一个或多个SEG分会/联盟协会的付费会员，请列出其中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级会员资格申请
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学会

中国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2号华声国际大厦2101-02室 100020 
电话：+86-10-5206-1073
传真：+86-10-5206-1011
电子邮件：china@seg.org

背面续 

（申请新会员）

李小明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京汇大厦1801单元

1980年1月1日

经理ABC公司

ABC公司

ABC Company

8610-85561001

9/2004 7/2007

13812345678
xiaomingli @126.com

8610-85561002

2007

0

7

EAGE/SPE/AAPG

7

3

3

3

10

Unit 1801, No.118, Jianguo RO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0 China

张三

（过期超过两年的勾选）
（更改会员类型）

（恢复会员资格并更改类型）

100000

Xiaoming Li

100020

A大学

8/2007
至今     

地球物理

经理 研究

北京

以下信息纯属虚构，仅供参考！



推荐人*
［*提出恢复申请的原高级会员，或加入SEG时间在八年及八年以上的转移申请者，不需要填写。］

根据SEG的规定，申请人必须提供不少于3个推荐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一位推荐人必须为声誉良好的SEG高级会员。其他推荐人可以来自于：SEG联

盟或合作组织 (见下文所列) 的高级或同等资格会员；现任或前任地球科学相关企业负责人；以及/或在由SEG或某一SEG联盟或合作组织主办的期刊发

表技术论文的会员。所有推荐人必须认识申请者并了解申请者近期的工作经历，并能证明申请者的培训及职业经历符合高级会员要求。高级会员类型

包括高级会员、名誉会员、荣誉会员和终身会员。请联系SEG会员服务 (发送邮件至china@seg.org) 咨询SEG高级会员的详情。

联盟组织：印度地球物理学勘探协会 (AEG) 分会；埃及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学会 (EEGS)；欧洲地球学家和工程师协会 (EAGE) ；独立

专业地球科学家协会 (SIPES)。

合作组织：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 (AAPG)；美国地质学会 (AGI)；美国石油学会 (API)；国际地球物理学承包商协会 (IAGC)

如果申请人具有其它符合条件的推荐，执行委员会可因地理或其它原因，免去协会学员的推荐要求，申请恢复高级会员资格者不需要推荐。

执行理事将写信给所有的推荐人，核实申请表中所提供的信息。所有推荐人的答复内容均保密，未经申请人事前同意，不得披露，会员与申请委员会

用于批准申请的情况除外。会员资格在学会会刊中公布并经会员与执行委员会批准之后，即视作批准。由普通会员转移申请成为高级会员的，办理方

式与直接申请成为高级会员相同。

姓名： 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 SEG或联盟协会会员编号：

姓名： 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 SEG会员编号或联盟协会：

姓名： 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 SEG会员编号或联盟协会：

所发表的技术文章的标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刊物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加入SEG的时间超过八年的普通会员或学生会员提出转移申请高级会员时，若满足申请高级会员的其它要求时（待核实），可免于
提供推荐人。

□ 我符合至少8年学会会员的条件，因此可以免于提供专业推荐人。

提交虚假信息违反学会的道德准则，将会被学会开除。

□ 学术界

□ 政府

□ 采矿公司

□ 计算机硬件

□ 地球物理学服务公司 — 石油和天然气

□ 地球物理学服务公司 — 采矿

□ 地球物理学服务公司 — 地表水/环境

□ 独立执业/顾问

申请人在付款并收到会员确认信后，将开始享受会员权益。未享受全年会员权益的会员在续交下一年度会费时，可享受一定折扣，即作为对上一

年度的补偿。在成为会员之前所发行的会刊，可以通过SEG订购部购买。10月1日当日或之后获得的新会员资格将在下一个日历年的1月1日开始生

效，第一次交纳的会费适用于该年份。

行业类型（请勾选一个）

本人谨此证明，符合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学会高级会员的入会要求，并会遵守道德准则。

付款方式：将费用汇至以下账户

声明：此费用为代收款项，全部金额将转交SEG
收款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收款账号：626155584011
收款单位：迈氏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付款金额：

会员费： RMB ______________

印刷版《地球物理学》： RMB ______________

付款总额： RMB ______________

S E G 会员资

格不可退还，

不可转让。

申请人签名（必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道德准则

SEG章程第IV条第1款规定，各类会员均应遵守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下列道德准则详细阐述了这些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具体要求：

1. 在职业工作中诚实对待客户和员工，公平对待员工和承包商，保持高

标准的个人荣誉感。

2. 根据客户和雇主利益的要求，对业务活动、地球物理学和地质学信

息、技术工艺流程保密。

3. 将业务联系、利益或可能影响您的判断或破坏您的服务的质量的关联

信息告知客户或员工。

4. 仅接收一个来源针对特定服务的经济补偿或其它补偿，利益各方均了

解和同意的情况除外。

5 避免使自己牵涉到性质可疑的事务之中。

6. 以符合职业尊严的方式进行广告推广，避免使用任何不当或可疑的方

法招徕业务，拒绝支付和接受以此类不当或可疑的方法所获得的业务

补偿。

7. 避免使用不公平的手段获得职业晋升，避免不公平、恶意或间接伤害

其它地球物理学家的职业声誉、业务或就职机会。

8. 与同行地球物理学家以及学生交流信息和经验，向技术协会、应用科

学学派、以及技术报刊投稿，合作建设地球物理学专业。

9. 关心公益事业，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训练为大众谋福利，为人

类作贡献。

高级会员会费表：

个人支付会费：RMB 350.00 公司支付会费：RMB 650.00 印刷版《地球物理学》：RMB 390.00

□ 大型石油公司

□ 独立石油天然气公司

□ 仪器设备供应/制造

□ 软件销售/开发

□ 其他

王五
赵六
朱七

李小明 2010年12月1日

wangwu@gmail.com 100010
AAPG
123456

zhaoliu@163.com 
zhuqi@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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