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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ｔ １ ｚ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４００ 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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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Ｎｏ． ２０１７⁃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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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协“ 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答” 活动中，
中国地质学会荣获多个奖项
由中国科协机关党委和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主办的

“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答决赛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圆满落幕。 来自中国科协
直属单位和所属全国学会的 １２ 支代表队参与现场竞答。 中
国地质学会代表队表现出众，获得多个奖项。

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学会党组织建设、激发学会
党组织活力、发挥学会党组织作用，提升学会党组织的组织
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开创新时代群团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知识竞答比赛圆满结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积极主

在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质学会党委的支持和

动性，已形成了以赛促学、真学真用的学习氛围，激发广大地

指导下，在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期刊处党支部的认真组织

质科技工作者立足自身工作岗位投身“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下，中国 地 质 学 会 共 有 １８３ 人 参 与 “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答活动。 经过初赛、复赛等
环节，最终有 １１ 位选手取得决赛资格。 经过近 ３ 个小时的

标的热情和动力。
获得“ 学习标兵” 荣誉称号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分别是：
刘雅尊

中国建材工业地勘中心云南总队

激烈角逐，由刘志强和雷琴组成的中国地质学会代表队夺得

李斌斌

四川省化工地质勘查院

三等奖。 刘志强和雷琴两同志同时获得个人三等奖。 刘雅

黄瑛瑛

福建省地质工程勘查院

尊、李斌斌、黄瑛瑛、于德杰、王育清、唐楚灵、周霞、陈一晗、

于德杰

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王育清

云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唐楚灵

福建省煤田地质勘查院

周

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魏晓鹏 ９ 名选手荣获“ 学习标兵” 荣誉称号。

由于中国地质学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组织得力，中国地

质学会各分支机构和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学会的积极参与，
中国地质学会参赛人数排名中国科协所属 ２００ 余家国家级
学会第四名，中国地质学会党组织被中国科协机关党委和中

霞

陈一晗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零四大队

魏晓鹏

天津市地矿局

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授予三等奖。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ｉｚｅｓ ｉｎ ｔｈｅ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党章，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行动指南。 中国地质学会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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