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共青团东南大学委员会、共青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委员会、相关

设区市科协： 

 

2020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已进入导师审

核程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现场面试调整为网络视频面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间：3 月 7 日、8 日 9:00 开始，学员按顺序依次参加。 

二、 参加人员：导师、入围学生（名单见附件 1） 

三、 准备材料： 

1、 学生对科研兴趣爱好的设想或研究计划 

PPT（6 分钟以内）。 

2、 考核要素：知识面、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能

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总分 100）。 

四、 其他： 



1、请导师、入围面试学生按照“2020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面试分组表”（见附件 1）申请加入 QQ 群，申

请信息：学科+姓名+学校。所有学生需在 3 月 3 日下午 6 点前申

请进群，逾期默认为放弃。认真查看“2020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面试时间安排”（见附件 2），确认面试时间。 

2、请导师、学生提前准备好具有视频及音响外放功能的电脑

设备，并调试摄像头和麦克风，保持网络畅通。学生须提前将 PPT

拷贝到电脑桌面。 

3、7 日、8 日上午 8:30，学生准时登录 QQ 群，查看面试顺

序并在线签到，经工作人员设备调试确认无误后，等待导师视频

邀请。 

      联系人：汤淼   （025）68155819、86670718 

 

 

附件：1.2020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面试分组 

2. 2020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面试 

时间安排 

 

 

江苏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管理办公室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代章） 

                               2020 年 2 月 28 日 



1 数学 王馨逸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数学 

东南大学 

面试 QQ群： 

1063756764 

  

2 数学 苗栋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3 数学 蒋乐 江苏省盐城中学 

4 数学 乐昊青 盐城市第一中学 

5 物理 武震宇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物理 

东南大学组 

面试 QQ群： 

615921757 

 

6 物理 王煜宁 江苏省宜兴中学 

7 物理 刘力源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8 物理 张乐天 徐州市第一中学 

9 物理 徐晏清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10 物理 储甄含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组 

面试 QQ群： 

1063765643 

  

11 物理 曹小哲 常州市第一中学 

12 物理 张四维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13 物理 陈钟毓 江苏省兴化中学 

14 物理 洪宇帆 江苏省天一中学 
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组 

面试 QQ群： 

1063772719 

  

15 物理 
吉荣彧 

盐城市第一中学 

16 物理 谭博文 丹阳市第五中学 

17 物理 于诗瑶 江苏省兴化中学 

18 物理 陈诚 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组 

面试 QQ群： 

837580479  

19 物理 朱元烨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20 物理 张天瑞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21 物理 徐轶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22 化学 张博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化学 

东南大学 

面试 QQ群： 

1063779694  

23 化学 田子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24 化学 张宇涵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25 化学 吴文茜 江苏省盐城中学 

26 生物 朱致远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生物 

东南大学 

面试 QQ群： 

1063783069 

27 生物 方冯远 江苏省江都中学 

28 生物 周墨 江苏省扬州中学 

     

     



     

     

29 计算机 宋文泽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计算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面试 QQ群： 

482474615  

30 计算机 何欣然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31 计算机 张天钰 江苏省盐城中学 

32 计算机 
唐世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计算机 

东南大学 

面试 QQ群： 

992493257 

  

33 计算机 周子瀚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34 计算机 毕景云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

高中 

35 计算机 史天宇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数学-东南大学 3 月 7 日上午 9:00 

物理-东南大学 3 月 7 日上午 9:00 

物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组 3 月 7 日上午 9:00 

物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组 3 月 7 日上午 9:00 

物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组 3 月 7 日上午 9:00 

生物-东南大学 3 月 7 日上午 9:00 

计算机-东南大学 3 月 7 日上午 9:00 

计算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月 7 日上午 9:00 

化学-东南大学 3 月 8 日上午 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