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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文件
渝辅协文[2018] 21 号

关于公布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
（下半年）裁判员名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科协、青辅协及有关单位：

为确保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下半年）顺利进

行，经相关区县推荐和大赛组委会审核通过，确定了垫江县新民

小学殷相民等 115名教师担任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

（下半年）裁判员（具体名单见附件），按照比赛规定请裁判员

于 12 月 14 日和 12 月 21 日分别在重庆市忠县忠州中学校和重庆

市融汇·清华实验中学校参加裁判会议，并在 12 月 15 日和 12 月

22 日担任大赛裁判。

请裁判人员严格执行本次大赛的各项规程，坚持公平公正的

原则，秉公执裁、不徇私情，对大赛负责，对参赛选手负责。另

外裁判人员交通费及食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联系人：向芬

联系电话：63659911
附件：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下半年）裁判员名单

重庆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2018 年 12 月 10 日



—2—

附件

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下半年）裁判员名单

序号 区县 单位 姓名 本届裁判类别 联系手机

1 北碚区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胡 雕 总裁判长 13883602148

2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冯 健 副总裁判长 15310269774

3 北碚区 北碚区双凤桥小学 罗德能 副总裁判长 13883025145

4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黄锡彬 副总裁判长 13512336068

5 渝中区 渝中区中华路小学 蒲钟义 副总裁判长 15123145166

6 江北区 江北区鲤鱼池小学校 过 震 副总裁判长 15803086388

渝东分赛场
1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殷相民 航空模型 13896703186

2 忠 县 忠县白公路小学 黄安明 航空模型 15123421488

3 石柱县 石柱县悦崃小学 谭文伦 航空模型 13896418001

4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卢佳强 航空模型 13896548467

5 石柱县 石柱南宾街道双庆小学校 陈堂珍 航空模型 18983573698

6 石柱县 石柱南宾街道双庆小学校 秦天云 航空模型 13370791382

7 万州区 万州区白羊中心小学 牟方云 航空模型 13330322520

8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段 锐 航空模型 13896963131

9 云阳县 云阳县民德小学 毕小江 航空模型 13452652168

10 忠 县 忠县忠州二小 赵安祥 航空模型 13635346935

11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余能权 航空模型 13996599321

12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刘 涛 航空模型 13452654677

13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小学 江 桥 双层四驱车 13896582839

14 石柱县 石柱县华丰小学 冯 伟 双层四驱车 18996929060

15 万州区 万州中学 邹晓波 双层四驱车 13038374689

16 万州区 万州区长岭中心小学 佘定元 双层四驱车 13996518608

17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许洪波 双层四驱车 15826439299

18 忠 县 忠县拨山中学 易大国 双层四驱车 13594715773

19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小学 汪培森 无人机 13896502829

20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杨小平 无人机 1389655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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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代征宇 无人机 13018381688

22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李 勤 无人机 15320967826

23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龙 瑜 无人机 13667659579

24 石柱县 石柱县大歇中学校 汪万贵 无人机 15025723118

25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李小国 无人机 13896238616

26 万州区 万州中学 李艳雷 无人机 13193238209

27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达兵 无人机 13594887556

28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姚朝勇 无人机 13452632998

29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 刚 无人机 13635308743

30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胡孟江 无人机 15178910378

31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袁 建 无人机 13436261503

32 忠 县 忠县忠州中学 谈治国 无人机 13996630402

33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邓建权 无人机 13983533128

34 忠 县 忠县香山小学 邓志国 无人机 13996548767

主赛场
1 巴南区 巴南区民主新街小学 黄翠萍 航空模型 18996142168

2 南岸区 南岸区江南小学 赵 远 航空模型 13452420322

3 彭水县 森林希望小学 熊 敏 航空模型 13609494161

4 北碚区 北碚区联龙小学 李安全 航空模型 18602304661

5 璧山区 璧山区城北小学 黄兴胜 航空模型 13638363209

6 江北区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 龙精明 航空模型 18716295779

7 綦江区 綦江区三角中学 吴鸿杰 航空模型 15310094826

8 江津区 江津区德感小学 邹田兴 航空模型 15923170451

9 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和平小学 林利军 航空模型 13883871903

10 北碚区 北碚区实验小学 毛 兵 航空模型 15923551935

11 渝北区 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校 罗克斌 航空模型 13608362578

12 渝北区 渝北区多宝完全小学校 游 超 航空模型 13452406066

13 渝中区 渝中区邹容小学 冯稚涵 航空模型 18523105687

14 南岸区 南岸区珊瑚康恒小学 彭 玉 航空模型 13436008885

15 永川区 永川区凤凰湖小学 邓月勇 航空模型 15123171002

16 永川区 永川区教委 王泽海 航空模型 15086860207



—4—

17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中学校 钟 玲 航空模型 18108301222

18 江北区 洋河花园实验小学 罗世芳 航空模型 13883590758

19 秀山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彭 伟 航空模型 15123787434

20 秀山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丁小华 航空模型 13896893302

21 北碚区 北碚区龙凤桥小学 易 平 航空模型 13883602148

22 璧山区 璧山区东关小学 张儒春 车辆模型 17300226995

23 丰都县 丰都县实验小学 谢 燕 车辆模型 17783738929

24 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天宝实验学校 黄 勇 车辆模型 13608390175

25 江津区 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任洪琛 车辆模型 13635455068

26 南岸区 南岸区上浩小学 古 毅 车辆模型 13883686314

27 彭水县 彭水中学 徐书庆 车辆模型 13452229528

28 沙坪坝 沙区名校联小 冯兴全 车辆模型 13452148134

29 渝北区 重庆八中 刘 超 车辆模型 15002384825

30 渝中区 渝中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基地 王 勇 车辆模型 13110211265

31 北碚区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向 丽 车辆模型 13883695034

32 秀山县 秀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田 进 车辆模型 18623283835

33 永川区 永川区汇龙小学 张 彪 车辆模型 13508383535

34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胡维艺 车辆模型 13272675184

35 北碚区 北碚区王朴中学校 童志强 无人机 13002324456

36 巴南区 巴南区青杠林小学 钟 永 无人机 13594678826

37 巴南区 巴南区融汇小学校 余建梅 无人机 18716338171

38 巴南区 巴南区花溪小学校 窦必友 无人机 13983642331

39 巴南区 巴南区鱼洞二小 周 军 无人机 13452328082

40 巴南区 巴南区鱼洞四小 任兴炎 无人机 13996062911

41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郑小波 无人机 17725061845

42 北碚区 北碚区龙凤桥小学 郭 强 无人机 15002372748

43 北碚区 北碚区人民路小学蔡家校区 陈 伟 无人机 13272675184

44 北碚区 北碚区水土镇小学校 杨 清 无人机 13883888216

45 江北区 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卢文超 无人机 13436015525

46 江北区 新村实验小学 洪有良 无人机 13983811666

47 江北区 重庆市行知学校 邓道舰 无人机 1898333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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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江津区 江津区先锋小学 李志勇 无人机 13883413868

49 江津区 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周光远 无人机 15123842023

50 江津区 江津实验小学 夏 斌 无人机 15213018758

51 江津区 江津田家炳中学 谢 扬 无人机 15102372729

52 南岸区 南岸区黄桷垭小学 唐 晋 无人机 13883711625

53 南岸区 南岸区兴隆塆小学 冉 艳 无人机 13002305912

54 南岸区 南岸区长生小学 童晓强 无人机 13500332884

55 南岸区 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 陈 杰 无人机 13452937707

56 彭水县 彭水县二小 豆静思 无人机 15723663338

57 彭水县 彭水县三小 徐永权 无人机 13996963959

58 彭水县 森林希望小学 杨世生 无人机 18183022899

59 綦江区 綦江区北渡学校 罗昭全 无人机 13883471069

60 綦江区 綦江区城南小学 徐 锐 无人机 13594615318

61 綦江区 綦江区书院街小学 张宗信 无人机 15310280412

62 沙坪坝 沙区树人小学 蔡 江 无人机 15923228969

63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新市场小学校 傅园艺 无人机 13372663412

64 永川区 永川区兴龙湖小学 郑凌川 无人机 18983364537

65 永川区 永川区红旗小学 凌 洁 无人机 15823068836

66 酉阳县 酉阳民族小学 邱发扬 无人机 13996977656

67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 敖祥全 无人机 13677623366

68 渝北区 渝北区渝开学校 吴志强 无人机 13883069096

69 渝北区 重庆市统景职业中学 钟 敏 无人机 15826116572

70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郑 重 无人机 13628372166

71 渝中区 重庆市第五十中学 张正义 无人机 18983395770

72 渝中区 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学 周 宇 无人机 13896079515

73 綦江区 綦江区营盘山小学 蒋荣彬 无人机 13883329823

74 永川区 永川区上游小学 周 波 无人机 13500340591

75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张 倩 无人机 13983706481

备注：渝东分赛场裁判会于 12 月 14 日下午 3:00 在忠县忠州中学校召开，主赛场裁判会于 12 月 21

日下午 3:00 在重庆市融汇·清华实验中学校召开，请以上裁判员准时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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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下半年）裁判员名单

序号 区县 单位 姓名 本届裁判类别 联系手机

1 北碚区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胡 雕 总裁判长 13883602148

2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冯 健 副总裁判长 15310269774

3 北碚区 北碚区双凤桥小学 罗德能 副总裁判长 13883025145

4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黄锡彬 副总裁判长 13512336068

5 渝中区 渝中区中华路小学 蒲钟义 副总裁判长 15123145166

6 江北区 江北区鲤鱼池小学校 过 震 副总裁判长 15803086388

渝东分赛场
1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殷相民 航空模型 13896703186

2 忠 县 忠县白公路小学 黄安明 航空模型 15123421488

3 石柱县 石柱县悦崃小学 谭文伦 航空模型 13896418001

4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卢佳强 航空模型 13896548467

5 石柱县 石柱南宾街道双庆小学校 陈堂珍 航空模型 18983573698

6 石柱县 石柱南宾街道双庆小学校 秦天云 航空模型 13370791382

7 万州区 万州区白羊中心小学 牟方云 航空模型 13330322520

8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段 锐 航空模型 13896963131

9 云阳县 云阳县民德小学 毕小江 航空模型 13452652168

10 忠 县 忠县忠州二小 赵安祥 航空模型 13635346935

11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余能权 航空模型 13996599321

12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刘 涛 航空模型 13452654677

13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小学 江 桥 车辆模型 13896582839

14 石柱县 石柱县华丰小学 冯 伟 车辆模型 18996929060

15 万州区 万州中学 邹晓波 车辆模型 13038374689

16 万州区 万州区长岭中心小学 佘定元 车辆模型 13996518608

17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许洪波 车辆模型 15826439299

18 忠 县 忠县拨山中学 易大国 车辆模型 13594715773

19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小学 汪培森 无人机 13896502829

20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杨小平 无人机 13896555429

21 石柱县 石柱县渝中实验小学 谭春猷 无人机 1871698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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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李 勤 无人机 15320967826

23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龙 瑜 无人机 13667659579

24 石柱县 石柱县大歇中学校 汪万贵 无人机 15025723118

25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李小国 无人机 13896238616

26 万州区 万州中学 李艳雷 无人机 13193238209

27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达兵 无人机 13594887556

28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姚朝勇 无人机 13452632998

29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 刚 无人机 13635308743

30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胡孟江 无人机 15178910378

31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袁 建 无人机 13436261503

32 忠 县 忠县忠州中学 谈治国 无人机 13996630402

33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邓建权 无人机 13983533128

34 忠 县 忠县香山小学 邓志国 无人机 13996548767

主赛场
1 巴南区 巴南区民主新街小学 黄翠萍 航空模型 18996142168

2 南岸区 南岸区江南小学 赵 远 航空模型 13452420322

3 彭水县 森林希望小学 熊 敏 航空模型 13609494161

4 北碚区 北碚区联龙小学 李安全 航空模型 18602304661

5 璧山区 璧山区城北小学 黄兴胜 航空模型 13638363209

6 江北区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 龙精明 航空模型 18716295779

7 綦江区 綦江区三角中学 吴鸿杰 航空模型 15310094826

8 江津区 江津区德感小学 邹田兴 航空模型 15923170451

9 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和平小学 林利军 航空模型 13883871903

10 北碚区 北碚区实验小学 毛 兵 航空模型 15923551935

11 渝北区 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校 罗克斌 航空模型 13608362578

12 渝北区 渝北区多宝完全小学校 游 超 航空模型 13452406066

13 渝中区 渝中区邹容小学 冯稚涵 航空模型 18523105687

14 南岸区 南岸区珊瑚康恒小学 彭 玉 航空模型 13436008885

15 永川区 永川区凤凰湖小学 邓月勇 航空模型 15123171002

16 永川区 永川区教委 王泽海 航空模型 15086860207

17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中学校 钟 玲 航空模型 181083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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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江北区 洋河花园实验小学 罗世芳 航空模型 13883590758

19 秀山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彭 伟 航空模型 15123787434

20 秀山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丁小华 航空模型 13896893302

21 北碚区 北碚区龙凤桥小学 易 平 航空模型 13883602148

22 璧山区 璧山区东关小学 张儒春 车辆模型 17300226995

23 丰都县 丰都县实验小学 谢 燕 车辆模型 17783738929

24 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天宝实验学校 黄 勇 车辆模型 13608390175

25 江津区 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任洪琛 车辆模型 13635455068

26 南岸区 南岸区上浩小学 古 毅 车辆模型 13883686314

27 彭水县 彭水中学 徐书庆 车辆模型 13452229528

28 沙坪坝 沙区名校联小 冯兴全 车辆模型 13452148134

29 渝北区 重庆八中 刘 超 车辆模型 15002384825

30 渝中区 渝中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基地 王 勇 车辆模型 13110211265

31 北碚区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向 丽 车辆模型 13883695034

32 秀山县 秀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田 进 车辆模型 18623283835

33 永川区 永川区汇龙小学 张 彪 车辆模型 13508383535

34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胡维艺 车辆模型 13272675184

35 北碚区 北碚区王朴中学校 童志强 无人机 13002324456

36 巴南区 巴南区青杠林小学 钟 永 无人机 13594678826

37 巴南区 巴南区融汇小学校 余建梅 无人机 18716338171

38 巴南区 巴南区花溪小学校 窦必友 无人机 13983642331

39 巴南区 巴南区鱼洞二小 周 军 无人机 13452328082

40 巴南区 巴南区鱼洞四小 任兴炎 无人机 13996062911

41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郑小波 无人机 17725061845

42 北碚区 北碚区龙凤桥小学 郭 强 无人机 15002372748

43 北碚区 北碚区人民路小学蔡家校区 陈 伟 无人机 13272675184

44 北碚区 北碚区水土镇小学校 杨 清 无人机 13883888216

45 江北区 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卢文超 无人机 13436015525

46 江北区 新村实验小学 洪有良 无人机 13983811666

47 江北区 重庆市行知学校 邓道舰 无人机 18983333128

48 江津区 江津区先锋小学 李志勇 无人机 1388341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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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江津区 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周光远 无人机 15123842023

50 江津区 江津实验小学 夏 斌 无人机 15213018758

51 江津区 江津田家炳中学 谢 扬 无人机 15102372729

52 南岸区 南岸区黄桷垭小学 唐 晋 无人机 13883711625

53 南岸区 南岸区兴隆塆小学 冉 艳 无人机 13002305912

54 南岸区 南岸区长生小学 童晓强 无人机 13500332884

55 南岸区 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 陈 杰 无人机 13452937707

56 彭水县 彭水县二小 豆静思 无人机 15723663338

57 彭水县 彭水县三小 徐永权 无人机 13996963959

58 彭水县 森林希望小学 杨世生 无人机 18183022899

59 綦江区 綦江区北渡学校 罗昭全 无人机 13883471069

60 綦江区 綦江区城南小学 徐 锐 无人机 13594615318

61 綦江区 綦江区书院街小学 张宗信 无人机 15310280412

62 沙坪坝 沙区树人小学 蔡 江 无人机 15923228969

63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新市场小学校 傅园艺 无人机 13372663412

64 永川区 永川区兴龙湖小学 郑凌川 无人机 18983364537

65 永川区 永川区红旗小学 凌 洁 无人机 15823068836

66 酉阳县 酉阳民族小学 邱发扬 无人机 13996977656

67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 敖祥全 无人机 13677623366

68 渝北区 渝北区渝开学校 吴志强 无人机 13883069096

69 渝北区 重庆市统景职业中学 钟 敏 无人机 15826116572

70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郑 重 无人机 13628372166

71 渝中区 重庆市第五十中学 张正义 无人机 18983395770

72 渝中区 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学 周 宇 无人机 13896079515

73 綦江区 綦江区营盘山小学 蒋荣彬 无人机 13883329823

74 永川区 永川区上游小学 周 波 无人机 13500340591

75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张 倩 无人机 13983706481

备注：渝东分赛场裁判会于 12 月 14 日下午 3:00 在忠县忠州中学校召开，主赛场裁判会于 12 月 21

日下午 3:00 在重庆市融汇·清华实验中学校召开，请以上裁判员准时参会。

第 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下半年）裁判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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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单位 姓名 本届裁判类别 联系手机

1 北碚区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胡 雕 总裁判长 13883602148

2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冯 健 副总裁判长 15310269774

3 北碚区 北碚区双凤桥小学 罗德能 副总裁判长 13883025145

4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黄锡彬 副总裁判长 13512336068

5 渝中区 渝中区中华路小学 蒲钟义 副总裁判长 15123145166

6 江北区 江北区鲤鱼池小学校 过 震 副总裁判长 15803086388

渝东分赛场
1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殷相民 航空模型 13896703186

2 石柱县 石柱县渝中实验小学 马世林 航空模型 15730876588

3 石柱县 石柱县悦崃小学 谭文伦 航空模型 13896418001

4 石柱县 石柱县民族中学 冯艳艳 航空模型 13896838395

5 石柱县 石柱南宾街道双庆小学校 陈堂珍 航空模型 18983573698

6 石柱县 石柱南宾街道双庆小学校 秦天云 航空模型 13370791382

7 万州区 万州区白羊中心小学 牟方云 航空模型 13330322520

8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段 锐 航空模型 13896963131

9 云阳县 云阳县民德小学 毕小江 航空模型 13452652168

10 忠 县 忠县忠州二小 赵安祥 航空模型 13635346935

11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余能权 航空模型 13996599321

12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刘 涛 航空模型 13452654677

13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小学 江 桥 车辆模型 13896582839

14 石柱县 石柱县华丰小学 冯 伟 车辆模型 18996929060

15 万州区 万州中学 邹晓波 车辆模型 13038374689

16 万州区 万州区长岭中心小学 佘定元 车辆模型 13996518608

17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许洪波 车辆模型 15826439299

18 忠 县 忠县拨山中学 易大国 车辆模型 13594715773

19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小学 汪培森 无人机 13896502829

20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 杨小平 无人机 13896555429

21 石柱县 石柱县渝中实验小学 谭春猷 无人机 18716987898

22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李 勤 无人机 15320967826

23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龙 瑜 无人机 1366765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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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石柱县 石柱县大歇中学校 汪万贵 无人机 15025723118

25 石柱县 石柱师范附属小学校 向 敏 无人机 13896498985

26 万州区 万州中学 李艳雷 无人机 13193238209

27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达兵 无人机 13594887556

28 万州区 万州区长岭中心小学 张英平 无人机 13996618395

29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 刚 无人机 13635308743

30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胡孟江 无人机 15178910378

31 云阳县 云阳县实验小学 袁 建 无人机 13436261503

32 忠 县 忠县忠州中学 谈治国 无人机 13996630402

33 忠 县 忠县实验小学 邓建权 无人机 13983533128

34 忠 县 忠县香山小学 邓志国 无人机 13996548767

主赛场
1 巴南区 巴南区民主新街小学 黄翠萍 航空模型 18996142168

2 南岸区 南岸区江南小学 赵 远 航空模型 13452420322

3 彭水县 森林希望小学 熊 敏 航空模型 13609494161

4 北碚区 北碚区联龙小学 李安全 航空模型 18602304661

5 璧山区 璧山区城北小学 黄兴胜 航空模型 13638363209

6 江北区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 龙精明 航空模型 18716295779

7 綦江区 綦江区三角中学 吴鸿杰 航空模型 15310094826

8 江津区 江津区德感小学 邹田兴 航空模型 15923170451

9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和平小学 林利军 航空模型 13883871903

10 北碚区 北碚区实验小学 毛 兵 航空模型 15923551935

11 渝北区 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校 罗克斌 航空模型 13608362578

12 渝北区 渝北区多宝完全小学校 游 超 航空模型 13452406066

13 渝中区 重庆市第五十中学 张正义 航空模型 18983395770

14 南岸区 南岸区珊瑚康恒小学 彭 玉 航空模型 13436008885

15 永川区 永川区凤凰湖小学 邓月勇 航空模型 15123171002

16 永川区 永川区教委 王泽海 航空模型 15086860207

17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中学校 钟 玲 航空模型 18108301222

18 江北区 洋河花园实验小学 罗世芳 航空模型 13883590758

19 秀山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彭 伟 航空模型 15123787434



—12—

20 秀山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丁小华 航空模型 13896893302

21 北碚区 北碚区龙凤桥小学 易 平 航空模型 13883602148

22 璧山区 璧山区东关小学 张儒春 车辆模型 17300226995

23 丰都县 丰都县实验小学 谢 燕 车辆模型 17783738929

24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天宝实验学校 黄 勇 车辆模型 13608390175

25 江津区 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任洪琛 车辆模型 13635455068

26 南岸区 南岸区上浩小学 古 毅 车辆模型 13883686314

27 彭水县 彭水中学 徐书庆 车辆模型 13452229528

28 沙坪坝 沙区名校联小 冯兴全 车辆模型 13452148134

29 渝北区 重庆八中 刘 超 车辆模型 15002384825

30 渝中区 渝中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基地 王 勇 车辆模型 13110211265

31 北碚区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向 丽 车辆模型 13883695034

32 秀山县 秀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田 进 车辆模型 18623283835

33 永川区 永川区汇龙小学 张 彪 车辆模型 13508383535

34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胡维艺 车辆模型 13272675184

35 北碚区 北碚区王朴中学校 童志强 无人机 13002324456

36 巴南区 巴南区青杠林小学 钟 永 无人机 13594678826

37 巴南区 巴南区融汇小学校 余建梅 无人机 18716338171

38 巴南区 巴南区花溪小学校 窦必友 无人机 13983642331

39 巴南区 巴南区鱼洞二小 周 军 无人机 13452328082

40 巴南区 巴南区鱼洞四小 任兴炎 无人机 13996062911

41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郑小波 无人机 17725061845

42 北碚区 北碚区龙凤桥小学 郭 强 无人机 15002372748

43 北碚区 北碚区人民路小学蔡家校区 陈 伟 无人机 13272675184

44 北碚区 北碚区水土镇小学校 杨 清 无人机 13883888216

45 江北区 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卢文超 无人机 13436015525

46 江北区 新村实验小学 洪有良 无人机 13983811666

47 江北区 重庆市行知学校 邓道舰 无人机 18983333128

48 江津区 江津区先锋小学 李志勇 无人机 13883413868

49 江津区 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周光远 无人机 15123842023

50 江津区 江津实验小学 夏 斌 无人机 1521301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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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江津区 江津田家炳中学 谢 扬 无人机 15102372729

52 南岸区 南岸区黄桷垭小学 唐 晋 无人机 13883711625

53 南岸区 南岸区兴隆塆小学 冉 艳 无人机 13002305912

54 南岸区 南岸区长生小学 童晓强 无人机 13500332884

55 南岸区 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 陈 杰 无人机 13452937707

56 彭水县 彭水县二小 豆静思 无人机 15723663338

57 彭水县 彭水县三小 徐永权 无人机 13996963959

58 彭水县 森林希望小学 杨世生 无人机 18183022899

59 綦江区 綦江区北渡学校 罗昭全 无人机 13883471069

60 綦江区 綦江区城南小学 徐 锐 无人机 13594615318

61 綦江区 綦江区书院街小学 张宗信 无人机 15310280412

62 沙坪坝 沙区树人小学 蔡 江 无人机 15923228969

63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新市场小学校 傅园艺 无人机 13372663412

64 永川区 永川区兴龙湖小学 郑凌川 无人机 18983364537

65 永川区 永川区红旗小学 凌 洁 无人机 15823068836

66 酉阳县 酉阳民族小学 邱发扬 无人机 13996977656

67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 敖祥全 无人机 13677623366

68 渝北区 渝北区渝开学校 吴志强 无人机 13883069096

69 渝北区 重庆市统景职业中学 钟 敏 无人机 15826116572

70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郑 重 无人机 13628372166

71 渝中区 重庆市第五十中学 张正义 无人机 18983395770

72 渝中区 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学 周 宇 无人机 13896079515

73 綦江区 綦江区营盘山小学 蒋荣彬 无人机 13883329823

74 永川区 永川区上游小学 周 波 无人机 13500340591

75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张 倩 无人机 13983706481

备注：渝东分赛场裁判会于 12 月 14 日下午 3:00 在忠县忠州中学校召开，主赛场裁判会于 12 月 21

日下午 3:00 在重庆市融汇·清华实验中学校召开，请以上裁判员准时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