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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青科〔2019〕14 号  
 

 

关于组队参加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定于 2019 年 7

月 20-26 日在澳门举办。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将组队统一前

往参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代表团组成 

湖北代表团由正、副领队、入围终评的参赛学生和科技辅

导员组成（集体项目作者必须全部参加）（见附件 1）。所有参

赛代表自行办理赴澳门签注，确保按时参赛。 

二、确认参赛 

参赛成员须于 2019 年 6 月 10-13 日在线填报参赛回执。入

围终评的学生和科技辅导员登录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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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stic.xiaoxiaotong.org/），完成参赛确认和信息反馈，

并在线打印参赛报到单。为能方便快速通关，请在参赛回执中

填写清楚（简单描述展品，并附照片）。   

三、行前培训 

为保证活动顺利进行，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拟于 6 月 28

日下午 13:00 在湖北省发改委信息技术培训中心（武汉市武昌区

水果湖东一路 21 号）举办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代表团

行前培训，请参赛学生及辅导教师于 28 日上午 10:00-12:00 在

八楼会议室报到（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展馆和驻地 

1. 大赛主展馆：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 L3 层 D 厅（地

址：氹仔望德圣母湾大马路，路氹金光大道）。  

2. 参赛代表驻地：澳门大学学生书院（地址：氹仔大学大

马路澳门大学） 

五、报到和注册 

1. 根据全国组委会要求，湖北省代表团必须统一赴澳门并

办理报到注册手续。7 月 20 日全天到澳门大学报到并领取活动

资料。报到后，由领队统一凭参赛报到单进行注册、领取参赛

证件。 

2. 全国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注册后参赛代表入住澳门大

学学生书院。 

3. 参赛人员往返交通费、途中餐费自理。竞赛期间参赛学

生食宿费等活动相关费用由全国组委会承担，参赛选手及领队

竞赛期间保险由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统一购买。参赛科技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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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需交纳注册费，每人 1200 元，并开具注册费发票（缴费程

序另行通知）。如早到或晚退，产生的相关食宿费自理。 
4. 参赛科技辅导员如有家庭经济困难，可申请减免注册费，

并于 6 月 20 日前将个人资料上报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并及

时关注相关批复结果。 

六、关于布展 

布展时间为：7 月 20 日下午、21 日全天。具体要求如下： 

（一）展示内容     

本届大赛的主展馆设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 L3 层 D 厅。

本届大赛终评阶段将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科技

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项目等奖项的评选。获奖名单将在终

评活动结束后在大赛网站进行统一发布。 

（二）展示和问辩要求 

1. 展位：每个项目一个展位，采用标准展架（100cm×200cm)，

并提供一块宽 90cm、高 120cm 的底板。展位上标有各自的项目

编号，布展前参赛学生、科技辅导员根据各自的项目编号确认

展位。 

2. 布展：布展须按照《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规

则》的要求，由参赛者本人完成。展板上不得出现指导教师和

专家的姓名，不得出现正在申请的专利或已获专利的证明，不

得出现以往获奖情况以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内容等。 

  根据竞赛规则，参赛者须将研究项目原始实验记录、研究

日志等材料带到比赛现场，问辩时向评委展示。 
3. 安全检查：展览场所禁止使用明火、酸碱等危险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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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布展后，参赛者持胸卡到展厅内查询机刷卡申请检查，工

作人员将根据排序依次对展位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合格的项目

获得《布展合格证》，未通过布展检查的项目不能参赛。 

4. 问辩和颁奖典礼：参加项目问辩、颁奖典礼和闭幕式应

着正装，建议集体项目选手服装一致。不参加项目问辩的参赛

学生、科技辅导员，将取消参赛资格。 

七、日程安排 

本届大赛活动主要包括项目问辩、开幕式、专项奖颁奖典

礼、闭幕式暨颁奖典礼、2019 科学教育国际论坛、国际青少年

科技交流、科学工作坊、科技参观等。湖北代表团参赛选手须

按时参加各项活动（具体日程见附件 3，如有变动以现场《大赛

活动指南》为准）。  

八、注意事项 

1. 大赛期间，湖北代表团参赛选手要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和

相关要求，尊重澳门地区的语言、风俗、习惯、礼节，按照组

委会要求参加各项活动，确保大赛安全、有序、顺利进行。 

2. 请参赛选手及家长认真填写“交通信息表”（见附件 2）、 

“告老师、家长书” （见附件 4）、“家长、学生确认函”（见附

件 5），及在线打印的参赛报到单，核对无误后签名确认，并加

盖学校公章后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代表团行前培训

当天交至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如参赛选手家长拟赛后带学

生自行活动，请在回执上注明。 

3. 附件和其它相关通知将在hubei.xiaoxiaotong.org上公布，

有关学校可登陆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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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路 2 号科教大厦 A 座 1203 室 

邮  编：430071         E-mail：hbastic@sina.com 

联 系 人：周莹  熊雯娟    电话：027-87836978 

 

附件：1．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入围名单、科技辅导员科技

教育创新成果入围名单 

2．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交通信息表 

       3．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日程 

（拟） 

          4．告老师、家长书 

          5．家长、学生确认函 

6．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代表团守则 

 

 

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9 年 6 月 11 日 

mailto:hbastic@sina.com
http://castic.xiaoxiaotong.org/AttachFile/110100/63381000694204875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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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入围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标题 项目组别 作者 学校 辅导老师 

BM193015 一种波动发热贴结构及其

控制方法 高中组 吴芸菲 武汉市第三中学 
刘启立 
汪正旗 
吴国家 

CH193013 太阳能污水净化器的研究 高中组 赵冬晔 应城市第一高级

中学 

张仁义 
万如锴 
汪 洋 

EN193065 一种可伸缩式自动跟随行

李箱底座——影宝 高中组 吴雨桐 武汉市第六中学 
贵 瑛 
王 翀 

PA192008 D62 型折射式投影望远镜 初中组 李蔚然 武汉大学附属 
外语学校 

张晓东 
魏 欣 

PA193029 基于梯度最优算法的激光

雷达自动收发匹配系统 高中组 林阅千 华中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 刘 斌 

SO193019T 大学生群体绿色消费行为

的调查研究    高中组 刘梦如 
朱诗果 

湖北省水果湖高

级中学 
王 雪 
杨启金 

SO193020T 

因地制宜 行稳致远 高质

量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湖北省仙桃市栗林嘴村乡

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高中组 
李惟源 
肖雨萌 
莫玄瑞 

武汉市第二中学 
武汉市第二中学 
湖北省水果湖 
高级中学 

卢厚冰 

 
 

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入围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标题 项目成员 成员学校 

AC19125 “萤火虫回到我们身边”科技教育方案 邓从新 监利县黄歇小学 

AC19124 澄清“貌科学”和揭露伪科学，给身边的

科学正本清源 程中流 麻城实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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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交通信息表 

 
学生选手 
项目编号 

姓  名 所在学校（全称）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一同往返 同去不同回 同回不同去 

        

        

        

        

        

        

辅导员项目编号 姓  名 所在学校（全称）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一同往返 同去不同回 同回不同去 

        

        

注：本表可复制，可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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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日程（拟） 
 

时间 活动内容 参加人员 地点 

7月 20日 
星期六 

全天 报到 全体参赛代表 
澳门大学学生书院（W12、
W13、W23、W33、W34、

S9） 
14:00-18:00 注册、布展 全体参赛代表 金光会展 D 厅 

7月 21日 
星期日 

上午 报到 全体参赛代表 
澳门大学学生书院（W12、
W13、W23、W33、W34、

S9） 
10:00-18:00 注册、布展 全体参赛代表 金光会展 D 厅 

14:30-15:00 领队会 领队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22）演讲厅 G013 

19:00-19:30 辅导员会 参赛科技辅导员 澳门大学学生活动中心
（E31）剧场 

19:30-21:30 综合测评 参加十佳评选的 
科技辅导员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22）1011、1013、1015，

3002、3007 教室 

7月 22日 
星期一 

10:00-11:15 开幕式 全体参赛代表 澳门大学综合体育馆
（N8） 

14:00-17:30 公开展示 参赛学生 金光会展 D 厅 

14:00-17:30 2019 科学教育国际论坛 参赛科技辅导员、国际参赛队

领队、澳门相关教育工作者 澳门大学会堂（N2） 

16:00-16:45 领导嘉宾参观 参赛学生 金光会展 D 厅 

14:30-17:00 专项奖问辩 参赛学生 金光会展 D 厅 

7月 23日 
星期二 

08:00-12:00 封闭问辩 全体参赛代表 金光会展 D 厅 

13:30-18:00 封闭问辩 全体参赛代表 金光会展 D 厅 

18:30-20:00 国际青少年科技交流活
动餐会 

国际参赛学生/部分国内参赛
学生 澳门大学聚贤楼（N1） 

19:30-21:00 观看科学家话剧演出 部分国内参赛学生 澳门科技大学 

7月 24日 
星期三 

09:30-17:00 公开展示 全体参赛代表 金光会展 D 厅 

10:00-12:00 专项奖问辩 参赛学生、科技辅导员 金光会展 D 厅 

14:00-17:00 科技教师工作坊 参赛科技辅导员、澳门相关教
育工作者 

澳门大学中银百年纪念大
楼（E3）教室: 2033、2041、

4032、4042、4043 
17:00-17:45 撤展 全体参赛代表 金光会展 D 厅 

19:30-21:00 专项奖颁奖典礼 全体参赛代表 澳门大学综合体育馆
（N8） 

7月 25日 
星期四 

09:00-12:00 科技文化交流参观活动 全体参赛代表 科学馆及澳门世遗城区 

15:00-16:40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全体参赛代表 澳门大学综合体育馆
（N8） 

7月 26日 
星期五 全天 离会 全体参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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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告老师、家长书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你们好！ 

首先，祝贺你们的孩子入围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终评活动。 

根据全国组委会的要求，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将组成湖

北代表队赴澳门参加本届大赛终评活动，在大赛期间，省青少

年科技中心将配合全国组委会，安排所有学生的所有活动内容，

并保证学生活动期间的安全。为保证湖北代表队的活动顺利进

行，树立湖北青少年的良好形象，省青少年科技中心特制订《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省代表队守则》，希望你们能和学

生一起了解有关要求和规定并督促自己的孩子自觉遵守，积极

配合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共同圆满完成此次参赛任务。如因学生

不按有关要求，未经批准擅自行动（如上网、逛街等）而引起

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承担相应责任。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将会把

学生在大赛期间的表现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通报。 

最后，预祝你们的孩子取得优异成绩！ 

 

                          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9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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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家长、学生确认函 

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我们是               （学校）       （姓名）的家长。同意我

们的孩子于 2019 年 7 月 20-26 日前往澳门参加中国科协等部委举办的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我们确认我们的孩子身体健康，能够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的各项活动。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大赛的各项规章制

度，服从安排，听从指挥，不擅自离队，按照大赛的统一日程和管理参加

各项活动。 

我们声明，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活动期间因自己的行为或身体自身的

情况而发生的意外，并且这种意外不是由于活动主办方的责任造成的，我

们将承担相应责任。 

除主办机构统一为参加人员购买团体意外伤害、意外医疗保险以外，

我们家庭将        （选择/放弃）为我们的孩子再购买意外伤害、意外

医疗等保险。 

                                学生家长：             （签名） 

或监护人：             （签名） 

                                           年   月   日 

大赛闭幕后，我将随代表队返回武汉。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大赛闭幕后，我将离队自行活动，

离队后的一切事宜将由我和家长

自行负责。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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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代表团守则 
 

1. 湖北代表团的每个参赛选手都代表着湖北青少年、所在

学校、学生本人的形象，请自觉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大赛

的有关规定。 
2. 湖北代表团所有活动均为集体行动，每个参赛选手要随

身携带手机，记录领队的联系方式，随时确保通讯畅通，必须严

格按时参加每一项活动。 
3. 在澳门活动期间一律不能单独行动。特殊情况外出必须

由成年人全程陪同，学生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去向及联系办法，

经领队、家长同意后方可外出，回来要及时销假。 
4. 活动期间要保持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年长的学生要注

意照顾年幼的学生，要服从学生队长的领导。 
5. 在活动和答辩中，言谈要注重礼貌称呼，日常交往中尽

量不打断对方说话，讲究文明风尚，做到相互礼让。 
6.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遵守公共秩序及交通规则，不在公

共场合大声喧哗，不乱扔果皮纸屑。 
7. 住宿处保持整洁、卫生，不慎损坏用具，务必及时说明，

妥善处理。 
8. 大赛期间各项事宜均由代表团的领队与有关部门接洽，

如遇特殊情况和突发事件，应立即向领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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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