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科发普字〔2017〕200号

关于举办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及参赛作品征集的通知

各市、县（区）科协、教育局、科技局、环保局、团委：

由自治区科协、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环保

厅、自治区团委联合主办的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计
划于 2018年 4月上旬在银川市举办。为做好赛前各项筹备工作，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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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动员全区中小学生积极申报参赛作品，现将大赛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大赛目的

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推动青少年科技活动蓬勃开展，培养青少年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鼓励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的涌现；提升科技辅导员队伍的科学素质和专业技能，全

面推进宁夏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大赛主题

创新·体验·成长

三、大赛内容

大赛分为竞赛项目和评比展示项目。竞赛项目包括：青少年科

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评比展示项目包括：

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比赛、青少年科技创意比赛、少年儿童科学幻

想绘画比赛和青少年科学影像比赛。

四、大赛规则

有关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规则及申报书，
请登陆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http://ningxia.
xiaoxiaotong.org/）下载查阅。

五、参赛名额

本届大赛仅对青少年科技创意比赛和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

比赛限定报送作品名额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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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 100项、石嘴山市 50项、吴忠市 50项、固原市 50项、
中卫市 50项、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50项。小学、初中和高中
均可申报，比例不限。

银川市 350幅、石嘴山市 100幅、吴忠市 300幅、固原市 100
幅、中卫市 100幅、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50幅。申报者年龄要
求（5-14周岁，即 2004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的学生方可申报）。

六、组织实施

本届大赛采取自下而上，层层选拨的方法分四个阶段组织

实施。

第一阶段：地市级基层赛事组织阶段。2018年 3月 1日前，地
市级科协联合当地教育局，参照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和

规则，组织地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按照大赛名额要求，将选

拔出的优秀作品通过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服务平台（http://ningxia.
xiaoxiaotong.org/），网络申报报送至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第二阶段：区级赛事组织阶段。2018年 3月 1日至 4月上旬，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组织项目资格审查、项目初评和

举办自治区级终评活动。终评活动计划于 2018年 4月上旬在银川
市举办，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第三阶段：区级大赛结果公示、国赛申报阶段。2018年 4月-5
月，公示竞赛结果、发放获奖证书、进行全国大赛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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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组织宁夏代表队参加全国决赛。2018年 7-8月，组
织宁夏参赛代表团参加全国决赛、进行大赛总结、活动信息宣传报

道、资料整理归档等。

七、参赛作品申报程序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通过网络工作管理系统发放

参赛授权号。各地级市科协项目主管、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负

责人请于 2017年 12月 15日前将项目申报名额反馈表（见附件
1）签字盖章后，将扫描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1204211983@qq.
com

申报时间:2018年 1月 1日开始至 2018年 3月 10日截止。

1、网络申报项目
（1）需要网络申报项目 4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

（小学生、中学生）、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项目、青少年科技实

践活动项目、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项目。

（2）申报要求：申报人登陆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
（http://ningxia.xiaoxiaotong.org）在线填报所有申报内容并在线打印
申报书，将打印申报书完成签字、盖章等工作后，务必将纸质版申

报资料报送至地市级科协汇总。

2、提交电子、纸质版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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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提交电子版、纸质版申报项目 2项：青少年科技创意
比赛项目、青少年科学影像比赛项目。

（2）申报要求：青少年科技创意比赛项目要求在校（小学、初
中、高中）学生都可以申报，仅接受个人申报，不接受集体作者的作

品，辅导老师仅为 1人（具体申报要求见附件 2、3）。申报人务必将
青少年科技创意比赛项目的电子版、纸质版和申报书签字盖章后，

报送地市级科协。?青少年科学影像比赛项目要求在校（小学、初
中、高中）学生都可以申报，接受集体申报（限 3名以内），辅导老师
限 2名以内（具体申报要求见附件 2、3）。申报人务必将青少年科
学影像项目的电子版视频、申报书及纸质版资料签字盖章后报送

地市级科协。

3.在申报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
赛时，如参赛作品在展示时需要组委会提供电源，请申报人在纸质

版申报书封面注明“展示时需要提供电源”，未标注电源需要的申

报书，组委会则默认为展示时不需要电源。

4. 地级市科协项目负责人协助申报者完成申报和审查工作，
协调解决申报问题。

5.纸质版申报资料组委会不予退回，请申报者自行做好资料
备份。

6.五个地市级科协项目负责人、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负
责人务必于 2018年 3月 10日申报截止日期前，将所有项目的申
报资料电子版、纸质版和作品目录（见附件 6）报送宁夏青少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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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活动中心，逾期报送的项目，组委会不再受理。

八、表彰奖励

对参赛学生、科技辅导员的优秀作品设分一、二、三等奖予以

表彰奖励。各比赛项目获奖比例分别为：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等奖
15%；

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等奖
15%；

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比赛：一等奖 5%、二等奖 10%、三等奖
15%；

青少年科技创意比赛：一等奖 10%、二等奖 15%、三等奖
20%；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比赛：一等奖 3%、二等奖 4%、三等奖
5%；

青少年科学影像比赛：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

获得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项目

一等奖的科技辅导员或辅导学生项目获得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各项目一等奖的科技辅导员，将获得优秀科技辅导员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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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市科协会同教育局联合推荐本辖区符合条件的优秀科技

辅导员，五大市各推荐 4名优秀科技辅导员，教育厅直属学校（含
分校）经教育厅基教处同意，推荐 2名优秀科技辅导员。要求从事
科技辅导员相关工作满 3年以上，有开展学校科技教育活动的经
历，必须有科技辅导员项目或辅导学生项目参加本届大赛。（具体

申报条件见附件 2、附件 5）。

为进一步调动基层学校的积极性，鼓励中小学在科技教育方

面的工作成绩，五大市科协会同教育局联合推荐本辖区开展科技

教育活动表现积极、成绩突出的学校，要求五大市各推荐 2所中
学，2所小学。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经教育厅基教处同意，推
荐 2所学校。（具体申报条件见附件 5）

推荐积极组织本地区基层竞赛选拔工作的科协、教育局各 1
个单位；要求竞赛活动覆盖面广，普及率高，参与学校不少于本地

区中小学校总数的 50%；资料申报及时规范；参赛人数、成绩等方
面表现突出的基层科协、教育局，将给予表彰。优秀组织工作者：获

得“优秀组织单位”的科协和教育局可推荐一名优秀工作者（具体

申报条件见附件 5）。
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学校、优秀组织单位和

优秀工作者由五大市科协、教育局通过联席会议进行评议推荐，

并分别加盖公章，否则，赛事组委会不予评议。2018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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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请参加评议的单位将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材料经所在五大

市科协统一报至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经赛事组委会评议

确定。

九、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机构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李晓波 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副主任：张治荣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桑长清 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

丁 聃 自治区团委副书记

鲁国会 自治区环保厅巡视员

陈国顺 自治区科协副主席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办地地级市主管领导

委 员：赵文象 自治区科协科普部部长

刘玉杰 宁夏科技馆馆长、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主任

张可生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郭新富 自治区科技厅创新体系建设处副处长

周立梅 自治区团委学校部部长

杨发奎 自治区环保厅科技标准处处长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办地地级市科协、教育、科技、团委、环

保部门领导。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下设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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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李晓波 自治区科协主席

副主任：赵文象 自治区科协科普部部长

尚继军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调研员

刘玉杰 宁夏科技馆馆长、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主任

委 员：赵延安 宁夏科技馆副馆长、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

心副主任

洪 艳 宁夏科技馆、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青少

部部长

王晓东 宁夏科技馆、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青少

部副部长

杨 锐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项目主管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办地科协、教育、科技、团委、环保等部

门领导。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审委员会在赛前通过专家库随机

抽选组建。

十、其它事项

（一）为保证此项活动顺利开展，请各市科协和相关单位要求

严格按照文件通知及时部署落实。各市科协、教育部门要加强对科

技辅导员的支持和培训，做好学校、县（区）级选拔工作，推荐优秀

作品参加本届大赛。

（二）五市科协、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请务必于 2018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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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日前将青少年创新成果项目、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项目、青
少年实践活动项目、青少年科技创意活动、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

科幻画作品、十佳科技辅导员、优秀创新学校、基层优秀组织单位

和优秀工作者的所有申报资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报宁夏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逾期不接受申报。各市所属学校作品经五大

市科协统一报送，不接受各县(区)所属学校直接报送作品，请各县
(区)严格按照所在市科协通知要求的时间提交作品。
（三）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不再通过市县科协提交作品，

请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负责人于 2017年 12月 15日前，将
（附件 1.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项目申报名额反馈表）报送宁夏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取得参赛授权号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络

申报。务必于 2018年 3月 10日前将青少年创新成果项目、科技辅
导员创新成果项目、青少年实践活动项目、青少年科技创意活动、

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科幻画作品、十佳科技辅导员、优秀创新学

校、基层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工作者的所有申报资料的纸质版和

电子版各一份，报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逾期不接受申报。

（四）为做好此项工作，地级市科协、教育厅直属学校（含分校）

按要求填写参赛作品汇总登记表（见附件 6），严格审查电子版与
纸质版内容一致，各项目申报书等附件在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活

动服务平台网（http://ningxia.xiaoxiaotong.org/）下载。
十一、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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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951-5085155
联系单位：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联系地址：银川市人民广场西路宁夏科技馆综合办公楼

邮箱地址：1204211983@qq.com
邮 编：750011
网 址：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

（http://ningxia.xiaoxiaotong.org/）

附件：1. 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项目申报名额反馈表
2. 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和项目规则
3. 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6个项目申报书
4. 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查新报告
5. 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十佳科技辅导员、
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基层优秀组织单位、基层优

秀组织工作者申报书

6. 第 33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各项目汇总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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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17年 11月 22日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2017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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