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地球与环境学院 2019 年研究生学
术论坛活动的安排通知

针对 2019 年我院研究生学术论坛活动作如下安排。

1、学术论坛报告会时间

定于 2019 年 5月 15-20 日进行。

2、报告会参加人员

（1）主讲人员及报告内容

2019 届毕业研究生，包含博士、2016 级学术型、2017 级专

业型毕业班研究生。结合研究成果及论文制作 PPT 进行宣讲。

非毕业班研究生自愿参加，提前在小组学生处报名。

（2）参加会议人员

学院全体研究生。各小组学生负责人及年级班长做好各个年

级学科方向学生参加会议的签到记录。

已确定录取本校研究生本科生须参加，其余本科生自愿参

加。

3、报告会的组织

（1）报告会分组

按照系分成地质学术组、地质专业硕士组、环境学术组、环

境专业硕士组四组，由学院四个系主任协调与组织，学生负责人

做好配合。

（2）报告会分组及联系人
序

号
专业及学科方向 系主任

毕业班

负责人

2017 级负

责人

2018 级负

责人

1 地质学术组 徐宏杰
秦 镇

18055427596

吴茂林

1820554

5564

杨 涛

1777521

3931

2 地质专业硕士组 鲁海峰
毕尧山

18255425187

3 环境学术组 范廷玉
王 旭

18297614311

4 环境专业硕士组 陈要平
李璋琦

17755456146



（3）学院检查

学院根据各系上报的汇报会安排，做好现场检查与督促。

4、相关要求

（1）由各系主任与学生报告会负责人协调，制定报告会名单

及安排（报告会时间、地点等），参加汇报学生填写电子版报告

摘要收集表（附件 1）5 月 8 日前交各小组学生负责人处，各小

组学生负责人汇总好报告题目、报告摘要，5 月 10 日前报学院。

（2）由各系主任协调，邀请至少一名导师进行开场报告，做

到示范作用。并请将报告人姓名及报告名称在 5 月 10 日前报学

院。

（3）由学生负责人：负责出海报，收集学术论坛报告照片等；

负责召集各个系的 2017 级及 2018 级学生全程参加报告会，提交

签到表到学院。

（4）由系主任本人并邀请 2-3 名导师组成报告会评议组，对

PPT 制作、汇报技巧、学术成果等内容进行现场点评，提升汇报

效果。

（5）由评议组结合论文汇报内容及效果等综合评分，学院根

据评分结果对每一组的前三名进行奖励。

（6）由各小组学而生组长进行会场拍照、报道宣传等工作。

（7）无故不参加汇报的同学由各系主任负责上报学院，报请

研究生院取消其该项学分。

（8）如有其他问题请及时提出，由学院负责协调和解决。

地球与环境学院

2018 年 4 月 25 日



附：参加学术报告会学生分组名单

第一组 地质学术组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专业/领域

1 2015100001 王进尚 姚多喜 地质工程/博士

2 2015100003 方新建 余学祥 地质工程/博士

3 2016200001 李俊 桂和荣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4 2016200002 秦镇 张平松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5 2016200003 刘凯旋 刘启蒙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6 2016200004 陈雨 张平松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7 2016200005 兰天贺 刘会虎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8 2016200006 朱晓飞 赵志根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9 2016200007 张妹 刘启蒙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0 2016200008 张淑莹 胡友彪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1 2016200009 蒋庆丰 吴荣新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2 2016200010 杨婷婷 许光泉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3 2016200011 桂昊 吴荣新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4 2016200012 郑雷雷 吴荣新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5 2016200013 金永黎 张平松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6 2016200014 王克健 陈健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7 2016200015 王妍 姚多喜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8 2016200016 葛畅 张世文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19 2016200019 李圣林 张平松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硕士

第二组 地质专业硕士组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专业/领域

1 2017200038 程文康 吴荣新 地质工程 /专业硕士

2 2017200039 陈通 张平松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3 2017200040 毕尧山 吴基文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4 2017200041 刘大卫 张平松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5 2017200042 许坚 黄河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6 2017200043 徐峰 吴基文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7 2017200044 谢达 王来斌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8 2017200045 曹力 鲁海峰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9 2017200046 周乐 姚多喜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0 2017200047 董亚 吴荣新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1 2017200048 马晓宇 王来斌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2 2017200049 琚棋定 胡友彪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3 2017200050 夏磊 刘启蒙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4 2017200051 徐军 黄河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5 2017200052 徐泽栋 姚多喜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专业/领域

16 2017200053 杜琦 林清茶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17 2017200054 余世滔 许光泉 地质工程/专业硕士

第三组 环境学术组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专业/领域

1 2013100006 唐文锋 胡友彪 环境工程/博士

2 2016100005 邱慧丽 桂和荣 环境工程/博士

3 2016200020 张思亮 易齐涛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4 2016200021 郑青辉 戎贵文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5 2016200022 卫凯平 武慧君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6 2016200023 黄莉 武慧君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7 2016200024 廖源 胡友彪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8 2016200025 刘笑生 胡友彪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9 2016200026 司家济 高良敏 环境科学/学术硕士

10 2016200027 胡桂林 宋晓梅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1 2016200028 杨晓东 高良敏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2 2016200029 陈守益 郭学涛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3 2016200030 胡智勇 陈孝杨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4 2016200031 杨雄 崔红标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5 2016200032 解志林 高良敏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6 2016200033 吴求刚 崔红标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7 2016200035 王旭 戎贵文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8 2016200036 张银 易齐涛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19 2016200037 陈羽冲 葛建华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20 2016200038 陈美玲 刘少敏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21 2016200039 刘慧琳 张世文 环境工程/学术硕士

第四组 环境专业硕士组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专业/领域

1 2017200055 孔晨晨 张世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2 2017200056 胡玉琳 高良敏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3 2017200057 章腾 崔红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4 2017200058 丁雪姣 张世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5 2017200059 陈雨王飞 宋晓梅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6 2017200060 聂超甲 张世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7 2017200061 柏鑫 胡友彪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8 2017200062 陈结平 胡友彪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9 2017200063 邢雅珍 陈孝杨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申请学位专业/领域

10 2017200064 关磊声 桂和荣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1 2017200065 王晓旭 武慧君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2 2017200066 李瑜 戎贵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3 2017200067 周婷婷 宋晓梅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4 2017200068 刘焕 胡友彪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5 2017200069 夏玉婷 桂和荣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6 2017200070 倪欢 戎贵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7 2017200071 李璋琦 范廷玉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8 2017200072 罗秀丽 戎贵文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19 2017200073 薛晓燕 刘少敏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20 2017200074 赵德文 杨金香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21 2017200075 陈晓芳 武慧君 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