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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新蚁族杯”第四届中国高校 
地理科学展示大赛的通知（第二号） 

 

“新蚁族杯”第四届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一号通知发布后，得到全国各

地高校的积极响应，大赛组委会收到报名申请 98 份，参赛作品 98 份，全部作品通

过预审，可分别参加南北片区赛。现就有关事宜发布二号通知。 

一、南北片区参赛单位划分 

大赛组委会研究决定，按照自然地理分界线以省会城市所在地划分南北片区，

划分结果见附件 1。  

二、片区赛时间地点 

北方赛区：长春师范大学  2018年 9月 14日-16日 

南方赛区：湖南文理学院  2018年 10月 12日-14日 

（详见各分赛区通知，即附件 2和附件 3） 

三、比赛规则 

1.参赛作品按南北片区分自然地理（含综合地理方向）和人文地理两个组别，

入选队伍使用 ppt （office 2013 版）进行现场展示。 

2.按照评分细则进行综合评分，南北片区确定自然地理（含综合地理方向）各

10组、人文地理各 10 组入围参加全国总决赛. 

3.展示形式自由，展示时间 8 分钟，提问答辩环节 2 分钟，如在 30 秒内无

评委发问，则表示答辩环节自动结束。上台展示队员应为 3-5人。 

4.展示内容应紧扣大赛主题“新时代的地理学”，内容明晰，形式新颖，学术

性强，创新性明显，并严格在规定时间内展示完毕。 

5.各参赛队伍须在比赛前 15 分钟到场签到。 

四、评分细则 

满分 100 分，其中： 

1.精神风貌（10 分）：展示过程中，队员精神面貌是否积极向上，穿戴着装是

否大方得体，言行举止是否得体； 

2.团队配合（10分）：团队配合程度如何，是否协调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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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性（25分）：研究内容是否具有首创性，研究视角、领域是否有所创新； 

4.科学性（35分）：研究内容是否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否具有深度和广度，

研究方法、数据以及案例材料的运用是否能正确体现所要表达的观点； 

5.演讲能力与时间控制（10 分）：对主题中心表达是否明确，逻辑表达是否清

晰、有条理，演讲技巧是否得当并具有吸引力，时间控制是否恰当； 

6.答辩环节（10分）：回答是否针对评委提问，内容是否完整、有层次。 

五、奖项设置 

南北赛区按自然地理组（含综合地理方向）、人文地理组分别设立以下奖项： 

一等奖 3名：颁发奖牌+获奖证书+奖金；晋级全国总决赛。 

二等奖 7名：颁发奖牌+获奖证书+奖金；晋级全国总决赛。 

优胜奖若干：颁发获奖证书。 

最具学术性主题、最具创新性主题、最佳表现男/女选手奖各 1 名：颁发获奖证书。 

六、其他说明 

1.会议费用：所有参赛人员往返旅费、住宿费等自理，另需缴纳注册费 500 元/

人（含参赛学生、指导老师、带队老师、观赛领导及其他人员），汇款帐号如下： 

开户名称：中国地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6209089136384 

2. 作品提交：请各参赛队伍将展示作品于各片区赛举办前 3 天发送至大赛邮箱，

以“院校+赛组+作品名”命名。 

3. 参赛资料：请各参赛队伍在片区赛报到时提交《 “新蚁族杯”第四届中国高校

地理科学展示大赛参赛队伍信息表》和《作品版权与数字版权授权书》加盖公章原

件。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大赛官网：http://geogpre.csp.escience.cn/ 

大赛信箱：geog_pre@163.com 

图文传真：022-23766307（天津师范大学） 

   0736-2616701（湖南文理学院） 

   0431-86168533（长春师范大学） 

注：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汇款单位

和参赛人数。最好有具体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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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联系人（中山大学）： 

    孔碧云 020-84112453；13631489182 

决赛联系人（天津师范大学）： 

    何  龙 18722183378；342722694@qq.com； 

    刘  琳 022-23766307；13622090512；liulin0208@126.com 

    通讯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3号（300387） 

        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南方赛区（湖南文理学院）联系人： 

    刘  尧 18182112261； liuyao168@163.com 

    许建伟 18390608160；xjw_huas@163.com 

    周  兴 13975652252 

    通讯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洞庭大道 3150号（415000） 

         湖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北方赛区（长春师范大学）联系人： 

    崔锦利 17743490677；439824252@qq.com 

    赵丽娜 18343091954；376260554@qq.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长吉北路 677号（130032） 

        长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附件 1  第四届全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南北赛区参赛单位划分表 

  附件 2  北方赛区参赛通知 

附件 3  南方赛区参赛通知 

   

                       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地理学会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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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南北赛区参赛单位划分表 

（各组别均以参赛单位所在地区首字拼音排序） 

1. 北方赛区自然地理组参赛单位 

单位名称 所在城市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市 

天水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甘肃省天水市 

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省焦作市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河南省开封市 

许昌学院城乡规划与园林学院 河南省许昌市 

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长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呼伦贝尔学院旅游管理与地理科学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山东省聊城市 

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山东省临沂市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省青岛市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山东省日照市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 

泰山学院旅游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省太原市 

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省汉中市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天津市 

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安徽省阜阳市 

合计：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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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方赛区人文地理组参赛单位 

单位名称 所在城市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市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北京市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省兰州市 

安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河南省安阳市 

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省焦作市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河南省开封市 

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郑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白城师范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吉林省白城市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长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山东省济南市 

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山东省聊城市 

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山东省临沂市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省青岛市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 

泰山学院旅游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天津市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安徽省阜阳市 

合计：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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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方赛区自然地理组参赛单位 

单位名称 所在城市 

安庆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安徽省安庆市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安徽省芜湖市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重庆市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省福州市 

韩山师范学院烹饪与酒店管理学院 广东省潮州市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岭南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省湛江市 

惠州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广东省惠州市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生态工程学院 贵州省毕节市 

湖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湖北省黄石市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湖南工业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湖南省株洲市 

湖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湖南省常德市 

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湖南省湘潭市 

吉首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湖南省吉首市 

淮阴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 江苏省淮安市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楚雄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管理学院 云南省楚雄市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浙江省宁波市 

合计：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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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方赛区人文地理组参赛单位 

单位名称 所在城市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安徽省芜湖市 

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 重庆市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重庆市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省福州市 

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福建省泉州市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资源与城乡规划系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惠州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广东省惠州市 

岭南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省湛江市 

百色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西省百色市 

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海南省海口市 

湖北民族学院林学园艺学院 湖北省恩施市 

黄冈师范学院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 湖北省黄冈市 

湖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湖北省黄石市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湖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湖北省襄阳市 

湖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湖南省常德市 

吉首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湖南省吉首市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楚雄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管理学院 云南省楚雄市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浙江省金华市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浙江省宁波市 

合计：2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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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蚁族杯” 
第四届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北方赛区通知 

一、赛程安排 

1. 时间、地点 

2018年9月14日-16日在长春师范大学举办。 

（1）9月14日：报到（地点：长春亚泰饭店） 

彩排地点：长春师范大学综合楼901室（人文组）、长春师范学图书馆

报告厅（自然组）。 

班车时间：9:00和14:00车从酒店去长春师范大学；13:00和17:00从长春

师范大学回酒店。 

晚8点各参赛队伍派教师代表参加大赛赛务工作会议（地点：长春亚泰

饭店三楼梧桐世家2） 

（2）9月15日 

8:00-8:30 开幕式（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9:00-12:00 分组决赛（人文组比赛地点：长春师范大学综合楼901室;自然

组比赛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12:00-14:00 午餐（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弘毅堂四楼餐厅） 

14:00-17:30 分组决赛（人文组比赛地点：长春师范大学综合楼901室;自

然组比赛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3）9月16日 

8:30-10:30 分组决赛（人文组比赛地点：长春师范大学综合楼901室；自

然组比赛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10:50  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12:00  午餐（地点：长春师范大学弘毅堂四楼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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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提交 

参赛队伍需要在9月11日之前将最后参赛作品PPT上传至高校地理科学展

示大赛邮箱：geog_pre@163.com。 

二、联系方式 

大赛官网：http://geogpre.csp.escience.cn/ 

大赛信箱：geog_pre@163.com 

图文传真：0431-86168533（长春师范大学） 

总联系人（中山大学）： 

孔碧云  020-84112453；13631489182 

长春师范大学联系人： 

崔锦利  17743490677；439824252@qq.com 

赵丽娜  18343091954；376260554@qq.com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长吉北路677号（130032） 

长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三、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亚泰饭店 

酒店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968号（人民大街与重庆路交汇） 

1.飞机到达 

 

（1）乘坐机场巴士1号线，从长春龙嘉机场到人民广场下车，步行698米到达。 

（2）由地下通道步行500米到达龙嘉站，乘坐动车到达长春站，乘坐6路公交

车，从长春站到重庆路下车，步行140米到达，打车约9元。 

mailto:geog_pre@163.com


10 
 

（3）机场直接打车，约100元。 

2.火车到达 

 

（1）长春北站及凯旋路客运站，打车8元，公交车乘坐362、62、80、306、6

路，在重庆路（或国贸商场）下车即是。 

（2）地铁：长春北站乘坐地铁一号线至人民广场站下车。 

（3）长春西站乘坐地铁二号线至解放大路下车，换乘公交车6、306路，在重

庆路（或国贸商场）下车即是；打车30元到达亚泰饭店。 

  3.酒店到长春师范大学 

3.  

步行236米到达清明街，乘坐106路公交车，师范学院下车；打车约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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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新蚁族杯” 
第四届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南方赛区通知 
 
一、赛程安排 

1、大赛报到 

（1）大赛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 14 日 

（2）大赛报到：2018 年 10 月 12 日全天报到，请携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

到常德武陵天济喜来登酒店一楼大厅接待处报到，并领取相关材料。 

（3）赛务组联系人 

总联系人 

刘  尧（副研究员）：18182112261 

彭保发（院长）：15807363123 

赛事服务 

许建伟（博士）：18390608160 

王亚力（副院长）：13508468379 

2、大赛场地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省常德市洞庭大道 3150号） 

（1）艺术楼音乐厅； 

（2）船型楼学术报告厅； 

（3）逸夫楼 C107（备用）。 

3、大赛食宿 

（1）大赛住宿：常德武陵天济喜来登酒店（电话：0736-7888888地址：常

德市武陵区皂果路 899号） 

（2）大赛餐饮：12日报道晚餐、13日比赛午餐、晚餐以及 14日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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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实习参与人员午餐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请凭餐券到指定就餐地点

（待定）就餐。 

4、大赛交通 

大赛地点地处常德市范围内，往来机场及火车站均有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便

捷交通方式连接。 

（1）常德桃花源机场-- 常德武陵天济喜来登酒店路线 

（2）常德火车站--常德武陵天济喜来登酒店路线 

5、赛期天气 

10月 12日：气温 23℃--16℃ 

10月 13日：气温 23℃--16℃ 

10月 14日：气温 23℃--16℃ 

常德 10月中旬温度适中、秋高气爽，请各位专家、老师及参赛选手随身携

带薄外套，比赛期间注意身体健康。 

二、赛务平台 

大赛邮箱：geog_pre@163.com 

通讯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洞庭大道 3150 号湖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

院（415000） 

 

微信平台：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