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地质学会文件 
 
 
 
 

苏地会〔2021〕49号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2021年度十大地质科

技进展、十大地质找矿成果评选工作的通

知”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分支机构： 

现将中国地质学会“关于开展2021年度十大地质科技

进展、十大地质找矿成果评选工作的通知（地会字〔2021〕

156号）”文件转发，请各单位认真阅读通知文件精神并遵

照执行。 

联系人：黄倩、李季 

联系电话：025-51816574 

江苏省地质学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十大地质找矿成果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省级地质学会(会员服务中心)，各常务理事单位：

自2007年开始，中国地质学会在编辑《中国地质科技新进

展和地质找矿新成果年度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每年组织评选年

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和“十大地质找矿成果”（以下简称“双

十”评选）。各大报刊、网站等媒体纷纷报道和登载评选成果，

对加深社会各界了解我国地质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做贡献，提

高地勘行业的社会认知度，不断推出地质行业的领军人才起到了

积极作用。

2021年学会将继续开展年度“双十”评选工作。请各有关

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单位及职责

学会各常务理事单位、分支机构，各省级地质学会(会员服

地会字〔2021〕156 号



务中心)负责申报项目的审核、推荐工作、推荐意见填写（300-500

字）、签字、盖章。

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所属单位申报项目的审核、推荐等工作。

二、推荐内容

申报项目应是在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之

间完成并通过鉴定或验收（评审）的成果。

（一）2021年取得的地质科技类进展及成果；

（二）2021年取得的地质找矿类成果（2021年度已通过储

量评审；若无储量报告，但属于行业公认重大发现的找矿成果，

请申报“科技进展”组别）。

以上内容包括我国地质行业各部门单位参与的国际合

作科研项目或找矿项目。

三、推荐数量

各推荐单位可推荐地质科技进展、找矿成果各不超过5项。

中国地质调查局可推荐地质科技进展不超过10项，找矿成

果不超过5项。

四、填报要求

（一）请项目第一完成单位按照格式要求填写《2021 年

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申报表》（附件 1）或《2021 年度十大

地质找矿成果申报表》（附件 2），由第一完成人签字，并加

盖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公章。



（二）请各推荐单位将推荐项目进行汇总、排序，并填

写《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推荐项目一览表》（附件 3）

或《2021 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推荐项目一览表》（附件 4）。

（三）请各推荐单位认真审核，确保填报内容真实、有

效、非涉密、可公开。

（四）根据《关于申报中国地质学会奖项的重要通知》

（地会函字[2018]23 号）要求，中国地质学会开展的各类奖

项评选，均要求申报者为本学会会员（请在附件 1 和附件 2

中填写主要完成人的学会会员证号）。请各推荐单位严格把

关，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连续两年的推荐资格。

（五）报送材料：

1.申报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的请提交《2021 年度

十大地质科技进展申报表》和《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推荐项目汇总表》；申报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的请提

交《2021 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申报表》和《2021 年度十

大地质找矿成果推荐项目汇总表》。纸质材料各一式一份（原

件）。

2.“第三方评价材料”一式一份（复印件，目录及内容

页要求加盖第一完成单位公章），单独装订成册。

3.推荐单位将上述报送材料汇总后将电子文档发送至

学会指定邮箱（academicser@geosociety.org.cn），邮件主



题注明“2021 年度双十+报送单位名称”。电子材料内容须与

纸质材料一致（不含“第三方评价材料”），电子文档格式为

Microsoft Office Word（不须盖章）。

4.以上材料概不退还，请自行留底。

五、截止日期及邮寄地址

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21 日。逾期不予接收。请

通过顺丰快递至：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6 号，中国地

质学会学术交流处，010-68990910，邮编 100037。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恋、袁彭

电 话：010-68999421/0910

附件：1. 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申报表

2. 2021 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申报表

3. 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推荐项目汇总表

4. 2021 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推荐项目汇总表

（附件下载地址：http://www.geosociety.org.cn/）

中国地质学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geosociety.org.cn/）


附件 1

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申报表

栏目 内容（注意事项）

项目名称 （必填）

对外公布名称 （必填）

项目主要

创新点

（必填，由完成单位填写，200字左右。）

非涉密情况

兹证明：本项目填报材料及其附件材料不存在涉密内容，或已做消密处理，

符合有关保密制度、规定，可供参加评选、公开宣传使用。

第一完成单位（保密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必填。不接受涉密项目申报。）

学科分类 （必填）

项目编号 （应填，如没有可省略）

项目来源 （应填，如没有可省略）

项目起止时间 （必填，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完成单位 （必填，按贡献顺序，填写单位全称，逗号隔开。）

主要完成人

序号 姓名 会员证号码（必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项目联系方式

第一联系人：（必填） 电话：（必填） 手机：（必填）

单位地址与邮编：（必填） 电子信箱：（必填）

第二联系人：（必填） 电话：（必填） 手机：（必填）

单位地址与邮编：（必填） 电子信箱：（必填）



栏目 内容（注意事项）

项目成果简介

（必填。《项目简介》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含项

目立项背景、研究目标，主要创新成果，应用情况，成果完成后的社会经

济效益等内容，简单、扼要地介绍，同时不泄露项目的核心技术。限 2500
字以内。）

第三方评价

（必填，附件请按编号另附。《第三方评价》是指被推荐项目完成单位、完

成人和具有直接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对推荐项目技术内容等做出的具

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文件，如评审、验收、鉴定意见，仪器设备检

测报告等，可为复印件。评价须含首页、结论页和签字页。）

附件 1：（附件名称）

附件 2：（附件名称）

附件 3：（附件名称）

……

对外宣传图件

（照片）

（必填，照片请另附。包括成果、工作、对外宣传图件（照片）等共计 5
张左右。单张图件（照片）大小 2-4Mb，JPG格式粘贴，配文字说明）



栏目 内容（注意事项）

第一完成单位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必填，由推荐单位填写，300-500字。）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1、宋体五号字填写，空间不够可加行，表内括弧中的注意事项可删除；

2、请勿另行设计封面，请将本表原件及其附件的纸质版、电子版同时报送。



附件 2

2021 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申报表

栏目 内容（注意事项）

项目名称 （必填）

对外公布名称 （必填）

项目主要

创新点

（储量排名是否是中国、亚洲、世界第一，是否是新矿种、新发现等等，

200字左右。）

（必填）

矿产储量

验收证明

储 量：（必填）

规模等级：（必填）

验收单位：（必填）

验收日期：（必填）

非涉密情况

兹证明：本项目填报材料及其附件材料不存在涉密内容，或已做消密处理，

符合有关保密制度、规定，可供参加评选、公开宣传使用。

第一完成单位（保密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必填。不接受涉密项目申报。）

学科分类 （必填）

项目编号 （应填，如没有可省略）

项目来源 （应填，如没有可省略）

项目起止时间 （必填， 年 月至 年 月）

主要完成单位 （必填，按贡献顺序，填写单位全称，逗号隔开。）

主要完成人

序号 姓名 会员证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栏目 内容（注意事项）

项目联系方式

第一联系人：（必填） 电话：（必填） 手机：（必填）

单位地址与邮编：（必填） 电子信箱：（必填）

第二联系人：（必填） 电话：（必填） 手机：（必填）

单位地址与邮编：（必填） 电子信箱：（必填）

项目成果简介

（必填。《项目简介》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含项

目立项背景、研究目标，主要创新成果，应用情况，成果完成后的社会经

济效益等内容，简单、扼要地介绍，同时不泄露项目的核心技术。限 2500
字以内。）

第三方评价

（必填，附件请按编号另附。《第三方评价》是指被推荐项目完成单位、完

成人和具有直接利益相关者之外的第三方对推荐项目技术内容等做出的具

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文件，如评审、验收、鉴定意见，储量评审意

见，仪器设备检测报告等，可为复印件。评价须含首页、结论页和签字页。）

附件 1：（附件名称）

附件 2：（附件名称）

附件 3：（附件名称）

……

对外宣传图件

（照片）

（必填，照片请另附。包括成果、工作、对外宣传图件（照片）等共计 5
张左右。单张图件（照片）大小 2-4Mb，JPG格式粘贴，配文字说明）



栏目 内容（注意事项）

第一完成单位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必填，由推荐单位填写，300-500字。）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1、宋体五号字填写，空间不够可加行，表内括弧中的注意事项可删除；

2、未经储量评审的项目，不参与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评选；

3、请勿另行设计封面，请将本表原件及其附件的纸质版、电子版同时报送



附件 3

2021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推荐项目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专业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创新点

（限制 200 字之内）

项目主要

完成单位

项目

第一联系人

（联系方式、联

系地址）



附件 4

2021 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推荐项目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专业 序号 项目名称 储量验收情况
项目主要

完成单位

项目

第一联系人

（联系方式、联

系地址）

储 量：

规模等级：

验收单位：

验收日期：



抄报: 自然资源部

钟自然理事长、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

学会各位理事，监事会成员，咨询委员会委员

正、副秘书长

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局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