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卓越、杰出、优秀地质人才提名推荐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单位

推荐类别
（卓越/杰

出/优秀地

质人才）

分类（基

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

究/工程技

术研发）

姓名 性别
学历学

位

现聘专
业技术

岗位等

级

行政

职务

专业方

向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不超过300字）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不超过300字）

在项目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方面情
况

(不超过300字）

1 

中国地

质科学

院探矿

工艺研

究所

杰出地质

人才

工程技

术研

发

石胜

伟

男 本科/

学士

四级 地质

灾害

防治

技术

研究

室主

任

地质灾

害调查

与防治

（1）作为某重大工程建设地质安全

风险评价高陡边坡组组长，牵头开展

了某关键区段的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工

作，提出了相关重要地质安全问题和

风险防控建议，牵头编写了高陡边坡

重大地质安全问题科技攻关建议，纳

入国家相关科技专项。作为国家重大

工程地质安全风险评价指挥部工程地

质组组长，牵头开展某重大水电工程

建设库区段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工作，

明确了区段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与地质

安全风险。

（2）带领团队研发了一批地质灾害

防治新技术新方法，初步建立了适合

我国国情的崩滑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体系，作为副主编参编出版了《滑坡

防治技术指南》，作为主要起草人参

编国家标准《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针对川东地区典型发育的红层地质灾

害防治问题，初步建立了集早期识别

、风险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处置、

综合防治于一体的技术体系。作为主

要成员参与编制《四川省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概（预）算标准》，填补了国

内地质灾害防治领域概（预）算标准

的空白。

（1）参编的重大地质安全风

险评价报告得到高度重视，为

审议工程可研、预可研提供了

重要的科学依据；提出的相关

意见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为

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地质安全提

供了有效支撑。

（2）主持研发的小口径钻孔

组合抗滑桩等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技术，以及防治工程缺陷修

复加固技术等得到成功应用。

先后承担长江三峡库区二期、

三期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

计项目，汶川震后重大地质灾

害应急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项

目，以及四川盆地重要输气管

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

有效服务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先后担任汶川特大地震重灾

区理县、芦山强烈地震重灾区

雅安市名山区地质灾害应急排

查工作组组长，为震区防灾减

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贡献。

（1）提升了对拟建重大工程

地质安全问题的理论认识，探

索实践了理论分析和定量计算

相结合的地质安全风险评价方

法。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某重

大工程建设地质安全风险评价

获2020年地质调查十大进展之

一。

（2）提出并主持研发了新型

高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滑桩

、小口径钻孔组合抗滑桩、自

适应锚索、土工合成挡墙、型

钢劲性骨架锚墩等创新技术方

法。研发形成了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缺陷评价方法与系列修复

加固技术。确定了小口径钻孔

组合抗滑桩距径比与嵌固深度

的合理取值范围，建立了考虑

桩土相互作用的桩体位移与内

力优化计算公式，为滑坡应急

防治中小口径钻孔组合抗滑桩

方案的快速确定及合理设计提

供了依据。取得专利授权

17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主

编出版的《常见地质灾害识别

与避让科普手册》获2019年自

然资源部优秀科普图书。

（1）作为专业组长协调局属

单位相关专业技术骨干共同开

展重大工程地质安全风险评

价，多学科协同合作，提升了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锻炼了

队伍，培养了人才。

（2）在探矿工艺所先后牵头

建成了滑坡防治理论与技术方

法研究、泥石流防治理论与技

术方法研究、地质灾害早期识

别与预警预报研究、地质灾害

风险评价与编图研究、防治技

术成果应用与转化等多个团队

。团队成员共计41人，以青年

技术骨干为主，有博士学位6

人、硕士学位25人。作为学术

带头人之一跨研究室组建了地

质灾害应急处置技术研究团

队，该团队获得国土资源部“

十二五”科技与国际合作先进

集体称号，以团队为主完成的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技术被评为

地调百年“百项技术”之一。

在参与或承担各类项目过程

中，认真执行单位和上级有关

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的各项规

章制度，遵守项目设计与项目

预算，保证经费的依法合理使

用，没有违规违纪情况。



附件3

卓越、杰出、优秀地质人才提名推荐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单位

推荐类别
（卓越/杰

出/优秀地

质人才）

分类（基

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

究/工程技

术研发）

姓名 性别
学历学

位

现聘专
业技术

岗位等

级

行政

职务

专业方

向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不超过300字）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不超过300字）

在项目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方面情
况

(不超过300字）

1 

中国地

质科学

院探矿

工艺研

究所

优秀地质

人才

应用基础

研究

张勇 男 研究生

/博士

七级 无 地质灾

害防治

（1）通过开展大巴山区和怒江流域

13个行政县、8800平方千米的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建立了“孕灾-识

灾-控灾-成灾-防灾”的地质灾害调

查评价体系，构建了强降雨条件下多

尺度风险评价技术方法，引领示范新

一轮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

（2）充分结合历史现象（走访调

查）、宏观迹象（群测群防）、监测

数据（数据分析）和气象信息（区域

预警），形成历史-现今-趋势的监测

预警判据选取和阈值设置方法，构建

“一点一策”多参数动态预警模型，

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实验工作中得到

良好的推广应用。

（1）主持编制的云南省泸水

市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

价成果，成为全国地质灾害防

治与应急工作会、全国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培训班的优秀

案例，向全国近2万名地质灾

害防治专业人员进行了宣讲，

着力推动全国地质灾害风险调

查评价工作的实施。

（2）牵头完成354处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实验工作，成功预警

4起地质灾害，编制了《地质

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群测群

防员使用手册》并在云南省推

广使用，初步建立地质灾害专

群结合监测预警工作体系。

（3）将地质调查成果与国土

空间规划相结合，在巴中市黄

石旅游区规划范围内圈定建设

用地地质适宜区，地方政府据

此调整用地范围，节约建设用

地指标200亩，节省投资达

6000万元，引领示范及成果效

益显著。

（1）建立了“快速支挡、快

速锚固、快速加固”的地质灾

害应急治理技术体系，大幅度

提高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效

率（如快速钻进技术与快速锚

固技术的联合应用，40m长的

锚索可在3天内完成施工张拉

锁定，而常规施工方法所需周

期在10天以上），技术经济指

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建立了不同降雨过程红

层滑坡预警判据，构建了降雨

雨型与滑坡风险耦合的预警模

型，为适时发布区域滑坡灾害

预警信息、做好提前避让提供

地质依据，在四川省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工作中得到充分应用

。

（3）发表学术论文35篇（含

SCI/EI检索5篇），获得专利6

项（含发明专利3项），主编

的《常见地质灾害识别与避让

》评为2019年度自然资源优秀

科普图书。

（1）建实建强了一支20余名

中青年为主的地质灾害调查与

防治技术研究团队，获评中国

地调局支撑服务脱贫攻坚工作

优秀集体，团队完成的“大巴

山区城镇地质灾害调查”项目

成果，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

的水工环地质调查图件展评、

原始资料展评、野外验收、成

果验收中均获得“优秀”，“

怒江流域泸水-芒市段灾害地

质调查”项目在2020年中国地

调局野外项目、委托业务等五

个领域联合专项检查工作中获

得“优秀”。

（2）个人获评2021年度中国

地质调查局优秀共产党员、

2021年度地质调查支撑服务脱

贫攻坚工作优秀个人、2019年

度四川省地质学会首届“金罗

盘奖”。

作为多个项目的负责人，认真

执行项目财务管理各项规章制

度，项目经费严格按照项目预

算执行，做到依法合理使用，

没有违纪违规行为。



附件3

卓越、杰出、优秀地质人才提名推荐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单位

推荐类别
（卓越/杰

出/优秀地

质人才）

分类（基

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

究/工程技

术研发）

姓名 性别
学历学

位

现聘专
业技术

岗位等

级

行政

职务

专业方

向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不超过300字）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不超过300字）

在项目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方面情
况

(不超过300字）

2 

中国地

质科学

院探矿

工艺研

究所

优秀地质

人才

工程技术

研发

吴金

生

男 研究生

/博士

正高

级工

程师

（四

级）

探矿

技术

室副

主任

（主

持工

作）

地质工

程（钻

探工

程）

（1）主持完成某重大工程超长水平

定向试验钻孔示范和参加粤港澳大湾

区狮子洋主航道定向钻探勘察与科学

试验，创建了多角度地质勘探新模

式，攻克了高原高寒高山峡谷地区重

大工程地质勘察难题。   （2）主持

完成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区综合钻探技

术应用示范，创新实现了“一基多孔

、一孔多支”等多项技术突破，构建

了生态脆弱区绿色勘查技术体系与装

备。       （3）主要成员在汶川地

震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实施5口科学群

钻,为检验和深化青藏高原东缘地震

断裂发震机理提供科学依据。                 

（4）主持完成油气田勘查区砂岩型

铀矿调查与勘查示范（718工程），

创新形成一套浅层气区松散破碎复杂

地层条件下的绿色综合钻探技术体系

及工艺方法，为北方砂岩型铀矿调查

和能源资源保障提供支撑。 

（1）支撑某重大工程建设：

自主研发千米级水平绳索取心

钻机和水平绳索取心定向钻进

技术，完成了某重大工程长大

深埋隧道1212m水平定向试验

孔示范，创造了国内水平绳索

钻杆PQ、HQ两项最深记录。

（2）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内水利勘察行业首次创

新应用水平定向勘查综合技

术，完成珠三角洲狮子洋主航

道938m定向钻探勘察试验，解

决正常通航国际航道地质勘察

难题。       （3）支撑能源

资源安全保障：创新研发小直

径绳索取心随钻定向纠斜技

术，完成了马尔康党坝乡锂矿

等战略性矿产勘查钻孔偏斜问

题，实现“精准勘探、绿色勘

查”。                 

（4）支撑三峡库区地质灾害

防治：主持完成三峡库区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项目33项，产值

6000余万元，稳定民心，促进

移民。

（1）发明了水平绳索随钻定

向钻具和千米级模块化水平绳

索取心钻机，构建了水平绳索

取心定向勘察与轨迹控制技术

体系，改变过去垂直“点”勘

查为“线”勘查，创建多角度

地质勘探与超前预报新模式。           

（2）研发了复杂地层螺杆马

达-液动锤-长半合管取心钻进

工艺等多项技术，创新形成青

藏高原东缘地震断裂带科学钻

探新型钻探技术体系与装备。             

（3）发明了随钻防塌防漏钻

孔冲洗液、钻孔护壁高压旋喷

钻具等钻探材料与器具，推进

构建深孔复杂地层钻探技术与

装备体系。     （4）发表论

文40余篇，授权专利8项，参

编出版专著3本，参编规范

3个；   （5）获交通运输协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获地

质调查成果二等奖1项。 

（1）获中国地质调查局“杰

出青年”称号并在局机关作汇

报；获成都市“劳动模范”称

号；获成都市“工人先锋号”

称号；获得国家注册一级建造

师资格证书。  （2）获中国

地质调查局优秀共产党员

1次；获成都市科技局优秀共

产党员1次；21次获探矿工艺

所“优秀职工”、“优秀共产

党员”和“优秀中层干部”称

号。

（3）受聘为某重大工程指挥

部深孔钻探技术指导组钻探技

术专家；四川省地质学会钻探

工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近年来，20次培训钻探

技术人员， 14次参加钻探技

术学术交流并做报告，推动行

业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方面，

发挥引领作用；          

（5）2016年5月至今主持探矿

技术研究室工作，推进构建三

大技术体系，建强建实六大团

队。 

依法依规合理的使用项目经

费，未出现违规违法行为。



附件3

卓越、杰出、优秀地质人才提名推荐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单位

推荐类别
（卓越/杰

出/优秀地

质人才）

分类（基

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

究/工程技

术研发）

姓名 性别
学历学

位

现聘专
业技术

岗位等

级

行政

职务

专业方

向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不超过300字）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不超过300字）

在项目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方面情
况

(不超过300字）

3 

中国地

质科学

院探矿

工艺研

究所

优秀地质

人才

应用基础

研究

黄海 男 研究生

/硕士

七级 无 水工环

地质

（1）查明了青藏高原东缘的澜沧江

流域、帕隆藏布流域、贡觉盆地和龙

门山区的地质灾害发育特征，评价了

区内高位滑坡和冰岩灾害链的流域性

致灾风险，揭示了震后斜坡-泥石流-

河流的泥沙输移过程及与生态环境的

联动效应，提出了冻融侵蚀型泥石流

活动程度评价模型。

（2）查清了藏东南地区冰川泥石流

灾害发展趋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规

律，从全新角度揭示了冰川、雪崩和

冰碛物源三要素耦合气象条件驱动冰

川泥石流的作用机制，发现了冰

（雪）-水相变作用下的冰川泥石流

动力参数和水文过程的异化特征。

（3）全面梳理了西南山区泥石流灾

害防治工程运行情况和存在问题，揭

示了孕灾背景演化对治理工程损毁的

影响机制，构建了治理体系损毁程度

评价方法。

（1）参与编制两项重大工程

建设的地质安全风险评价报

告，参与某重大工程桃花沟线

路优化比选地质灾害评价，主

编3份某重大工程支撑服务报

告，提出了察达崩塌、多洛沟

泥石流、红拉山隧道口滑坡、

旦卡冰湖和林珠藏布冰湖等多

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的防灾建

议，支撑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

（2）参与部、局与地方政府

组织的各项防灾减灾服务工

作，承担汶川震区地质灾害勘

查治理、九寨沟泥石流防治工

程震后评价、白格滑坡应急调

查等任务，有力支撑山区地质

灾害风险防控。

（3）评价了藏东重要城镇地

质灾害风险，提出震区生态修

复方法，有效服务山区城镇国

土空间优化与生态保护。

（4）积极科普防灾减灾知

识，获得各类科普奖项5项。

（1）系统阐明了泥石流灾害

基础参数容重值的物理意义与

时空变化特征，评述了现有认

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提出了

不同情景下容重值的时空指向

与应用指南，改良了泥石流容

重的计算方法。

（2）研发了多项生态型泥石

流治理技术，发明了可自然清

淤的泥石流拦挡技术，为解决

工程运行维护难题提供思路；

提出了基于灾害演化规律的多

期次治理理论，为解决极度活

跃期重大灾害风险防控提供新

方案。

（3）构建了山区灾损土地资

源化利用与生态修复技术，为

解决山区发展人地矛盾提供技

术支持。

（4）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

文13篇，其中SCI/EI3篇，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参编行

业规范1部。

（1）建成青藏高原地质灾害

调查评价与防治研究团队，近

年来在支撑服务国家重大工程

建设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山区

城镇防灾减灾、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试验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

。

（2）牵头建成泥石流防治技

术大型物理模拟实验室和北川

泥石流灾害野外观测与防治技

术实验基地，有力支撑中国地

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

心平台建设。

在实施主持和参与的各类项目

中，依法依规合理使用经费，

未出现廉政风险。



附件3

卓越、杰出、优秀地质人才提名推荐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单位

推荐类别
（卓越/杰

出/优秀地

质人才）

分类（基

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

究/工程技

术研发）

姓名 性别
学历学

位

现聘专
业技术

岗位等

级

行政

职务

专业方

向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不超过300字）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不超过300字）

在项目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方面情
况

(不超过300字）

4 

中国地

质科学

院探矿

工艺研

究所

优秀地质

人才

应用基础

研究

李扬 男 研究生

/博士

七级 无 地质灾

害监测

预警

采用自主研发的地灾监测仪器，在云

南四县建设80处地灾监测预警示范

点，提出地质灾害多参数动态综合预

警模型。对灾害点进行“一点一策”

的监测预警管理，探索设置53条各类

预警模型判据，动态调整162个预警

模型，形成怒江流域高山峡谷区监测

预警示范性成果，实现“实时监测-

智能预警-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全

天候全流程全方位技术服务。总结云

南黄瓜箐滑坡成功预警经验，建立从

数据采集到预警响应的“技术-行政

”结合的预警处置模式。自研设备、

预警模型及处置模式三者有机结合，

在四川、山西、西藏、重庆等多省市

得到应用，在有效降低预警误报率的

同时，多次成功预警地质灾害险情，

有效示范引领“技防+人防”的专群

结合监测预警工作。 

 建立了研、产、用全链条自

动化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仪器

研制和应用服务体系。自主研

制非接触位移感知系统、雨量

计、倾角计、全孔深部位移测

量阵列、智能数据采集传输模

块、物联网地灾数据及管理平

台等四大类十余种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地质灾害监测系列仪

器；自主研发的监测技术、仪

器及预警模型被广泛用于四川

、重庆、湖北、陕西、云南、

西藏、山西等地，自研仪器设

备实现直接成果转化超1000万

元；作为主要编写人员编写《

地质灾害专群结合监测预警技

术指南》，指导全国各地开展

利用地质灾害普适型仪器设备

进行“人防+技防”的防灾减

灾工作。 

（1）实现多参数动态综合预

警，完善了单参数阈值预警模

型。采用“经验阈值-阈值周

期动态调整-多参数权重”的

方式，有效降低预警误报率，

预警模型及响应处置模式在多

地成功应用。   （2）成功研

发基于超宽带定位的地表非接

触位移测量技术设备。该设备

能够实时完成多点地表位移的

非接触自动化测量，最大测距

达到1000米，通过自主研发的

共用基站技术，降低了系统成

本，形成了继GNSS后的另一种

大面积非接触地表变形测量方

法。              （3）成

功研发滑坡深部位移方位角、

倾角测量方法及设备。简化了

滑坡深部位移监测工艺和仪器

机械结构，将深部位移正交的

两向表征，拓展到360°范

围，引领并推动了滑坡深部位

移监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形成了一支10余人组成的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地质灾害监测仪

器和预警技术研发团队。团队

成员专业覆盖仪器仪表，水工

环，探矿，计算机，通信技

术，机械及自动化等，在多地

指导和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工作；团队成员多次参与学术

交流，申请专利/著作权

10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SCI检索1篇，EI检索2篇，

第一作者），参与编写行业标

准3项，培养硕士研究生1人；

团队与多所高校、研究院、地

勘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

系，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

。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认真执行

单位和上级有关项目管理和经

费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

各类项目经费使用的真实性和

安全性，做到依法合理使用，

没有违规违纪情况。



附件3

卓越、杰出、优秀地质人才提名推荐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序号 单位

推荐类别
（卓越/杰

出/优秀地

质人才）

分类（基

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

究/工程技

术研发）

姓名 性别
学历学

位

现聘专
业技术

岗位等

级

行政

职务

专业方

向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不超过300字）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情况

(不超过300字）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不超过300字）

在项目经费依法合理使用方面情
况

(不超过300字）

5 

中国地

质科学

院探矿

工艺研

究所

优秀地质

人才

基础研究 魏良

帅

男 本科/

工程硕

士

七级 无 水文地

质工程

地质

(1)查明乌蒙山重点地区基础水文地

质条件，完成区域地下水资源量评

价；总结了峨眉山玄武岩、红层碎屑

岩和断陷盆地等四种特殊地层地下水

分布规律及富集特征，提出寻找优质

水源和集中供水方案建议。

(2)首次开展长江源区地下水位调查

和统测，填补了长江源区地下水质量

数据空白；组织完成地下水位统测

8298点次，实现长江上游地区地下水

位统测流域全覆盖。

(3)完成长江上游四省（区）地下水

资源周期和年度评价，全面查清长江

上游地区水资源数量、质量等家底，

支撑更新全国水资源国情数据。

(4)开展长江源区、成都平原区等重

点地区水平衡研究，查明成都平原地

下水资源动态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初步查明沱沱河地区冰川面积变化趋

势和消融率。

(1)在乌蒙山区、川东红层区

实施106口探采结合井，为

57539人缺水群众提供饮用水

源；14处地下水开发利用示范

工程直接解决22124人缺水群

众用水问题；划定180个地下

水开发利用分区，支撑服务解

决25万人饮水问题。

(2)开展成都平原地下水资源

数量、类型和质量评价，提出

1处地下水资源战略储备候选

区建议；组织编制四川省水文

地质概述与地下水资源评价报

告和图集，为四川省地下水开

发利用和水资源管控提供服务

。

(3)开展长江上游水资源时空

动态变化规律研究，针对长江

大保护决策实施中面临的水资

源时空动态变化引发的长江源

区沼泽、湖泊面积扩张，城市

内涝和洪灾等对生态系统的破

坏和威胁，提出监测、生态迁

移和制定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制

度等建议。

(1)开展乌蒙山区条带岭谷型

与埋藏型岩溶地下水富集规律

研究，划分了单斜型、向斜型

和背斜型3大类15个小类岩溶

地下水系统，建立了识别含水

系统、查明水流系统和综合物

探推荐的找水技术体系，成井

率近90%。

(2)探索物探组合技术在基岩

山区和城市区水文地质调查、

勘查中的应用。形成乌蒙山区

各地层视电阻和极化率标准

值，为基岩山区水文地质物探

提供参考；采用半航空物探和

瞬变电磁法，精细刻画地下水

渗流场特征，构建城市区三维

水文地质模型。 

(3)基于生产压力指数、土地

状态指数和社会行为指数，构

建了农业产业结构与地下水资

源配置模型，创新性的将土壤

水分指数、土壤含水层厚度和

渗透系数等水文地质背景值纳

入评价指标，指导区域土地质

量等级划分。

(1)成都工艺所水文地质与水

资源调查团队逐渐成长为西南

地区相关业务的主力军；7人

先后晋升职称，5人成长为项

目负责人或专题负责人；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研

究生10余人。

(2)2016-2018年、2019-2021

年地质调查项目野外验收均为

优秀，2018年西南地区水工环

地质调查项目原始资料展评荣

获优秀奖；2016-2018年地质

调查成果获得优秀。

(3)在《地质通报》和《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等期刊上发表

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30余

篇，其中个人作为第一作者和

通讯作者10余篇。

(4)个人获中国地质调查局地

质科技奖二等奖1项，地质调

查十大进展2项；获中国地质

调查局支撑服务脱贫攻坚工作

优秀个人称号；获2016年、

2021年成都市科技局直属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建立“四个一”支部管理

法则助推党建工作向野外一线

延伸，实现了“党建工作与核

心工作、廉政风险与工作方法

及地质精神与工作奉献”党建

业务“三融合”，促进项目整

体推进，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2)严格按照地质调查项目经

费使用有关规定执行项目预

算，无超预算、无预算问题，

未发生违规使用经费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