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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33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10项
序号 代表队 活动名称 活动申报者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证书编号

1 江门市 篁湾村水质调查与生态修复探究实践活动 篁湾科技实践小组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篁湾中

心小学
梁思华 黄 龙 SJ201840001

2 深圳市 探究向日葵的生命之旅 新田小学四（6）班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

院附属小学
周育妹 曾 琴 柳成峰 SJ201840002

3 佛山市 发现植物小秘密 校园植物研究小组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 李欢颜 何丽梅 SJ201840003

4 广州市 “观察和调查周围的鸟类”科技实践活动 科学研究小组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剑父小学 邵健开 SJ201840004

5 肇庆市 风的变奏曲 – 解密肇庆阅江大桥“摇晃”的科学奥秘 蛙蛙侦探社·蜂鸟 肇庆高要市南岸科德小学 蔡耀东 简艳韵 曾志群 SJ201840005

6 佛山市 让“人工智能”之花在狮山绽放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

中学人工智能兴趣组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

中学
曾冰峰 李 强 李忠伟 SJ201840006

7 韶关市 快递纸箱变形计 广东北江中学纸箱作战小分队 广东北江中学 白伟嫦 SJ201840007

8 汕尾市 陆河河田高景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汕尾市陆河县实验小学研究

实践小组
汕尾市陆河县实验小学 张海情 张海帆 SJ201840008

9 汕头市
让应急生存知识在校园中流行起来——青少年应急

生存知识普及与能力训练综合实践活动

汕头一中 2020届高一综合

实践小组
汕头市第一中学 林绮玲 林武坚 陈煖佳 SJ201840009

10 深圳市 玩创手工制作、传承生活文化 七年级全体学生 深圳市龙岗区福安学校 杨 勇 邱 林 SJ201840010

二等奖：2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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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表队 活动名称 活动申报者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证书编号

1 惠州市 福田镇东部区域农田灌溉水质状况调查研究 福田中学环保小组 惠州市博罗县福田中学 叶茂富 张文婷 周镜平 SJ201840011

2 佛山市 巧手妙创意 科意满校园
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生物兴

趣小组
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郭丽萍 欧丽燕 SJ201840012

3 河源市 《共享单车—从我们身边了解你》
源城区雅居乐小学四年级综

合实践兴趣小组
河源市源城区雅居乐小学 陈建辉 程福生 李伟成 SJ201840013

4 佛山市 情系绿色，心系创森 九小科技小组 佛山市第九小学 王玉建 夏秋玲 陈小洁 SJ201840014

5 湛江市 吴川市振文里坡村候鸟保护及生态观鸟旅游的调查研究 吴川市第一中学科技实践小组 湛江吴川市第一中学 吴卓玲 冯奕尖 周沛通 SJ201840015

6 珠海市 珠海市鼠形小兽的调查及解剖实践活动
珠海市鼠形小兽的调查及解

剖实践活动小组
珠海市第二中学 母华强 陈 艳 SJ201840016

7 茂名市 信宜市天马山生态植卉调查研究科技实践活动
信宜市教育城小学乐创科技

社团信创科技实践小组
茂名信宜市教育城小学 毛洪营 陈凤媚 王 铨 SJ201840017

8 江门市 揭秘“植物的智慧” 葵城中学 生物科技团 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 容妙娜 SJ201840018

9 广州市 用真空渗水法探究CO2浓度对光合作用影响的实验改进 生物兴趣小组 广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黄丽娟 曾 莉 SJ201840019

10 广州市 “茶”颜观色，“茗”心刻骨 旭晶社“36911”小组 广州市真光中学 郑思东 孙 静 张美凤 SJ201840020

11 深圳市 叶子的研究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全体

一年级学生
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 高春艳 SJ201840021

12 肇庆市 “中国水学校”项目的开展下学生节水意识的调查活动 环保节水小分队 肇庆市第一中学 陈 妤 SJ201840022

13 惠州市 探访吉他文化 助力吉他之乡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中学综合

实践活动小组
惠州市惠阳区崇雅中学 林金花 黄汉珍 黄丽娟 SJ201840023

14 珠海市 海澄小学航空城航空飞行实践活动 海澄小学航空科技小组 珠海市三灶镇海澄小学 吴旭荣 SJ201840024

15 潮州市 回收光盘的“金山银山” 爱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潮州金中广韩研究小组 潮州市金山中学 黄胜刚 郭伟波 SJ201840025

16 茂名市 走进国家级非遗—高州木偶戏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科技实践小组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 陈金娟 SJ201840026

17 中山市 是真的吗？ 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六年 中山市石岐第一城小学 余秋蔚 钟建梅 赵翠坤 SJ20184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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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技小组

18 东莞市 智慧化学 CCF之旅 智慧化学 CCF工作室 东莞外国语学校 张 华 薛苗苗 SJ201840028

19 揭阳市 二宝，快到“怀”里来
普宁市兴文中学“二孩政策”
探究小组

揭阳普宁市兴文中学 罗伟贤 陈洪大 陈红杰 SJ201840029

20 深圳市 深圳市公共Wi-Fi安全状况调查研究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Wi-Fi
安全调查小组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刘焱锋 曾志敏 SJ201840030

21 珠海市
“留住乡愁，留住根”——珠海市翠微古村乡土文化调

研报告

珠海市文园中学翠微村文化

研究团队
珠海市文园中学 郭利娜 杨慧君 刘昌言 SJ201840031

三等奖：36项
序号 代表队 活动名称 活动申报者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证书编号

1 阳江市 《保护文物，从身边做起》
阳江市阳西县织篢镇中心小

学四（1）班实践活动小组
阳江市阳西县织篢镇中心小学 刘齐健 SJ201840032

2 河源市 紫金县城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调查
河源市紫金县尔崧中学高三

（3）班综合实践活动小组
河源市紫金县尓崧中学 杨小钢 SJ201840033

3 肇庆市
《关于肇庆市端州区绿道建设网络及休闲配套设施

调查与研究》

肇庆市端州区出头小学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肇庆市端州区出头小学 黄明文 SJ201840034

4 梅州市 琴江河污染现状调查与防治对策研究 水寨中学科创社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中学 陈必赞 曾林源 SJ201840035

5 江门市 江门市城区空气质量调查报告 礼乐三中科技实践兴趣小组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第三

初级中学
李小英 张海莲 SJ201840036

6 汕尾市 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物象 高一生物组 汕尾市城区新城中学 陈小玲 刘 洁 高 妮 SJ201840037

7 湛江市 植物王国内的战争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初一年级学生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温秋香 王凌云 董超元 SJ201840038

8 茂名市 茂名市红树林生态资源调查研究
茂名市行知中学科技实践调

查小组
茂名市行知中学 陈建梅 潘虎君 SJ201840039

9 梅州市 入侵植物南美蟛蜞菊的叶气孔密度与生态环境 第二课堂兴趣小组 梅州兴宁市龙田中学 陈丽琼 罗伟群 何 萍 SJ20184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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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州市 对本地寄生虫病感染途径和预防的调查研究
“认识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
探究小组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中学 叶桂贤 廖懂玲 张德洪 SJ201840041

11 中山市 关注食品安全 享受健康生活 四（5）科普小队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学 吴锦梅 SJ201840042

12 汕头市
调查 LED光源对人眼的影响及改进措施实践活动报

告

LED 光源对人眼的影响调

查研究活动小组
汕头市聿怀中学 曹志权 邢丽聪 SJ201840043

13 广州市 高中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实践活动之职业体验 广州中学 2019届高一学部 广州中学 李 青 巫凯旋 SJ201840044

14 梅州市 “中药渣的用途”调查实践活动 “智慧”调查小组 梅州市梅江区鸿都小学 廖春华 饶小雯 朱庆锋 SJ201840045

15 惠州市 追寻白字戏的踪迹 白字戏调查小组 惠州市惠东县惠东中学 宋粉娇 吕 琴 SJ201840046

16 阳江市 核电科普进校园 阳江市科技馆核电科普小组 阳江市科技馆 陈达理 骆志洁 陈惠珍 SJ201840047

17 韶关市 《葫芦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报告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调查小组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朱明春 SJ201840048

18 韶关市 初中生对“一带一路”知多少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调查小组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车慧玲 SJ201840049

19 汕尾市 华中科技制作大赛 华中科创 NO.1 汕尾市林伟华中学 刘 立 练世尊 陈欣欣 SJ201840050

20 湛江市 蛰伏在现代生活的流行语 新时代小组 湛江市第四中学 蔡 霞 SJ201840051

21 云浮市 《关于旅游环境的破坏及逐渐完善的研究报告》 三民组 云浮市新兴县第一中学 张佳友 梁镇棠 SJ201840052

22 潮州市 承文明潮州古韵，树“六城”同创新风

城南实验中学关于潮州市

“六城同创治六乱”和相关整

治行动调查组

潮州市湘桥区城南实验中学 方淑婉 郑敏梅 李洁敏 SJ201840053

23 汕头市
对标厦门——在汕头市落地“观光工厂”可行性建议

的调研实践活动

聿怀初级中学“奖学+”研学

小组
汕头市聿怀初级中学

郑 巽

陈婷婷
SJ201840054

24 河源市 关于手游“王者荣耀”对我校学生学习影响的调查报告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一队 河源市源城区东埔中学 江惠敏 SJ201840055

25 清远市 学校周边流浪猫狗调查
清远市华侨中学高一（8）
班志愿者

清远市华侨中学 杨 帆 钟清萍 SJ201840056

26 汕头市 潮汕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未来
汕头市林百欣科技中专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汕头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

专业学校
陈庭照 黄丹蓉 蔡少婷 SJ201840057

27 清远市
关于阳山县县城区域民众取用天然山泉水情况的调

查研究

阳山县阳山中学初中部科研

小组
清远市阳山县阳山中学 丘炳阳 欧志俭 蔡朝锋 SJ20184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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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远市 石坎片陶瓷厂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
清远市清新区龙颈镇第一初

级中学科技创新班

清远市清新区龙颈镇第一初

级中学
冯映映 黄 考 潘燕芳 SJ201840059

29 云浮市 绿色校园 “真.活”创客社团 云浮市新兴县实验中学 彭仕成 SJ201840060

30 东莞市 “让我们一起来创客”科技实践活动 东莞市东城一中科技创客小组 东莞市东城第一中学 尹锡滔 SJ201840061

31 潮州市 关于少年儿童脊柱健康的调查报告 庵埠镇经正小学健康调查小组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经正小学 陈燕旋 郭晓洁 SJ201840062

32 云浮市 《桔子茶科技实践活动》项目研究报告 科技兴趣小组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石城中

学
张锦雄 周伟明 陈明广 SJ201840063

33 揭阳市
诵读国学经典 传承中华文化 ——关于关于普宁市

农村初中国学经典阅读现状调查研究实践活动
“书香致远”探究小组

揭阳普宁市占陇镇桥柱初级

中学
詹夏晓 吴晓敏 陈炎强 SJ201840064

34 中山市 中山市东区三溪村古屋维护与开发利用现状研究 中山纪念中学领导力二组 中山纪念中学 傅 彬 曾祥海 尹小俊 SJ201840065

35 东莞市 创客教育知多少调查研究 大朗中心小学创客团队 东莞市大朗镇中心小学 曾祥乐 魏燕霞 SJ201840066

36 揭阳市 筷子机器人成长记
普宁市华南学校筷子机器人

学习与实践活动小组
揭阳普宁市华南学校 钟志勇 SJ20184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