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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论评》 新增栏目启事
第 ４０ 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决 定， 《 地 质 论 评》 自

的文章能起到“ 窥一斑而知全豹” 的功效，故名。 一般全文总

“ 通讯资料” 、“ 消息报道” 和“ 新书介绍” ６ 个专栏的基础上，

新增两专栏的稿件将优先刊出，一般可在投稿后的 １００

２０１９ 年起，在原有“ 问题讨论” 、“ 科技述评” 、“ 研究进展” 、

长度（ 含图表、参考文献、英文摘要等） 不超过 ６ 个印刷页面。

新增两个栏目： “ 专题细解” 和“ 窥斑速报” 。

日内见刊。 希各位专家组织“ 专题细解” ， 赐稿“ 窥斑速报” 。

行研究的文章，一般由 ４ ～ ７ 篇组成，一般应当包括一篇评述，

支持。 特别是，近年来，科技述评和对具体问题进行直接争

“专题细解” （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ｐｅｒ） 专栏为一组对同一专题进

原先 ６ 个专栏的名称暂时不变，希望各位专家继续热心

其余为专题研究或讨论。

鸣的稿件稀缺。

问题有关证据或重要地质体的新发现，该栏文章的格式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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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窥斑速报” （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Ｌｅｔｔｅｒ） 专栏快速发表对重要地质

式文章完全相同，但前言节、讨论节可以压缩，结论可以不太
确定。 这一专栏的文章可能仅是一孔之见，但我们希望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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