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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的决定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是按照邓小平同志遗愿, 面向青少年

设立的崇高荣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激发青少年

的创新精神, 培养创新人才, 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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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教育部、 科技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等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参与下,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 全国学联、 全国少工

委联合开展了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

在各地区严格选拔、 认真推荐的基础上, 经过评审委员会的

审核评定, 并经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确认,

决定向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殷梓盛、 天津市耀华中学吴雨恬、 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苗伟宁等 100 名青少年学生颁发第十一届中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奖。 这些获奖同学是广大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的优秀代表, 他们的创新实践和所取得的成绩体现了新时代青少

年崇尚科学、 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的良好精神风貌。

希望获奖同学珍惜荣誉, 践行和弘扬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的

科学精神, 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 努力成长为推动

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栋梁之才。 希望广大青少年以获奖同学为榜

样, 提高科学素养, 增强科技创新的意识和本领, 积极投身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 各级共青团、 青联、 学联、 少先队组织

要以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的颁发为契机, 发现、 培养

一批青少年人才, 为青少年人才成长铺路搭桥, 为实现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贡献青春力量。

附件: 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获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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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获奖学生名单

(共 100 人)

北摇 京

殷梓盛 (满族)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

张曦文 (女)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

刘东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高中二年级

学生

苗伟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李爱军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015 级博士生

天摇 津

李摇 想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

吴雨恬 (女) 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孙慧誌 (女)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吴易鸣 (女) 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2016 级硕

士生

何摇 健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博士生

河摇 北

刘哲玮 (女)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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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炳为 河北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本

科生

山摇 西

刘瑾瑜 (女) 山西省太原市第二十七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李摇 辉 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内蒙古

田佳汶

(女, 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高中二年级

学生

贺明飞 内蒙古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5 级

本科生

辽摇 宁

王宝伊 辽宁省辽阳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刘摇 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吉摇 林

朱思丞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周上航 吉林省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高中二年级学生

赵洪运 东北电力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4 级本

科生

黑龙江

曲禹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群力兆麟小学校五年级学生

张皓翔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雷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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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笠然 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白云锋 黑龙江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黄玉龙 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 2014 级博士生

上摇 海

赵思颖 (女) 上海市杨浦区杭州路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

刘卓成 上海市天山第二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

魏翔东 上海市七宝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张镜如 (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焦冠铭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王鹏博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5

级本科生

刘摇 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17 级硕士生

曹摇 婵 (女)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3 级博

士生

江摇 苏

王臻爔 江苏省常州外国语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

赵小扬 (女)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

戴宇轩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潘摇 强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陈嘉伟 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李世航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浙摇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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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容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六年级

学生

周靖翔 浙江省金华市南苑初级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

陈琪佳 (女)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胡渊博 温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樊文天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电子技术系 2015

级高职生

屠德展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 级硕士生

安摇 徽

彭摇 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俞浩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梁摇 亚 安徽理工大学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2017 级硕

士生

福摇 建

张楚涵 福建省福州第十九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

林子涵 福建省泉州市第五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

江摇 西

温钱庄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

山摇 东

李不凡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一路小学六年级学生

路已人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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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摇 轩 山东大学 (威海)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马摇 飞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河摇 南

范伟强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5 级本

科生

娄博华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 级硕士生

湖摇 北

王奉宇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地球科学学院 2014 级

本科生

王摇 祥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4 级博

士生

湖摇 南

黄梓瑞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育才学校五年级学生

周康杰 湖南省株洲市第二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卢摇 亮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程摇 敏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博士生

广摇 东

陈子龙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

何思丰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广摇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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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摇 娟

(女, 瑶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职业技术学校中职三年

级学生

毕摇 伟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海摇 南

李摇 伟 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四摇 川

陈艺铭 四川省成都市棕北中学桐梓林校区初中三年级

学生

冯宇晨 四川省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高中三年级

学生

徐源正 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6 级硕

士生

重摇 庆

柳博洋 重庆市渝北区渝开学校六年级学生

陈小玲 (女)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

马玉龙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罗士琰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2015 级博士生

贵摇 州

张仕龙 贵州省镇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中心学校五年级

学生

杨尔琪 贵州大学物理学院 2016 级硕士生

云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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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江语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李云涛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2015 级硕

士生

肖清泰 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6 级博

士生

西摇 藏

冯祺洋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

张蒙蒙 西藏农牧学院植物科学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陕摇 西

黄万烜 (藏族) 陕西省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初中二年级

学生

张可暄 陕西省西安市铁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崔敏超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5 级博士生

甘摇 肃

史安也 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青摇 海

潘庆一 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 2014 级本科生

宁摇 夏

张皓博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初

中二年级学生

新疆 (含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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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灵茹

(女, 锡伯族)

新疆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2014 级本科生

薛摇 珍 (女)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硕士生

军摇 队

罗摇 熠 武警警官学院信息通信系 2014 级本科生

刘摇 俊 海军航空大学航空作战勤务学院 2016 级博

士生

刘摇 博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2014 级博士生

港澳台及海外地区

黎曦明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林彩月 (女)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专业 2014 级本科生

曾泓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本

科生

岳裕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专业

2014 级博士生

王摇 博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感染性疾病系分子病毒

学专业 2015 级博士生

王摇 翠 (女) 柏林自由大学德国联邦物质研究与测试中心化

学生物光电子专业 2017 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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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团委、 青联、 学联、 少工委、 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青联, 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 青联, 中央金融团工委、 全国

金融青联, 中央企业团工委、 青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青联、 学联、 少工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8 年 7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