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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举办新任党支部书记培训会 1 学院多措并举积极开展2020年本科招生宣传工作 1 学院关于闫建萍等同
志任职的决定 2 甘肃重大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及应用专家咨询交流会成功举办 2 学院2019级本科生
半环祁连山普通地质学实习收获颇丰 3 2018级地质学类本科生野外填图实习顺利完成 5 我院2020年已招本
科生96人 硕博研究生圆满完成招生任务 5 暑期—地矿学子开展兰州市红色旅游发展现状调查社会实践 6
学院举办新任党支部书记培训会

学院近期对部分党支部设置调整并举行换届。为增
强新任党支部书记的履职意识和能力，发挥党支部书记
在党支部建设、党员培养、发展和教育管理等工作中的
骨干作用，7月9日下午，学院在观云楼1305会议室举行
新任党支部书记培训会。
学院党委书记于安丽同志主持并担任主讲人。学院
专职组织员林杨和8个新任职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好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
重要讲话。于安丽同志领学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的部分重
点内容，就学院进一步落实学校近期党建工作，做好非
党员教师发展、加强党支部建设和考核、落实党委委员
指导党支部工作等提出明确要求。

决策部署在党支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学院实际，做好意识形
态、师德师风、教风学风等工作，落实好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的部署要求。要加强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结合
《地矿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划》，有计划、有组
织、有内容地开展好支部和教研室的教职工政治理论学
习活动。
组织员林杨就党支部调整换届后的党员信息库维
护、“三会一课”开展、“甘肃党建”APP和“学习强
国”维护使用、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缴、
入党发展对象和积极分子管理、党建工作队伍建设等系
列工作作了重点说明。
与会人员还就近期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选自学院网）
学院多措并举积极开展2020年本科招生宣传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本科生生源质量、扩大影响力，不
断加深与生源中学交流联系，学院多种举措开展2020年
春季学期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学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处
理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线上线下招生宣传、宣传方式与
策略调整、宣传时间推移及日程的合理安排等工作，针
对特殊时期线上线下招生宣传工作提早谋划，全力为学
校学院组织优秀生源。

宣传册封面

于安丽同志强调，党支部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按照新时代基层党建的目标要求，全面提升组织力，强
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新一届支委要做好传承接力工
作，要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支部全体党员
在学院建设中做模范表率。支部书记要切实扛起责任，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创新党建活动形式。要紧密结合业务工作，推动党
建业务工作同频共振，保证学校党委和学院党委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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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一是创新方式方法，整合资源，学校学院 导优秀学子报考兰州大学。宣传引起了各学校的广泛关

同步宣传。加强学院网站和官微建设，及时更新完善学 注。
院网页栏目信息，设置招生宣传专栏，同步链接发布学
学院将继续优化招生宣传策略，创新工作方法，为
校各类招生信息；新编印刷学院2020年版招生宣传 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咨询服务，力争为
册、特色明信片和电子版招生宣传海报；策划推出地矿 今后的本科招生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选自学院网页）
学院招生宣传片。加强对学院学科特色、优势亮点的总
结凝练和宣传推介，通过学校分赴全国各省的招生宣传
小组，加大学院影响力推介。
二是用好线上平台，优选媒介，主动深入地开展
精准宣传。通过校友组织和校友群及早建立、发布负责
省份本科招生宣传微信、QQ群，招生宣传组老师及时
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转发推送学校重点、亮点和特
色活动相关信息。
充分利用高考宝、今日头条等高招咨询会平台，采
用直播形式于3月27日、5月6日由翟新伟副教授主持分
别进行西藏、青海省分省宣讲会。安排学院参加“升学
在线”招宣培训考核合格，获得相应证书的翟新伟副教
授、王淑华及曹怀仁讲师回复网上问题。
三是做好线下招宣工作，精准对接，加强同优质生
源中学联系。学院袁道阳教授、翟新伟副教授、陈万峰
博士一行于7月26、27日分别赴西藏林芝一中、拉萨中
学等走访宣传。与中学校长、教务部门负责人、班主任
等老师进行座谈交流；介绍兰州大学发展历程、人才培
养、专业现状、校园生活及未来前景；重点解读近五年
学校招生政策及优势；介绍地质学科特色、现实发展、
国家战略需求及科学意义。通过宣传咨询，积极鼓励引

拉萨中学招生宣传

学院关于闫建萍等同志任职的决定
据地矿学院发[2020]65号文件，经2020年7月6
日学院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聘任闫建萍为地质科学实验室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聘任张婉漪为地球化学教研室副主任、赵姣龙为构
造与地层教研室副主任、吴靖宇为古生物教研室副主
任、任桂平为环境地质与地学信息教研室副主任、姚
旭为矿物岩石与矿床教研室副主任。

甘肃重大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及应用专家咨询交流会成功举办
7月30-8月1日，在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发生十周年之际，由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主办，兰州大学
等单位承办的“甘肃重大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及
应专家咨询交流会”在甘肃省地质博物馆举办。
大会开幕式由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副总督察赵玲房主
持并致辞。自然资源部地勘司副司长熊自力、兰州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生诚分别讲话。大会特邀自然资
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刘传正研究员，中国地质环
境监测院周根平教授，中国地调局西安地调中心张茂省
研究员，甘肃省地矿局黎志恒教授，兰州大学地矿学院
孟兴民教授、资源环境学院岳东霞教授等23名国内专家
在主会场做报告；爱尔兰地质学会 Mike Winter
教授，英国朴茨茅斯环境地理与地球科学学院Andy-Gi
son教授、拉芙堡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Tom Dijkstra教授和Susie Goodall 博士等国外专家做了远程网
络视频报告。专家学者在总结甘肃省地质灾害成因、地
质灾害智能识别和监测预警、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关键技
术、方法、经验及其应用前景，以及近年来甘肃省在地
质灾害综合防治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

为甘肃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工作建言献策，为甘肃防灾
减灾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大会主会场来自兰内的甘肃省自然资源系统、地勘
单位及兰州大学师生100余人参加。大会共设86个分会
场，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以及兰外
部分地勘单位3000余人在分会场通过甘肃省自然资源
厅视频系统参加会议，全程观看、聆听了大会报告。
大会还通过移动互联网络向全球直播，共计2400余
人次通过网络直播参加了此次会议。 （选自学院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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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2019级本科生半环祁连山普通地质学野外实习收获颇丰
不到西北，不知天地之辽阔；不看祁连，不知西北之壮美。祁连山脉地质现象齐全、矿产资源丰富、动植物
资源种类繁多，在地质学界享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020年2019级本科生地质学野外实习于8月19-28日进行，实习队伍由闫德飞、戴霜、王炳光、吴靖宇、
胡沛青、何鹏举、张菀漪、任桂平和杨帆等9位教师以及73名2019级本科生、2名2017级本科生组成。
19日早晨八点，院党委书记于安丽在榆中校区进行动员宣讲并为实习队伍送行并向实习队队长何鹏举老师
授旗，半环祁连山地质野外实习正式开始。

腾飞的镍都
我们出发了
龙之谷露天矿

左图、本图

平山湖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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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8月20晚于书记、孟院长在张掖水勘院实习基地住所看望
阿尔金断裂

玉门油田

讨赖河大峡谷

美丽的月牙泉

左下图、本图

敦煌雅丹魔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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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莫高窟

刘家峡恐龙地质公园

当你看到如
此之多的恐
龙足迹和化
石，你能想
象到当年它
是如何称霸
地球的吗？
教师讲授
自1984年以来，

黑方台滑坡

永靖县黑方台台缘
已经发生滑坡灾害
130余次，给国家
和人民群众的财产
造成重大损失。

十天时间转瞬即逝，从兰州到敦煌，从黄河岸畔到 及其体征、地质发展简史。
无垠戈壁，一路上，我们领略了大西北的无限壮丽，见

野外实习让我们知识更加充盈，也让我们深刻感受

识了自然力量的鬼斧神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到了地质学知识的无限丰富，祖国建设、国防现代化建
事要躬行”，我们从书本走近了大自然，从纸上谈兵变 设、人民生产生活的必不可缺及其她的重大意义，更让
成亲身实践。祁连山之行填补了我们的知识空白。通过 我们愈发理解、热爱地质这门美妙的学科。师生们经过
野外实习我们掌握了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学会了地层 10天辛勤付出，我们的半环祁连山野外实习圆满结束
产状的测量描述，加深了对相关矿物的了解，基本掌握 进入室内整理。
了三大岩石的特性和描述方法。了解了区域内地质构造
（文、图据《兰大地矿小石头》）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工作动

第 5 版

2018级地质学类本科生野外填图实习顺利完成
2020年7月14日-8月2日，学院组织地质学类二年级
本科生开展野外填图实习。实习地点选择为白银市平川
区刀棱山地区，为了保证实习的质量，学院共选派孟庆
泉、闫建萍、王淑华、王小雨、赵蛟龙、曾润强、刘成
英、曹怀仁、吴浩和李素等十名老师带队。孟庆泉老师
担任实习队队长，闫建萍老师担任技术负责。实习过程
中完成了填图工作方法讲解与培训、踏勘、剖面测量、
野外填图、室内作图（地质图、剖面图、柱状图）、填
图报告和剖面报告的编写等方面内容。在疫情期间，全
体师生密切合作、相互帮助，使实习过程进展有序，取
得了预期效果，完美完成了实习任务。

实习
文、
图由
孟庆
泉老
师提
供

我院2020年已招本科生96人
截止8月30日，2020年我院共招收97名地质学类
专业本科生。新同学来自祖国21个省市区，主要有甘
肃、新疆、山东、天津、浙江、福建、安徽等。其中，
女生29人，男生68人。新生中有少数民族同学24人，
分别来自维吾尔族、藏族等10个民族。最小的年龄18
岁 ，平均年龄19.5岁。

（段毅钢供稿）

的指导和全院教职工的大力配合下，我院2020年研究
生招生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等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学院本着安全、公平、科学的精神，克服困难，及时调
整招生办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生
复试工作。
2020年地矿学院共招收硕士研究生40人：其中

我院圆满完成2020级硕士研究生

推免生15人，一志愿录取21人，调剂录取4人；其中来

博士研究生招生

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35人，占87.5%。博士研

依据教育部和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研究
生招生复试工作相关精神，在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究生11人（含直博生1人），全部来自于“双一流”建
设高校。生源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为学院的学科发展和
“双一流”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亮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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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地矿学子开展兰州市
红色旅游发展现状调查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习近平
与大学生朋友们》系列文章，8月6日至30日，来
自学院“赴兰州市红色旅游调研实践团”以“小
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决战脱贫攻坚，投
身强国伟业”为主题，先后赴兰州战役纪念馆、
兰州烈士陵园、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杜
宝珊先生展览馆等红色旅游地走访与调研。这次
调研的主要成员有18级的任鹏、张胜和17级的黄
健、廖海浪、马起、鱼驰洋共6人，指导老师为
学院副教授杜宝霞老师。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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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团队提出了如下具体的措施：1.加强政
府主导。一方面，政府应科学规划，争取出红色
旅游精品。在红色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应根据
资源状况认真做好规划，创立并保持自己的产品
特色，实施差异化和细分化的市场策略，争取出
红色旅游精品，避免盲目投资、简单照抄、低水
平模仿误区。红色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物古迹类
旅游，既具备一般休闲游憩产业的特点，又带有
严肃的政治特点。红色旅游资源代表着宝贵的精
神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特
点。因此，革命遗址地开展旅游活动必须经过严
格审查。旅游项目要寓教于乐，但不能歪曲革命
历史或过分娱乐化而违背革命历史教育的初衷。
对于扰乱红色旅游市场，提供不健康旅游项目或
产品的企业，相关部门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其
加以严惩，以保持红色旅游的本来面目。2.科学
规划，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红色旅游资源的开
发是一件长远的功业，我们必须本着可持续发展
的策略，有序开发，开发与保护相结合，这样才
能做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3.改善兰州市
的交通条件。当问到“如果您认为红色旅游景区
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原因是什么”时，有
64.63%的人认为交通不便，说明兰州市的交通条
件水平还有待提高。4.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针对
红色旅游资源项目招募一些策划和营销的领军人
物，兰州市相关部门也需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

此次实践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线上问卷
调查，一共收到有效问卷90份，并对问卷进行了
初步的分析：虽然兰州市紧跟全国红色旅游产业
快速发展的潮流，依托兰州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光
荣的革命传统，在已建成的7个红色旅游景区[兰
州战役纪念馆（含兰州烈士陵园）、沈家岭战场
遗址、甘工委纪念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
馆、中共中央国际交通线永登纪念馆、兰州邓宝
珊纪念馆、皋榆工委纪念馆]的基础上，正不断
开发新的红色旅游资源，初步来看，已经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但与其他发达的省份相比还有一些
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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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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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深入人心，兰州市红色旅游事业将发展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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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高度！
（选自地矿小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