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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Ｙｉｌｉ Ｂｌｏｃｋ：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ｏｋｓａｉ ｇａｒｎｅｔ 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ｓ
Ｃｈｅｎ ＹＸ，Ｚｈｕ ＳＱ，Ｐｅｉ ＸＺ，Ｗａｎｇ Ｍ，Ｚｈｏｕ Ｈ，Ｌｉ ＺＣ ａｎｄ Ｌｉ ＲＢ （３１６５）

!!!!!!!!!!!!!!!!!!!!

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Ｏｋｈｏｔｓｋ ｏｃ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Ｄｏｕ Ｓ，Ｌｉ ＳＣ，Ｚｈａｏ ＺＲ，Ｙａｎｇ ＸＰ，Ｗａｎｇ ＨＴ，Ｊｉａ ＪＦ，Ｒｅｎ ＺＴ ａｎｄ Ｗｅｉ ＨＹ （３１９１）

!!!!!!!!!!!!!!!!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ｒ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Ｊｉａｏｄｏｎｇ：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ｒｏｎ ｏ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ｒｏｃｋｓ
Ｌｉ ＸＰ，Ｃｈｅｎ ＹＰ，Ｌｉ ＺＳ，Ｌｉ ＨＫ，Ｃｈｅｎ Ｌ，Ｃｈｅｎ ＹＲ ａｎｄ Ｋｏｎｇ ＦＭ （３２０９）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ｙ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ｉｙｉｎｄｏｎｇ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Ｊｉａｎｇ Ｈ，Ｘｉ ＡＨ，Ｙｕ ＸＦ，Ｇｅ ＹＨ，Ｚｈａｏ ＭＦ，Ｗａｎｇ Ｗ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ＢＪ （３２３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