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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科协发〔2020〕8 号

湖北省科协 湖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英才计划”工作的通知

武汉市科协、武汉市教育局，各参与高校及相关中学：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协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年“英才计划”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发青字〔2020〕

23号）精神，切实促进高校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开发开放，建

立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我省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

有效方式，湖北省科协、湖北省教育厅将组织开展 2021 年

湖北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湖北省

“英才计划”）。现将《2021年湖北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

方案》（见附件）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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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联 系 人：周 莹

电 话: 027-87836978

附件：2021年湖北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方案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湖北省教育厅

202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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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湖北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方案

一、目的

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在自

然科学基础学科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指导下参加科学研究、学

术研讨和科研实践，使中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程，

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学志向，进而发现一

批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并以此促进中学

教育与大学教育相衔接，建立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我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为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

不断涌现和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工作范围

（一）高校及学科

湖北省参与高校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

大学，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五个学科。

（二）参与中学及学生

武汉市省级示范高中在校优秀学生。

三、推荐导师、确定中学及遴选学生

（一）推荐导师

“英才计划”导师原则上应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导师中推荐，以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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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省级教学

名师为主。各参与高校根据工作计划推荐导师人选，省级管

理办公室根据导师条件进行审定后，正式成为 2021 年“英

才计划”导师。新增导师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导师聘书，往

届导师自动进入“英才计划”导师库。导师应组建由热心青

少年科技教育的专家组成的培养团队，团队成员原则上应具

备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

（二）确定中学

省级管理办公室根据《“英才计划”中学参与办法（试

行）》有关要求确定参与中学，中学需向省级管理办公室提

交项目申请书，经省级项目管理办公室统一审核批准后，确

定为 2021年湖北省“英才计划”实施中学。

（三）遴选学生

根据全国统一安排，2021年湖北省“英才计划”培养学

生名额为 85名（含确定继续培养学生）。每位导师培养学生

数原则上不超过 5人。

省级管理办公室联合参与高校及相关中学向中学生广

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各参与中学按分配名额推荐品学兼优、

学有余力、对基础学科具有浓厚兴趣的高中一年级和高中二

年级学生参加申报，学生相应学科成绩应在年级前 10%，或

者综合成绩前 15%。已入选学生可申请继续培养，比例不得

超过 20%。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选报导师，并提交相应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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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管理办公室和参与高校联合对报名学生的学科基

础知识和创新潜质进行笔试、面试。笔试可选用全国管理办

公室提供的五学科潜质测评试题，也可自行命题。省级管理

办公室和高校根据学生报名材料和笔试情况确定进入面试

人数，面试学生与入选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少于 3:1。学生通

过面试后进入培养环节。

四、学生培养

（一）培养周期

“英才计划”学生培养周期为一年（2021年 1—12月）。

培养周期结束后，学生可继续报名参加下一年度培养，导师

将给予优先考虑。

（二）培养原则

1.兴趣导向。导师应从中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出发，遵循

因材施教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使学生实质参与

科学研究，锻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激发学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

2.名师引领。“英才计划”导师以著名科学家为主，注重

发挥著名科学家在精神熏陶、学术引领和人格养成中的重要

作用。导师及培养团队应着眼于为国家培养未来拔尖科技创

新人才，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科学志

向。

（三）培养方式

1.导师培养。导师应充分利用高校科研平台和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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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培养。导师根据学生不同特点，采取指定阅读书

目、参加学术讨论、听取学术报告、指导课题研究等方式培

养学生，使学生真正了解学科发展方向，切实体验科研过程。

对于兴趣爱好或科研项目属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生

可以推荐高校内部不同学科导师、不同实验室或校际间的合

作共同培养。

导师应保证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原则上应每月至少

与学生面谈一次，对学生进行当面指导。导师应要求学生投

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周期内学生到校参加培养不应少

于 10 次，并督促学生在每次活动后登陆网络平台提交《成

长日志》，记录培养过程。

2.中学培养。参与中学需选派科技教师或学科教师对学

生进行基础科研技能培训，配合高校导师做好学生日常培养。

3.科学实践与交流活动。5 个学科工作委员会每年组织

优秀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培训班、大师报告、夏（冬）令营、

论坛、交流会等多种学科交流活动。全国管理办公室将组织

野外考察等综合性实践活动。省级管理办公室将组织省内中

期交流，并与参与高校组织学科交流等活动，同时向全国管

理办公室推荐优秀学生参加国际竞赛或交流活动，与国外优

秀青少年、科学家进行交流，提高对世界科学前沿的认识，

开阔国际科学视野。

五、学生评价

为加强对学生培养工作的动态管理，明确阶段性培养目



— 7 —

标，确保工作取得实效，省级管理办公室将联合参与高校及

相关中学对参与英才计划的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一）日常评价

对学生参与培养活动的积极性、与导师沟通联系的自觉

性、完成导师指定任务、提交《成长日志》等情况征求导师

和所在中学的意见，并对学生成长日志填写情况、日常培养

活动参与情况及学生考勤情况每月通报一次，原则上培养周

期内学生到校参加培养次数不应少于 10次。

（二）中期评价

7 月底前，省级管理办公室、高校以学科为单位组织学

生进行中期汇报，解答学生问题，明确下半年培养目标，协

调解决培养中的问题。同时由导师团队结合学生日常培养情

况对学生进行评价，不合格者退出培养，由高校、省级管理

办公室汇总后报全国管理办公室。

（三）年度评价

11月，学生提交课题报告、培养报告（含读书报告、文

献综述、实验记录、小论文等）、《成长日志》、导师评价等

材料。全国管理办公室从科学兴趣、学科基础知识、创新及

科研潜质、综合能力、英语交流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

考察。评选出年度优秀学生、合格学生和参加国际竞赛及交

流活动候选学生。评价为合格和优秀的学生授予《培养证书》，

评价为不合格的学生不授予《培养证书》。

六、学生跟踪与服务

省级管理办公室将学生跟踪与服务工作纳入“英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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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工作计划，联合中学、高校持续加强“英才库”共建共

享。各参与单位要加强学生管理，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发现和培养学生跟踪的骨干力量。参与中学要重点加强

对学生毕业去向进行追踪；实施高校要重点加强对升入本校

的学生培养情况，特别是进入“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情况及后续发展情况进行追踪；省级管理办公室要组织往届

学生积极参加“英才计划”活动，做好本省就学的学生联系

指导工作，保持并增强“英才计划”吸引力和凝聚力。

省级管理办公室会同高校、中学等，积极创造条件，为

往届学生提供学业、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促进他

们的更好发展。

七、组织管理

2021年湖北省“英才计划”工作由湖北省科协、湖北省

教育厅联合主办，由省级管理办公室、参与高校和相关中学

共同组织实施。具体职责如下：

（一）省级管理办公室

湖北省科协与湖北省教育厅负责将“英才计划”纳入本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整体规划、纳入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制定本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参与

中学，分配中学推荐名额；组织和推进本省中学生的推荐、

选拔、培养工作；搭建高校导师与中学教师交流平台；做好

“英才计划”宣讲工作；对本省“英才计划”典型案例进行挖

掘与宣传；组织本省工作总结评估；与全国管理办公室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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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学生跟踪工作；组织省级师生见面会、中期交流会，对

各学科开展的学科培养交流活动进行督导；并根据中国科协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英才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要求，分别给予中学教师适当日常联络劳务

费，用于补贴教师交通、通讯、邮寄费等。培养期结束，汇

总导师提交的学习态度、科研能力等资料，并提交全国管理

办公室。省级管理办公室设在湖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承担

本省“英才计划”日常管理工作。

（二）参与高校

参与高校负责确定具体部门（如教务处、科研处等）协

调和组织工作实施，将“英才计划”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相结合，共同部署，资源共享。具体职责包括推荐导

师人选；协助省级办公室做好学生笔试、面试等选拔工作；

开放学校优质科技教育资源，推动培养工作与学校特色优势

资源、特色活动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科学实践、实习、学

术报告等活动；拓展学生国际视野，组织推荐学生参加国外

夏令营、研讨会、短期考察等国际科技交流活动；推动基础

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完成年

度工作总结，协助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将导师及团队指导学

生计入教育教学工作量，具体工作评价标准如下：

1.在工作平台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按程序提出拟录取

学生名单，通过面试，确定入选学生名单。

2.为入选学生制定具体的、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并具体组



— 10 —

织实施。培养方案应根据学生的学科特长、认知特点，做到

因材施教。

3.导师及团队应保证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培养工作，

原则上应每月至少与学生面谈一次，对学生进行当面指导。

4.导师及团队应加强与中学教师的联系，可视情况聘任

中学指导教师为导师助手，协助导师督促学生积极参与培养。

5.导师及团队应联合中学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学生考

勤制度，结合学生日常培养情况对学生进行评价，不合格学

生退出培养，并报备高校及省级管理办公室。

（三）参与中学

参与中学负责推荐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对基础学科具

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组建以校领导为负责人，由科技教师

等有关人员组成的指导团队，指派专人负责学生日常联系，

配备学科教师支持学生开展课题研究；建立与导师团队、省

级管理办公室的有效沟通机制，实时反馈培养工作开展情况；

将“英才计划”纳入本校研究性学习课程、学科拓展课程、

科技选修课程、创新实践课程等课程体系；配合省级管理办

公室做好学生跟踪工作；对中学教师组织和指导学生科研实

践计入教育教学工作量；进一步加强校内宣传与宣讲，扩大

受益面；参与中学要认真严格开展学生选拔工作，通过笔试、

面试等环节，确定推荐学生，并对推荐学生进行校内公示，

确保选拔结果公平、公开、公正、透明，公示名单留存省级

管理办公室；完成年度工作总结，协助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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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选学生

1.培养过程中，学生应主动与导师联系，按时按要求完

成培养任务，每月至少主动与导师及培养团队沟通一次，每

两周至少参加一次培养活动。每次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在工

作平台上填写《成长日志》或《面谈记录》，至少每月在网

络平台提交一篇成长日志。

2.积极申报全国、省级组织的论坛、学术会议、夏（冬）

令营、科考等交流活动。

3.提交全年培养总结，包括课题报告、培养报告、读书

报告、实验记录、小论文、《成长日志》等资料。

八、进度安排

（一）推荐导师

2020 年 12月 8日前：参与高校推荐符合条件的导师，

经省级管理办公室审定后，导师在网络工作平台上录入个人

和培养团队信息（www.ycjh.org.cn）。

（二）学生网上报名，省级管理办公室审核

2020年 12 月 9—19日：符合申报标准的学生根据个人

兴趣爱好、学科特长在网络工作平台上申报并选报导师（继

续培养学生遴选程序与新生相同）。中学推荐至省级管理办

公室审核通过。

（三）学生学科潜质测试

2020年 12月 20—27日：省级管理办公室和高校组织学

生进行学科潜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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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定面试名单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1 月 5 日，省级管理办公

室和高校根据学生学科潜质测试结果划定各学科分数线，报

送网络管理平台，确定进入面试学生名单。

（五）导师面试，报送学生名单

2021年 1月 6—20日：省级管理办公室和高校按学科组

织面试工作，确定入选学生名单。省级管理办公室将入选学

生名单报全国管理办公室备案。

（六）组织师生见面会

2021年 1月 21—30日：省级管理办公室组织高校导师、

学生、中学指导教师和家长共同参加的师生见面会，进一步

明确“英才计划”的目的意义、培养内容和参与要求；导师

与学生、中学老师建立联系对接机制。

（七）学生培养

2021年1—12月，导师根据学生兴趣和实际情况提出培

养计划，师生共同实施。省级管理办公室和高校适时开展中

期评价。全国管理办公室将组织冬令营、夏令营、野外科学

考察等综合实践活动。

（八）年度评价与总结验收

2021年11—12月，省级管理办公室、高校和中学撰写并

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和验收材料。全国管理办公室对全部学生

进行年度评价，对年度工作进行总结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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