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地矿局2022年地质测绘类专业校园招聘岗位列表

单位
序

号

岗位
代码

岗位

类别

岗位

等级

拟招聘

人数

招聘条件 报名联系方式

学历 专业 其他执业资格 其他条件
简历投送邮箱、联系人

及电话

甘肃省地

矿局第一

地质矿产

勘查院

（13人）

1 202201101 专业技术 12级 5 本科及以上

本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水文学与水资源

无色盲色弱，身体健康，

适应长期野外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天水市麦

积区马跑泉路54号

邮箱：112094592@qq.com

联系人：拉春燕        

联系电话：0938-2511305

监督电话：0931-8763242

2 202201102 专业技术 12级 5 本科及以上
本科：应用化学

硕士研究生：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3 202201103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城乡规划、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硕士研究生：城乡规划学

甘肃省地

矿局第二

地质矿产

勘查院

（20人）

1 202202101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遥感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摄影测量与遥感

1、硕士研究生要求：本科

和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为

相同或相近专业。         

2、无色盲色弱，能在高海

拔地区长期从事野外地质

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雁儿湾路399号 

邮箱：445477714@qq.com

联系人：王统安 

联系电话：0931-8694023                                                                               

监督电话：0931-8608421   

2 202202102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 资源勘查工程

3 202202103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质工程

硕士研究生：地质工程、岩土工程

4 202202104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硕士研究生：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

5 202202105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理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6 202202106 专业技术 12级 4 本科及以上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理学、地

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地球物理学、地球探测与信

息技术

7 202202107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8 202202108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土地资源管理（工科）

9 202202109 专业技术 12级 1 硕士研究生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10 202202110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甘肃省地

矿局第三

地质矿产

勘查院

（23人)

1 202203101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 资源勘查工程

1、硕研要求：本科和硕研

所学专业为相同或相近专

业。         

2、无色盲色弱，能在高海

拔地区长期从事野外地质

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

里河区兰工坪路121号                  

邮箱：

gssdkjsky121@163.com

联系人：高洁

联系电话：0931-2311905

监督电话：0931-2310574         

2 202203102 专业技术 12级 3 硕士研究生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固体矿产勘查方向

3 202203103 专业技术 12级 3 硕士研究生 矿产普查与勘探 固体矿产勘查方向

4 202203104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矿物加工工程

5 202203105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质工程

硕士研究生：地质工程、岩土工程
岩土方向

6 202203106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

工程

硕士研究生：水利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

地下水方向

7 202203107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林学、森林保护、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

硕士研究生：林业、森林保护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8 202203108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城乡规划

硕士研究生：城乡规划学、城市规划

9 202203109 专业技术 12级 1 硕士研究生 摄影测量与遥感

10 202203110 专业技术 12级 1 硕士研究生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固体地球物理学

11 202203111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大气科学

硕士研究生：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大气检测方向

12 202203112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硕士研究生：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

甘肃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第四地质

矿产勘查

院

（28人）

1 202204101 专业技术 12级 5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地球化学

硕士研究生：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

矿床学、地球化学、矿产普查与勘探、资

源与环境遥感

1、硕士研究生要求：本科

和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为

相同或相近专业。        

2、无色盲色弱，能在高海

拔地区长期从事野外地质

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

州区解放路52号

邮箱：624230019@qq.com

联系人：刘永涛、高建海

联系电话：0937-2812826

          0937-2619426

监督电话：0937-2855130

2 202204102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球物理学、勘查技术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地球物理学

3 202204103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

硕士研究生：水利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

4 202204104 专业技术 12级 7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质工程、土木工程

硕士研究生：地质工程、岩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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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第四地质

矿产勘查

院

（28人）

5 202204105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生态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硕士研究生：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生态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

1、硕士研究生要求：本科

和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为

相同或相近专业。        

2、无色盲色弱，能在高海

拔地区长期从事野外地质

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

州区解放路52号

邮箱：624230019@qq.com

联系人：刘永涛、高建海

联系电话：0937-2812826

          0937-2619426

监督电话：0937-2855130

6 202204106 专业技术 12级 4 本科及以上

本科：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空

间信息工程、地理国情监测、遥感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程

硕士研究生：测绘科学与技术、大地测量

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

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地理学、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7 202204107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城市规划

硕士研究生：人文地理学、城乡规划学、

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与设计

8 202204108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矿物

加工工程

硕士研究生：应用化学、矿物加工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9 202204109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采矿工程、矿物资源工程、安全工

程

硕士研究生：采矿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

甘肃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勘察院

（19人）

1 202205101 专业技术 12级 10 本科及以上

本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

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利水电

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

科学、环境生态工程                硕

士研究生：水文地质学、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利水电工程、水利工程、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无色盲色弱，身体健康，

适应长期野外、高海拔地

区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张

火公路203号                 

邮箱：271087565@qq.com

联系人：闫斌

联系电话：0936-8218834                                   

监督电话：0936-8224894   

2 202205102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工程、土木

工程

硕士研究生：岩土工程、地质工程、土木

工程

3 202205103 专业技术 12级 4 本科及以上

本科：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

、地球物理学、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地质学、地球化学、矿物学

岩石学矿床学、地球物理学

4 202205104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硕士研究生：应用化学、分析化学、化学

工程与技术

5 202205105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科学                                 

硕士研究生：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甘肃省地

质调查院

（2人）

1 202206101 专业技术 12级 2
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
地质学

本科与研究生阶段专业相

同或相近，身体健康、无

色盲色弱，能适应野外地

质工作环境。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红星巷123号

邮箱：gsddybgs@163.com

联系人：尹丽敏

联系电话：0931-8948513

监督电话：0931-8763515

甘肃省地

质环境监

测院

（2人）

1 202207101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

里河区建兰新村120号              

邮箱：1422845729@qq.com

联系人：金萍

联系电话：0931-2830189

监督电话：0931-2830110
2 202207102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遥感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测绘科学与技术、摄影测量

与遥感、资源与环境遥感

甘肃省地

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

测绘勘查

院

（5）

1 202208101 专业技术 12级 3 本科及以上

本科：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

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地理空间信

息工程

硕士研究生：测绘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

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软件工

程

本硕专业相近，身体健康

、无色盲色弱，从事省内

外野外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

固区福利西路619号

邮箱：446167624@qq.com

联系人：黄凯

联系电话：0931-7546629

监督电话：0931-7538807

2 202208102 专业技术 12级 2 本科及以上

本科：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农业水

利工程、土地资源管理

硕士研究生：城乡规划学、城乡规划、城

市规划、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

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与

设计、农业水土工程、环境工程、土地资

源与空间信息技术

1.本硕专业相近，身体健

康、无色盲色弱，从事省

内外野外工作。

2、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须取得理学学位，土地资

源管理专业须取得工学学

位。

甘肃工程

地质研究

院

（1人）

1 202209101 专业技术 12级 1 硕士研究生 油气田开发工程

无色盲色弱，身体健康，

适应长期野外、高海拔地

区工作。

单位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红

星巷123号                    

邮箱：gsdzrlzyb@163.com

联系人：庄媛

联系电话：0931-8610731   

监督电话：0931-8763466

甘肃矿业

开发研究

院

（2人）

1 202210101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本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硕士研究生：水文学与水资源 无色盲色弱，身体健康，

适应长期野外、高海拔地

区工作。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红星巷123号

邮箱：312877578@qq.com

联系人：郭欣

联系电话：0931-8763496

监督电话：0931-8763499
2 202210102 专业技术 12级 1 本科及以上 采矿工程

注：本次招聘年龄要求：博士研究生为1982年3月1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硕士研究生为1987年3月1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本科毕业生为1992年3月1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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