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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青科〔2018〕35 号

关于召开安徽省“体验科学 快乐成长”
——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总结会

议的通知

各市及省直管县科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青少部、科普部）、

相关学校：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促进我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普及工作的发展，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定于 12 月

19 日，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体验科学 快乐成长”—2018 年青

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总结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8点至 12 点。

2、报到地点：梅里美假日酒店，地址：合肥市北一环与蒙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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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路交叉口西南角，电话：0551-62612288。

3、乘车路线：见附件。

4、报到手续：会务组根据上报的参会回执名单接受报到，

各市及省直管县科协调查体验活动项目主管 1名，先行实施学校

每个学校 1名教师，优秀示范学校增加 1名分管校长，如有人员

变动，需提前告知，否则不予接待。

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用自理，食宿费用由我中心承担。请各

位代表于 12 月 14 日前反馈参会信息。

联系人：徐飞飞

电 话：0551-62836129

QQ 号：1527995778

附件：

1.安徽省2018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2.安徽省2018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先行实施学校名单

3.安徽省2018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优秀示范学校名单

4.安徽省 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总结会参会回执

5. 梅里美假日酒店乘车路线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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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体验科学 快乐成长——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按综合得分排序）

滁州市科协科普部

阜阳市科协科普部

安庆科学技术馆

马鞍山市科协科普部

芜湖市科协科普部

黄山市科协科普部

铜陵市科协科普部

淮南市科协青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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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体验科学 快乐成长——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先行实施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1 安庆市望江县漳湖中心学校 安庆市

2 安庆市舒巷小学 安庆市

3 太湖县新城小学 安庆市

4 太湖县晋熙镇中心学校 安庆市

5 岳西县河图中心学校 安庆市

6 安徽省安庆市绿地实验学校 安庆市

7 大观区十里中心学校 安庆市

8 安庆市怀宁县实验小学 安庆市

9 桐城市东关小学 安庆市

10 潜山县天柱山中心小学 安庆市

11 蚌埠第一中学 蚌埠市

12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第六中学 亳州市

13 蒙城县城关镇第七小学 亳州市

14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风华中学 亳州市

15 利辛中学 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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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16 石台县实验小学 池州市

17 池州市贵池区池口小学 池州市

18 东至县实验小学 池州市

19 湖心路小学 滁州市

20 全椒县古城小学 滁州市

21 来安县水口镇中心学校 滁州市

22 滁州市第五中学 滁州市

23 滁州市会峰小学 滁州市

24 安徽省凤阳县第二中学 滁州市

25 安徽省滁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滁州市

26 定远县实验小学 滁州市

27 滁州市第二小学 滁州市

28 明光市新生小学 滁州市

29 安徽省定远县民族小学 滁州市

30 紫薇小学 滁州市

31 安徽省滁州市实验小学 滁州市

32 滁州市第三小学 滁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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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33 天长市铜城小学 滁州市

34 凤阳县工人子弟小学 滁州市

35 阜阳市搬井小学 阜阳市

36 颍东区插花一学区插花小学 阜阳市

37 阜南县第七小学 阜阳市

38 临泉县宋集镇中心校 阜阳市

39 阜阳市北城小学 阜阳市

40 阜阳市颍州区苗桥小学 阜阳市

41 阜南县第一小学 阜阳市

42 阜阳市颍东区和谐路小学 阜阳市

43 颍上县八里河镇中心学校 阜阳市

44 安徽省太和县第三中学 阜阳市

45 颍上县迪沟镇中心小学 阜阳市

46 广德县流洞中心小学 广德县

47 安徽省庐江中学实验初中 合肥市

48 合肥市梦园小学（西区） 合肥市

49 合肥市桂花园学校 合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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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50 合肥市香格里拉小学 合肥市

51 合肥市淮合花园小学 合肥市

52 合肥市青年路小学 合肥市

53 合肥市临泉路第一小学 合肥市

54 合肥市淝河小学 合肥市

55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淮北市

56 淮北市第二中学 淮北市

57 濉溪县南坪中心学校 淮北市

58 淮北市西园中学 淮北市

59 淮南市田家庵区实验学 淮南市

60 黄山市歙县雄村学校 黄山市

61 黄山市屯溪大位小学 黄山市

62 祁门县祁山小学 黄山市

63 黟县碧阳小学 黄山市

64 祁门县凫峰中学 黄山市

65 黟县宏潭乡中心小学 黄山市

66 霍山文峰学校 六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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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67 金寨县仙花实验学校 六安市

68 六安市丰安小学 六安市

69 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六安市

70 六安市梅山路小学 六安市

71 叶集区姚李镇中心学校 六安市

72 和县姥桥镇中心小学 马鞍山市

73 马鞍山市钟村小学 马鞍山市

74 安徽省含山县环峰小学 马鞍山市

75 当涂县塘南中心学校 马鞍山市

76 当涂县龙山桥中心学校 马鞍山市

77 安徽省含山县第一中学 马鞍山市

78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马鞍山市

79 当涂县黄池中心学校 马鞍山市

80 安徽省马鞍山市翠螺小学 马鞍山市

81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中学 马鞍山市

82 湖东路第四小学 马鞍山市

83 铜陵市瑞龙小学 铜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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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84 铜陵市爱国小学 铜陵市

85 铜陵市大通中心学校 铜陵市

86 义安区钟鸣中心小学 铜陵市

87 芜湖县南湖学校 芜湖市

88 芜湖县花桥学校 芜湖市

89 繁昌县第五中学 芜湖市

90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杏花泉中心小学 芜湖市

91 芜湖市赭山小学 芜湖市

92 芜湖县易太学校 芜湖市

93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芜湖市

94 芜湖县湾沚镇赵桥中心学校 芜湖市

95 东洪初级中学 宿松县

96 宿松县实验小学 宿松县

97 宿松县破凉镇中心小学 宿松县

98 五里乡中心小学 宿松县

99 灵璧县红星小学 宿州市

100 安徽宿城第一初级中学 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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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地市

101 宿州市埇桥区芦岭镇中心学校 宿州市

102 宿州市第十二小学 宿州市

103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第三中学 宿州市

104 砀山县师范附属小学 宿州市

105 宿州市第九中学 宿州市

106 萧县丁里镇许堂小学 宿州市

107 安徽省宿州市第一小学 宿州市

108 宁国市实验小学 宣城市

109 绩溪县瀛洲中心小学 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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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徽省“体验科学 快乐成长——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优秀示范学校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学校名称

1 安徽省宿州市第十二小学

2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师范附属小学

3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芦岭镇中心学校

4 安徽省宿州市第九中学

5 安徽省马鞍山市钟村小学

6 安徽省马鞍山市湖东路四小

7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8 安徽省芜湖市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9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易太学校

10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赵桥小学

11 安徽省芜湖市赭山小学

12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祁山小学

13 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凫峰中学

14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雄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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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五中

16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

17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实验学校

18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苗桥小学

19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小学

20 安徽省阜南县第七小学

21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和谐路小学

22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镇中心学校

23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搬井小学

24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第二中学

25 安徽省滁州市会峰小学

26 安徽省滁州市第五中学

27 安徽省滁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28 安徽省滁州市紫薇小学

29 安徽省滁州市第三小学

30 安徽省滁州市第二小学

31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人子弟小学

32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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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徽省滁州明光市新生小学

34 安徽省蚌埠第一中学

35 安徽省潜山市天柱山中心小学

36 安徽省太湖县新城小学

37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实验小学

38 安徽省桐城市东关小学

39 安徽省安庆市舒巷小学

40 安徽省安庆市绿地实验学校

41 安徽省岳西县河图中心学校

42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十里中心学校

43 安徽省太湖县晋熙镇中心学校

44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爱国小学

45 安徽省铜陵市大通中心学校

46 安徽省六安市城北第二小学

47 安徽省宁国市实验小学

48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实验小学

49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六中

50 安徽省淮北市西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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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徽省“体验科学 快乐成长——2018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总结会参会回执

序号 学校 教师姓名 教师电话 分管校长姓名 分管校长电话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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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乘车路线

1、地址：合肥市北一环与蒙城路交叉口西南角

2、路线：

合肥火车站—酒店：公交可坐 22 路路到白水坝站下即到，

出租车大约 17 元左右（按驾车最短路程计算）。

合肥火车南站—酒店：公交可坐 120 路到白水坝站下即到，

出租车大约 28 元左右（按驾车最短路程计算）。

合肥汽车客运总站—酒店：步行 760 米至火车站公交站坐

22 路路到白水坝站下即到，出租车大约 17 元左右（按驾车最短

路程计算）。

3、总台号码：0551-62612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