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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苏青科发〔2020〕3 号 

 

关于转发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关于组织实施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 

奖励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协，各有关单位： 

根据《“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章程》，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周凯旋基金会决定继续共同组织实施第 20 届“明天小

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科协青发〔2020〕30 号）。现将全国

通知附后转发。 

各市、各有关单位应加强本地区活动的宣传推广力度，

积极发动在创新大赛等青少年科技创新类赛事中获奖的高

中学生以及品学兼优且拥有个人科学研究成果的高中学生

参加申报。 

全国活动通知、要求及规则详见附件。同时，可在全国

青 少 年 科 技 创 新 活 动 服 务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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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tian.xiaoxiaotong.org 查阅、下载。点击该网

页顶端菜单“我要参加”可进行注册申报。 

申报注意事项及要求： 

（1） 申报人员：普通高中在读学生。仅限申报个人

项目（不接受集体项目，以及在原来集体项目基础上改进、

完善和发展的个人项目）。 

（2） 申报时间：10月 1日 12:00至 11月 10日 24:00。

建议申报者在 11 月 9 日前完成全部申报工作。 

（3） 申报者的研究成果和申报材料应客观真实，申报

者对其真实性负责。 

（4） 本届活动增设“科智公益大奖”，仅限女同学申报。 

（5） 经全国初评后入围全国终评的同学如放弃参加

终评活动（为期一周），将取消获奖资格。 

（6） 务必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申报，尤其在盖章、签名、

提交材料等环节。 

 

联系人：赵聆，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电  话：025-86670719，邮  箱: js5461@aliyun.com 

地  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50 号东楼 420 室 

 

附件：1.关于组织实施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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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规则 

3.“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研究项目学科分类 

 

（本通知不另行印发。）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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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组织实施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 

奖励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青少年科技

教育工作机构，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选拔

和培养具有科学潜质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根据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章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周凯

旋基金会决定共同组织实施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 

  本届活动申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具

体申报程序和要求请登录“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网

站查阅（网址： http://mingtian.xiaoxiaotong.org）。

活动按申报、审查、初评、终评、公示、奖励六个阶段组织

实施。终评活动计划于 2021 年 5 月中旬在北京举行。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

活动规则》（附件 1）要求，做好本地区活动宣传推广、资

格审查及终评参赛等有关事宜。 

  联系电话：010-59792520-1 

  邮  箱：mingtian@xiaoxiaot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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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2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规则 

一、活动简介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是一项面向高中生开展

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选拔和培养活动。活动旨在发现具有

科研潜质的优秀学生，鼓励他们选择学习科学技术专业、

未来投身科学研究事业。活动接受品学兼优且拥有个人科

学研究成果的高中生自由申报，通过对学生创新意识和科

研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考察,遴选出 130名学生给予不同等级

的表彰和奖学金资助。 

今年是活动创办 20 周年，为鼓励更多女生参与科技创

新活动，在周凯旋基金会倡议和支持下，本届活动特别增

设“科智公益大奖”，以奖励一名优秀女生在项目中通过运

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面临的新兴社会挑战提供一个具有创

新性和商业潜力的解决方案。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者资格 

1.申报者为普通高中在读学生； 

2.申报者个人（包括在他人指导下）取得了科学技术

研究成果； 

3.申报者未在往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中获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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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方式 

申报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日 12:00至 11月 10日 24:00。

申报者登陆本活动网站(http://mingtian.xiaoxiaotong.org),

注册获取报名号,并在线填写、提交申报材料，逾期不予受

理。 

（三）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项目研究报告、学习成绩证

明材料。 

1.申报表 

（1）《申报表一：基本信息表》：申报者在线填写本人、

监护人、学校及教师的基本信息；申报者及其监护人须分

别在指定位置签名确认。 

（2）《申报表二：研究项目表》：申报者在线填写个人

研究项目的基本信息、研究内容概况；申报者、辅导教师

须分别在指定位置签名确认。 

（3）《申报表三：个人陈述表》:申报者在线填写个人

兴趣、未来规划等内容；申报者须在指定位置签名确认。 

（4）《申报表四：辅导教师表》:此表由了解申报者科

研活动情况及个性特点的辅导教师（1-2 人）分别填写，辅

导教师可以是学校或公益性校外教育机构的教师；辅导教

师须在指定位置签名确认。 

（5）《申报表五：学习成绩表》:此表由申报者如实填

写；所在学校校长和教务处负责人须审核并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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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报表六：指导专家表》:如申报者的研究项目

在相关校外科技专家的指导下完成，须请指导专家（限 1

人）填写此表；指导专家须在指定位置签名确认。 

（7）《申报表七：项目商业化方案表》:由选择参加“科

智公益大奖”评选的女性申报者在线填写项目的商业或实

际应用计划；申报者须在指定位置签名确认。 

（8）《申报表一》须加盖学校公章，《申报表五》须加

盖学校或教务处公章，《申报表四》和《申报表六》须加盖

填表人所在单位公章。 

（9）所有申报表填写完整（包括签名和盖章）后，由

申报者扫描上传至申报系统；自制申报表无效，不接受以

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提交的申报表。 

2.项目研究报告 

（1）研究项目的学科分类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理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工程学、动物学、植物学、

微生物学、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化学、环境科学。学科

分类说明见附件。 

（2）项目研究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标题页、摘要页、

正文页（第 3 页起，包括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和结果、分析和讨论、研究结论、参考文献等）；正

文字体宜采用宋体，字号小四，行距为固定值 20 磅；项目

研究报告的字数为 2000-10000 字,文件格式为.doc、.docx

或.pdf。由申报者上传提交至申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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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项目要求 

①不得存在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或其他学术不端

情况，凡在报告中援引本人已发表或他人的论述、结果、

资料、数据等，必须注明出处并规范引用； 

②项目内容和研究过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 

③不接受活动限定的 12 个学科范畴以外的项目; 

④不接受集体项目，以及在原来集体项目基础上改进、

完善和发展的个人项目； 

⑤不接受涉及对人体或动物具有生理或心理危害的食

品、化妆品、烟酒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类项目。 

3.学习成绩证明材料 

学习成绩证明材料须为申报者所在学校出具的正式成

绩单（可为复印件），须加盖学校或教务处公章后由申报者

扫描上传至申报系统。 

4.其他证明材料 

（1）请申报者提交（扫描或拍照）所有项目相关的研

究日志、实验记录等原始证明材料。 

（2）请申报者提交（扫描或拍照）申报表中提及的所

获奖励或参与活动的相关获奖证书及证明材料。 

（3）如参加“科智公益大奖”评选，须在终评现场展

示项目实物或模型。 

三、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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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格审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

和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负责对本地区

申报者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内容包括本规则第二条

所有申报要求。如发现申报材料存在问题，申报者可在规

定的时间内对申报材料进行修改和补充。省级审查机构可

登录工作管理系统，在线完成资格审查工作，省级审查后

在线打印《省级审查情况表》并由审查人签名、加盖机构

公章,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前扫描上传至工作管理系统，

原件由审查机构保存备查。组委会办公室结合省级资格审

查意见再次进行核查。 

（二）初评 

初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形式为专家

网络评审。初评成绩前 130 名的申报者入围终评。入围终

评名单在活动网站公示。 

（三）终评 

1.入围终评的申报者须在 2021年 3月 5 日前将所有申

报材料的原件以邮局 EMS 特快专递方式邮寄至组委会办公

室（邮寄时间以邮戳为准）。邮寄地址：北京市 100176 信

箱 67 分箱“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邮

政编码：100176。 

2.终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中旬。终评的形式为现场评

审，包括研究项目问辩、综合素质考察、知识水平测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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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除此之外，组委会还将组织项目公开展示、科技

主题参观、科学论坛等教育交流活动。 

3.入围终评的申报者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

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选派 1 名领队统一组织前往举办

地参加终评活动。各省领队负责本省申报者在终评活动期

间的组织管理和安全工作。 

4.终评报名阶段，如因未按要求提交材料和个人弃权

等原因出现名额空缺，则按初评成绩排序依次递补并予以

公示。终评报名截止后，如有弃权，则不再递补。 

四、表彰和奖励 

（一）活动奖项 

1.“科智公益大奖”1 名，颁发获奖证书、奖杯和奖学

金人民币 100000 元； 

2.一等奖 15 名，其中“明天小小科学家”称号 3 名，

颁发获奖证书、奖杯和奖学金人民币 50000 元；其余 12 名

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学金人民币 20000 元； 

3.二等奖 35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学金人民币 10000

元； 

4.三等奖 50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学金人民币 5000

元； 

5.入围奖 30 名，颁发获奖证书； 

6.一、二等奖获奖者所在学校获得与其奖学金等额的

奖金（“科智公益大奖”除外）。如申报者还得到校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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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限 1 个，须为公益性质）指导，则奖金由申报者所

在学校与校外辅导机构平分。 

（二）获奖名单公示及获奖证书、奖学金发放 

获奖名单在活动网站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期结

束后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学金。省级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工

作机构负责协助组委会办公室将获奖证书和奖学金发到获

奖者和获奖单位。获奖单位必须将奖金专项用于青少年科

技教育工作。 

五、公众监督 

本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入

围终评名单和获奖名单公示结果有异议，可向组委会进行

实名投诉，并提供相关证据及联系方式。组委会将调查并

据实处理。投诉者个人信息受保护。 

六、附则 

本规则由“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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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研究项目 

学科分类 

1．数学（MA）：包括数理逻辑、数论、代数学、几何学、

拓扑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组合数学等。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CS）：包括计算机理论（算法、

数据结构等）、系统结构、软件、应用（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图像处理、仿真等）等。 

3．物理学（PH）：包括力学，理论物理学、声学、热学、

光学、电磁学、电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等离子体物理

学、原子分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高能物理学、计算物

理学、生物物理学等。 

4．地球与空间科学（ES）：包括大气科学、固体地球物

理学、空间物理学、大地测量学、地图学、地理学、地质学、

水文学、海洋科学、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天体测量学、

空间天文学、宇宙学等。 

5．工程学（EN）：包括电子工程、通信工程、航空航天

工程、车辆工程、机械工程、动力与电气工程、土木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等。 

6．动物学（ZO）：包括动物形态学、组织学、细胞学、

生理学、生长发育学、遗传学、生态学、行为学、分类学，

昆虫学，畜牧学等。 



13 

 

7．植物学（BO）：包括植物形态学、细胞学、生理学、

发育学、遗传学、生态学、分类学，农林科学等。 

8．微生物学（MI）：包括微生物生理学、遗传学、生态

学、免疫学、分类学，真菌学、细菌学、原生动物学，病毒

学等。 

9．生物医学（BM）：包括人体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

营养学、牙科学、眼科学、肿瘤学、心脏病学、肾脏病学、

内分泌学、儿科学、皮肤学、过敏反应、语言与听力，动物

医学等。 

10．生物化学（BC）：包括分析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化

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工程等。 

11．化学（CH）：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

材料化学、化学工程等。 

12．环境科学（EV）：包括环境学，环境生态学、污染

物控制、环境修复，环境工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