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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文件

渝辅协文[2018]8号

关于公布 2018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特色学
校重庆市入选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扩大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

办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的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覆盖范围，推动

活动更加平衡发展，促进更多青少年参与活动、提高科学素质、培养

科学兴趣，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科教和人才支撑，中国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心开展了调查体验活动特色学校的推广创建工作。经学校自

主申报，重庆市推荐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审核评估，重庆市永

川区青城路小学等 87 所中小学校成功入选 2018 年全国青少年科学调

查体验活动特色学校，具体名单见附件一。

为提高特色学校科技教师的组织能力，推动活动广泛深入开展，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将于 2018年 5月 21日至 24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办 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骨干教师培训暨全国首发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5 月 21-24日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帝盛君豪酒店(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

玉龙街 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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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人员

重庆市 2018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特色学校骨干教师代表 2

人。

三、培训内容

1.活动创新改进情况介绍

2.教师指导手册使用培训

3.活动指南使用培训

4.活动信息化使用及管理培训

5.活动与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培训

四、有关事项

1.培训费和食宿费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保障，往返差旅费

和交通费自理。

2.会议不安排接送站，与会人员自行乘坐交通工具报到。

3.请各特色学校确定参加培训人员，填写回执（见附件 2），于 5

月 10 日前反馈到指定邮箱（cqqfx@sina.com）将择优推荐参加。

联系人：唐诗涵 张海滨

联系电话：63659909 63659911

重庆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2018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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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特色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学校类型 学校分类

1 重庆市南川区文凤初级中学校 南川区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2 重庆市潼南巴川中学校 潼南区 小学、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3 重庆市兼善中学 北碚区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4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 丰都县 小学 农村学校

5 双河镇中心小学校 武隆县 小学 农村学校

6 重庆市璧山区金剑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城镇学校

7 重庆市江北区两江国际学校鱼嘴实验校 江北区 小学 农村学校

8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小学 沙坪坝区 小学 城镇学校

9 重庆市渝北区盛景天下小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10 丰都县三建乡中心学校 丰都县 小学、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11 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12 滨江小学校 沙坪坝区 小学 城镇学校

13 重庆北部新区金山小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14 璧山县实验小学 璧山区 小学 农村学校

15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城镇学校

16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小学校 渝中区 小学 城镇学校

17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校 渝北区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18 重庆市江津区柏林初级中学校 江津区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19 重庆市璧山区河边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农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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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江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21 重庆市璧山区狮子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农村学校

22 重庆市渝北区渝开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23 江北区新村同创国际小学 江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24 重庆市云阳县云硐初级中学 云阳县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25 重庆市涪陵区新妙镇中心小学校 涪陵区 小学 农村学校

26 重庆市行知学校 江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27 重庆市合川中学 合川区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28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实验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城镇学校

29 璧山区七塘小学 璧山区 小学 农村学校

30 璧山区丁家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农村学校

31 璧山县城北小学校 璧山区 小学 城镇学校

32 重庆市涪陵区同乐乡初级中学校 涪陵区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33 重庆市荣昌区仁义镇初级中学 荣昌区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34 重庆市渝北区长安锦绣实验小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35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南川区 高级中学 农村学校

36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第三小学 大足区 小学 农村学校

37 铜梁一中 铜梁区 高级中学 农村学校

38 重庆市涪陵区李渡街道石龙九年制学校 涪陵区 小学、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39 巫溪县文峰初级中学校 巫溪县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40 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中心小学校 南川区 小学、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41 重庆市潼南县古溪镇小学校 潼南区 小学 农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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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凉塘小学校 涪陵区 小学 农村学校

43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三小学校 涪陵区 小学 农村学校

44 重庆市北碚区王朴中学校 北碚区 高级中学 农村学校

45 重庆滨江实验学校 南岸区 小学、初级中学 城镇学校

46 重庆市綦江区万兴中学 綦江区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47 重庆市丰都中学校 丰都县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48 大足区龙岗第一小学 大足区 小学 城镇学校

49 垫江县鹤游小学校 垫江县 小学 农村学校

50 重庆市南川区第一中学校 南川区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51 重庆市南川区文凤小学校 南川区 小学 农村学校

52 重庆市潼南区育才小学校 潼南区 小学 农村学校

53 涪陵区李渡街道李渡小学校 涪陵区 小学 农村学校

54 酉阳县酉州中学校 酉阳县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55 重庆市大足区复隆实验学校 大足区 小学、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56 巫溪县城厢小学 巫溪县 小学 城镇学校

57 重庆市渝北区石鞋小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农村学校

58 重庆市忠县忠州中学 忠县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59 重庆市垫江县第十中学校 垫江县 初级中学 城镇学校

60 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镇初级中学校 巴南区 初级中学 农村学校

61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 沙坪坝区 小学 城镇学校

62 重庆市垫江县澄溪小学校 垫江县 小学 农村学校

63 重庆市垫江县五洞小学校 垫江县 小学 农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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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重庆市垫江县第四中学校 垫江县 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农村学校

65 苍岭镇中心小学校 酉阳县 小学 城镇学校

66 重庆市南川区丁家嘴小学校 南川区 小学 农村学校

67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巴南区 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68 重庆市江津区实验小学校 江津区 小学 城镇学校

69 垫江县龙岗小学校 垫江县 小学 农村学校

70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 南岸区 小学 城镇学校

71 重庆市铜梁区旧县街道岚槽小学 铜梁区 小学 农村学校

72 重庆市大足区实验小学 大足区 小学 城镇学校

73 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学校 涪陵区 小学、初级中学 城镇学校

74 彭水县第一小学校 彭水县 小学 城镇学校

75 重庆市涪陵区江东街道中心小学校 涪陵区 小学 农村学校

76 重庆市渝北区天一新城小学校 渝北区 小学 城镇学校

77 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铺小学 九龙坡区 小学 城镇学校

78 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小学校 长寿区 小学 城镇学校

79 垫江县金华小学校 垫江县 小学 农村学校

80 南川中学校 南川区 高级中学 农村学校

8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小学校 石柱县 小学 农村学校

82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南岸区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83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北碚区 高级中学 城镇学校

84 西大两江实验学校 北碚区 初级中学 城镇学校

85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铜梁区 初级中学 城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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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重庆市永川区凤凰湖小学校 永川区 小学 城镇学校

87 重庆市永川区青城路小学 永川区 小学 城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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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回 执

填表单位：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如有特殊饮食

要求请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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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培训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21日
全天 人员报到 帝盛君豪酒店

18:00-19:30 晚 餐 帝盛君豪酒店

22日

7:00-8:00 早 餐 帝盛君豪酒店

8:20-9:00 活动创新改进情况介绍 帝盛君豪酒店

9:10-10:00 活动指南使用培训 帝盛君豪酒店

10:10-11:30 教师指导手册使用培训 帝盛君豪酒店

12:00-13:30 午 餐 帝盛君豪酒店

15:00-17:00 全国首发活动 四川省科技馆

18:00-19:30 晚 餐 帝盛君豪酒店

23日

7:00-8:00 早 餐 帝盛君豪酒店

8:30-9:50
活动与中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融合培训
帝盛君豪酒店

10:00-11:30
活动信息化使用

及管理培训
帝盛君豪酒店

12:00-13:30 午 餐 帝盛君豪酒店

14:00-15:30 分组讨论（3组） 帝盛君豪酒店

16:00-17:00 结业仪式 帝盛君豪酒店

18:00-19:30 晚 餐 帝盛君豪酒店

24日
7:00-8:00 早 餐 帝盛君豪酒店

12:00之前 疏 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