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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 
 

   ★ 

  

 

各市科协、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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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辽宁省代表团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参赛代表团组成 

  由省统一组织代表团参加终评活动，代表团由参赛代表

和领队组成。参赛代表名单（见附件 1）。省领队负责本省代

表团统一赴澳及参赛全程的安全管理和组织协调工作。除领

队外，所有参赛代表自行办理因私赴澳门签注确保按时参

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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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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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路澳门大学），可乘坐组委会安排的接驳车往返于展馆

和驻地。 

  三、接送站 

  组委会计划于澳门国际机场、莲花口岸、外港客运码头、

氹仔客运码头安排接送站。其中接站时间为 7 月 20 日全天

及 21 日上午，送站时间为 26 日全天。接站地点将设有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代表团名称指示牌。组委会只负

责整团接站，辽宁省代表团统一赴澳门。个别没有随团赴澳

门的参赛选手需自行前往驻地。 

  从珠海赴澳门的选手，建议从横琴口岸（澳门莲花口岸）

出关。组委会委托广东省科协在口岸协助出关，并计划于 7

月 20 日全天。 

  四、报到和注册 

  辽宁代表团在 7 月 20 日 17:00 统一到澳门大学报到并

领取活动资料。报到后，参赛学生、科技辅导员和领队乘坐

组委安排的接驳车前往展馆，凭参赛报到单进行注册、领取

参赛证件。 

  五、费用 

  参赛人员往返交通费自理，竞赛期间参赛学生食宿费等

活动相关费用由组委会承担，参赛科技辅导员、领队需交纳

注册费，每人 1200 元，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统一收取，

并开具注册费发票。如早到或晚退，产生的相关食宿费自理。 

六、布展 

  布展时间为：7 月 20 日下午、21 日全天。具体要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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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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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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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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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代表团须按

时参加各项活动（具体日程见附件 2），如有变动以现场《大

赛活动指南》为准。参加项目问辩和闭幕式须穿着正装。不

参加项目问辩的参赛学生、科技辅导员，将取消参赛资格。 

  八、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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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辽宁代表团参赛选手认真阅读并遵守《辽宁省参赛选

手行为守则和安全须知》（见附件 3）。大赛期间，辽宁代表

团参赛选手要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和外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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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代表团联系人：张娟瑾   024-23785471 

 

附件：1.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辽宁省入围选手

名单 

2.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活动日程

（拟） 

3.辽宁省代表团参赛选手行为守则和安全须知 

          

 

 

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 

2019 年 6月 14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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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手类别 项目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1.  学生 方形下水盖抬升装置 

孙梦琪 

赖浩宇 

佘宛霖 

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

小学 

2.  学生 
屁屁乐-自动感应马桶防溅水多功

能装置 
王乐涵 辽宁省实验学校 

3.  学生 多变孔成像探究演示器 孙焕桐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 

4.  学生 可折叠隐形步梯斜坡滑道装置 
艾莹 

尹印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 

5.  学生 快速水上蛇形救援装置 

郑博睿 

耿珑玲 

范佳琪 

辽宁省实验中学 

6.  学生 便携式发电登山杖 郭子琦 东北育才学校 

7.  学生 智慧交通栅栏 李东明 丹东市第一中学 

8.  科技辅导员 
跨越浑河——桥梁设计与建造的

探究活动方案 
李丹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小学 

9.  科技辅导员 

“玩转小定格，一起拍科学”农村

小学利用定格动画拍摄科学故事

教育活动方案 

杨晓峰 
沈阳市辽中区老观坨

九年一贯制学校 

10.  科技辅导员 

基于天气预报分析，探秘长兴岛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科技活动实施方

案 

刘淑娟 

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中

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

地 

11.  科技辅导员 
开展无线电测向，培养学生综合素

养 
袁文芳 

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中

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

地 

12.  科技辅导员 研究溶液浓度数字化探究教具 冯宝玉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学

校 

13.  科技辅导员 
无线电科技活动小组示教与测试

数字化教具 
常万仁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学

校 

14.  科技辅导员 新型天球仪 张国新 
阜新市公共事务服务

中心科技馆 

15.  科技辅导员 智能火星车 刘义 
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

九年一贯制学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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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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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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活动内容 参加人员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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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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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本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辽宁代表团活动顺

利、安全开展、请所有参赛选手遵守本届竞赛组委会的活动

安排和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1.参赛选手报到后，一定要认真阅读参赛手册，注意比

赛时间、出发返回时间、车号以及大赛相关要求。 

2.参赛选手要有集体观念，统一行动，准时参加各项竞

赛活动，统一穿着大赛组委会服装。在闭幕式、专项奖、封

闭问辨等重要活动上需着正装。文明比赛，礼貌用语，显示

辽宁代表队的风采，注重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 

3.要随身携带手机，记录领队的联系方式，随时确保通

讯畅通。 

4.遵守活动场所各项规定和安全制度，严禁携带、私藏

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5.如遇重大灾害或突发情况，请不要惊慌，尽快跟随领

队和工作人员离开至安全地点。  

6.注意做好各项疾病的自我预防、自我保护，注意个人

卫生。发现发热、鼻塞、恶心等症状要及时上报领队，参赛

人员要准备好相关药品。 

7.用餐时要注意节约和饮食均衡，多饮水，最好自带水

杯。 

    8.提前了解澳门当地的天气等相关情况，准备好相关的

衣物和个人用品。注意保管好个人比赛用品及个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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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和外事要求，尊重澳门地区的语言、

风俗、习惯、礼节，为确保参赛代表安全，参赛期间一律不

得外出。如有紧急事宜外出上报领队。 

   注：请所有参赛选手认真遵守，若违反规定经教育不改

者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将取消参赛选手参赛资格并通报

其所在学校和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