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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文件
渝辅协文[2019] 5号

关于公布第 30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
（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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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上半年）顺利进行，

经各区县推荐和大赛组委会审核通过，确定了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吴

达兵等 114名教师担任第 30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上半年）

裁判员（具体名单见附件），按照比赛规定请裁判员于 5 月 24 日和 5

月 31日分别在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校和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校参加裁

判会议，并在 5 月 25 日和 6 月 1 日分别担任渝东分赛场和主赛场裁判。

请裁判人员严格执行大赛的各项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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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上半年）裁判员名单

重庆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201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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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30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上半年）裁判员名单

序号 区县 单位 姓名 本届裁判类别 联系手机

1 渝中区 渝中区中华路小学 蒲钟义 总裁判长 15123145166

2 南岸区 南岸区少科站 冯 健 裁判长 15310269774

3 渝北区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黄锡彬 裁判长 13512336068

4 江北区 江北区鲤鱼池小学校 过 震 裁判长 15803086388

渝东分赛场

1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吴达兵 航海模型竞赛 13594887556

2 万州区 万州区白羊中心小学 牟方云 航海模型竞赛 13330322520

3 万州区 万州区科协 魏 情 航海模型竞赛 13452783445

4 万州区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刘尔云 航海模型竞赛 13896990381

5 万州区 万州区科协 张 莉 航海模型竞赛 13594837710

6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西苑小学 周 玲 航海模型竞赛 15178964900

7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紫竹小学 唐 艳 航海模型竞赛 15826397155

8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力帆光彩小学 黄邦军 航海模型竞赛 13996579768

9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云龙镇中心小学 谢钰鑫 航海模型竞赛 13635398597

10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校 殷相民 航海模型竞赛 13896703186

11 垫江县 垫江桂溪小学校 江 桥 航海模型竞赛 13896582839

12 石柱县 重庆市石柱县第一初级中学 陶小凤 航海模型竞赛 15340330561

13 石柱县 石柱回龙中学校 马少年 航海模型竞赛 13896421654

14 忠 县 重庆市忠县汝溪镇中心小学校 邹海明 航海模型竞赛 15123475558

15 忠 县 忠县忠州中学 谈治国 航海模型竞赛 13996630402

16 忠 县 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校 易大国 航海模型竞赛 13594715773

17 忠 县 重庆市忠县实验小学校 许洪波 航海模型竞赛 15826439299

18 万州区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李艳雷 车辆模型竞赛 13193238209

19 万州区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陈方元 车辆模型竞赛 13896995227

20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荫平中学 唐良华 车辆模型竞赛 15823726455

21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双桂初级中学 李羡军 车辆模型竞赛 13638260496

22 垫江县 垫江桂溪小学校 汪培森 车辆模型竞赛 13896502829



- 3 -

23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校 杨小平 车辆模型竞赛 13896555429

24 石柱县 石柱县双庆小学校 陈兴兰 车辆模型竞赛 13996913280

25 石柱县 石柱县华丰小学 冯 伟 车辆模型竞赛 18996929060

26 石柱县 石柱县科协 龙 瑜 车辆模型竞赛 13667659579

27 忠 县 重庆市忠县香山小学校 邓志国 车辆模型竞赛 13996548767

28 忠 县 忠县三汇中学 余常均 车辆模型竞赛 18290283755

29 万州区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邹晓波 航空模型竞赛 13038374689

30 万州区 万州区科协 张云刚 航空模型竞赛 18223823560

31 万州区 万州区中加友谊小学 姚朝勇 航空模型竞赛 13452632998

32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蟠龙镇中心小学 熊荣超 航空模型竞赛 13896367238

33 梁平区 重庆市梁平区城西小学 杨正伟 航空模型竞赛 13635364696

34 垫江县 垫江县新民小学校 刘国军 航空模型竞赛 15923690566

35 石柱县 石柱县第四小学校 谭弟明 航空模型竞赛 13896497869

36 石柱县 石柱县悦崃小学校 谭文伦 航空模型竞赛 13896418001

37 巫溪县 巫溪县实验小学 熊明奎 航空模型竞赛 15178933233

38 忠 县 忠县忠州第二小学校 赵安祥 航空模型竞赛 13635346935

39 忠 县 重庆市忠县白公路小学 黄安明 航空模型竞赛 15123421488

主赛场

1 渝中区 渝中区邹容小学校 冯稚涵 航海模型竞赛 18523105687

2 渝中区 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学校 周 宇 航海模型竞赛 13896079815

3 江北区 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校 洪有良 航海模型竞赛 13983811666

4 江北区 重庆市行知学校 邓道舰 航海模型竞赛 18983333128

5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天宝实验学校 黄 勇 航海模型竞赛 13608390175

6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兴隆塆小学 冉 艳 航海模型竞赛 13002305912

7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上浩小学 古 毅 航海模型竞赛 13883686314

8 南岸区 南岸少科站 江金山 航海模型竞赛 13883544767

9 南岸区 南岸区长生小学校 徐 平 航海模型竞赛 13883301146

10 北碚区 北碚区水土镇小学 杨 清 航海模型竞赛 13883888216

11 北碚区 北碚区联龙小学 李安全 航海模型竞赛 18602304661

12 北碚区 北碚区朝阳小学 郑小波 航海模型竞赛 17725061845

13 渝北区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校 陈 然 航海模型竞赛 1887514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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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渝北区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刘 超 航海模型竞赛 15002384825

15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敖祥全 航海模型竞赛 13677623366

16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中学 徐登琴 航海模型竞赛 19923013661

17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东和春天实验学校 潘德均 航海模型竞赛 15023651713

18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刘祖诚 航海模型竞赛 15123204238

19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中央公园小学 廖仙荷 航海模型竞赛 18883968350

20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中心校 游 超 航海模型竞赛 13452406066

21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融创小学校 邹 倩 航海模型竞赛 15310678175

22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惠民中心小学校 李海伦 航海模型竞赛 15123671770

23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 余建梅 航海模型竞赛 18716338171

24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中心小学校 文 丹 航海模型竞赛 15608355570

25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实验小学校 张宜斌 航海模型竞赛 13594323358

26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任洪深 航海模型竞赛 13635455068

27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张 勇 航海模型竞赛 15223102476

28 江津区 重庆市聚奎中学校 张洪祥 航海模型竞赛 13983108459

29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实验小学校 夏 斌 航海模型竞赛 15213018758

30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谢 扬 航海模型竞赛 15102372729

31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实验小学校 熊知忠 航海模型竞赛 17782356829

32 綦江区 重庆市綦江区打通中学 刘 洋 航海模型竞赛 13883488370

33 綦江区 重庆市綦江区沙溪小学校 王 飞 航海模型竞赛 13452040696

34 綦江区 重庆市綦江区营盘山小学校 蒋荣彬 航海模型竞赛 13883329823

35 璧山区 重庆市璧山区狮子小学校 王 荣 航海模型竞赛 15923989796

36 璧山区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实验小学校 黄 红 航海模型竞赛 13996221755

37 铜梁区 重庆市铜梁区玉泉小学 刘时友 航海模型竞赛 13527480426

38 彭水县 重庆市彭水第一中学校 谭艳娟 航海模型竞赛 15086829849

39 彭水县 彭水县第二小学 豆静思 航海模型竞赛 15723663338

40 彭水县 重庆市彭水县中学 陈 桃 航海模型竞赛 18225314599

41 彭水县 彭水县第三小学 徐永权 航海模型竞赛 13996936959

42 渝中区 重庆市第五十中学 张正义 车辆模型竞赛 18983395770

43 渝中区 渝中区中华路小学校 张晓云 车辆模型竞赛 1800233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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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江北区 重庆市二 0三中学 吴建伟 车辆模型竞赛 13678470027

45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红糟房小学校 谢 英 车辆模型竞赛 18223220368

46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树人小学校 蔡 江 车辆模型竞赛 15923228969

47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九龙小学校 杨正君 车辆模型竞赛 13436172706

48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小学校 唐 晋 车辆模型竞赛 13883711625

49 北碚区 北碚区人民路小学蔡家校区 陈 伟 车辆模型竞赛 13272675184

50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中学 钟 玲 车辆模型竞赛 18108301222

51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融创小学校 陈 芳 车辆模型竞赛 13996772450

52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油溪小学校 周光远 车辆模型竞赛 15123842023

53 綦江区 重庆市綦江区文龙小学校 蒋烈强 车辆模型竞赛 13647657825

54 璧山区 重庆市璧山区东关小学校 张儒春 车辆模型竞赛 17300226995

55 彭水县 重庆市彭水县中学 徐书庆 车辆模型竞赛 13452229528

56 渝中区 渝中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王 勇 航空模型竞赛 15608330627

57 渝中区 渝中区金马小学校 段 茂 航空模型竞赛 17783611623

58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名校联合外语小学校 冯兴全 航空模型竞赛 13452148134

59 南岸区 南岸少科站 曾 健 航空模型竞赛 13452344329

60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兴隆塆小学 邓 军 航空模型竞赛 13452360047

61 南岸区 南岸区长生小学校 童晓强 航空模型竞赛 13500332884

62 渝北区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校 罗克斌 航空模型竞赛 13608362578

63 巴南区 巴南区花溪小学校 窦必友 航空模型竞赛 13983642331

64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第二小学校 周 军 航空模型竞赛 13452328082

65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鱼胡路小学校 秦园园 航空模型竞赛 13996489971

66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校 林 洁 航空模型竞赛 13628323219

67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区西湖小学校 李 凯 航空模型竞赛 13452436889

68 江津区 重庆市江津先锋小学校 李志勇 航空模型竞赛 13883413868

69 綦江区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中学 吴鸿杰 航空模型竞赛 15310094826

70 璧山区 重庆市璧山区八塘小学校 李秀钢 航空模型竞赛 13996053711

71 彭水县 彭水县森林希望小学 熊 敏 航空模型竞赛 13609494161

备注：渝东分赛场裁判会于 5 月 24 日下午 3:30 在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校召开，主赛场裁判会于 5 月 31

日下午 3:30 在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校召开，请以上裁判员准时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