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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中市 OT15035
恩阳区玉山镇中心小学科技实践活

动小组
山中追梦  田野寻宝 其他 恩阳区玉山镇中心小学 邓亮 彭岚 1

2 巴中市 OT15010 雏鹰科技活动小组 大巴山原生态民间发酵技艺的体验与传承 其他 平昌县实验小学 吴臻华 姜臣军 严秀 1

3 巴中市 LS15015 江口二小六年级科技活动小组 初探驷马河流域湿地保护区植物多样性 生命科学 平昌县江口第二小学 李桂兰 安红梅 冉梅 1

4 成都市 SO15027 四川成都张家巷小学 打造成都新名片 我与成都共发展 行为与社会科学 成都市张家巷小学 田方颖 苏楠 姚萍 1

5 成都市 OT15051 四川省成都市华阳中学初二学生 开发心理潜能，体验创造快乐 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华阳中学 李德彬 文成刚 陈碧华 1

6 成都市 SO15052 六年级二班中队 关于室内和车内有害气体的调查研究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成都高新实验小学 刘姣姣 庄压蒂 1

7 达州市 OT15025 达县职高科技活动小组
走进现代农业示范园 立志建设家乡新农

村
其他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石光强 冯远虎 1

8 达州市 SO15033 通川区实验小学科技实践活动社团 学会生活、学会生存之学会煮饭 行为与社会科学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 万会 蒋玲 李大江 1

9 达州市 OT15004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笔尖上的浪费”——达州市城区小学生

文具浪费现象调查
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侯俊杰 张荣春 王淋 1

10 德阳市 ES15004 什邡市隐峰学校乡村少年宫 鸭子河流域隐峰段自然水域考察活动 地球与空间科学 什邡市隐峰学校 杨朝军 李绍贵 刘建军 1

11 广安市 OT15038 武胜县沿口镇小学生物组 “播种牵牛花”生活实践活动 其他 武胜县沿口镇小学校 谭静 王鹏 蒋燕 1

12 凉山州 LS15014 西昌阳光学校生物兴趣小组 “空气质量值多少？”科技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西昌阳光学校 周兰 1

13 泸州市 OT15021
泸县兆雅镇兆雅中学 13级4班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追寻龙足迹  探寻龙文化 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兆雅镇兆雅初

级中学
曾丽平 汪万平 易林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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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绵阳市 SO15062 绵阳市万达学校
芙蓉溪全流域“漂浮垃圾不出乡 行动到

我家”环境保护活动—江河大坝漂浮垃圾
化解探索

行为与社会科学 绵阳市万达学校 张艺兰 冯雪 黄坤 1

15 南充市 SO15046 阆中市江南小学校 重拾传统游戏，享受快乐童年 行为与社会科学 阆中市江南小学校 李天泽 蔡伦勇 袁芳 1

16 遂宁市 SO15017
四川省大英县实验学校七年级科技

活动组
对原生态“象山花锣鼓”的调查报告 行为与社会科学 大英县实验学校 严俊霞 郭倩 李容 1

17 雅安市 OT15013 雨城四小科技实践活动营 种植太空蔬菜 放飞科技梦想 其他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李斌 郝琚英 谢建明 1

18 宜宾市 TD15004 瓦当进校园社会实践活动小组 瓦当拓印进校园 技术与设计 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张强 宗庆刚 李珊 1

19 自贡市 OT15042 富顺县富世镇西湖幼儿园 幼儿低碳着装“四个一” 其他 富顺县富世镇西湖幼儿园 曾媛媛 刘珊 廖厚嫦 1

20 阿坝州 SO15023
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第二小学校

科模组

促进藏区农牧民致富增收《种植藏红花》

共同开辟新经济增长点的社会调查体验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阿坝州马尔康县第二小学 泽郎斯基 曹伟荣 冷静 2

21 阿坝州 SO15040 汶川二小（威师附小） 火！火！！火！！！ 行为与社会科学 汶川县第二小学（威师附小） 吴逢高 阮长荟 吴小娟 2

22 巴中市 LS15007 平昌县实验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走进川东北天然药库调查通河流域野生巴

药资源现状
生命科学 平昌县实验小学 曾思璋 苟玉梅 吴臻华 2

23 巴中市 OT15034 通江县思源实验学校植物兴趣小组
来自远方的恶邻——对通江县外来植物三

叶草的研究
其他 通江县思源实验学校 张然 2

24 巴中市 SO15043 江口二小六年级科技兴趣小组
以居委会、村委会的“老年活动中心”为

基地，创建“空巢老人托管中心”的探究
-

行为与社会科学 平昌县江口第二小学 杜霞 梁静 周筠 2

25 成都市 SO15010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分类创造价值，循环产生财富——双流县

垃圾分类处理现状调查与实践研究
行为与社会科学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罗晓章 段绪德 龙姿君 2

26 达州市 LS15008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四年级科技

兴趣小组
"太空蔬菜种子"种植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李本华 陈正权 曹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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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达州市 LS15016 四川省达州中学科技活动小组 我与太空种子共成长 生命科学 四川省达州中学 任金权 2

28 达州市 MS15002 渠县渠江镇第五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种植天竺葵  美化我校园 物质科学 渠县渠江镇第五小学 李春祥 李芙蓉 罗莉 2

29 达州市 SO15013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科

技小组
达州灯影牛肉名扬天下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 李鹏 何强 幸元惠 2

30 达州市 SO15016
《我会变废为宝》综合实践活动兴

趣小组
我会变废为宝 行为与社会科学 达县逸夫小学 郑小玲 柏娟 吴秀兰 2

31 达州市 SO15055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科

技实践活动小组

城市“停车难”“停车乱”现状调查与思

考 ——以四川省达州市主城区为例 实践
活动方案

行为与社会科学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刘季雏 覃琳 周煜龙 2

32 广安市 TD15001 模型制作小组 模型制作 技术与设计 四川省华蓥市第一中学 廖雨祥 王帅 艾加林 2

33 广元市 OT15029
苍溪中学课改高2013级11班科学兴

趣小组

关于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和治理方案的研究

报告
其他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张洵 2

34 广元市 SO15039 旺苍县东河小学   五年级四班 减负从书包重量开始 行为与社会科学 旺苍县东河小学 陈旭 何玉梅 2

35 乐山市 OT15018 峨山中学太空植物科技种植小组 在校园种植中获得体验增长才干 其他 峨眉山市峨山镇初级中学校 蒋莉 2

36 乐山市 OT15033 太平镇中心小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太平镇境内钉螺分布调查 其他 沙湾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章晓丽 汪金贵 李延平 2

37 凉山州 ES15005 喜德县瓦尔学校地理兴趣小组 瓦尔山探秘——地理野外实习 地球与空间科学 喜德县瓦尔九年一贯制学校 邓雪梅 宋涛 2

38 凉山州 SO15028 西昌一小科技活动小组
西昌市饮用水源现状调查优秀社会实践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西昌市第一小学 古明平 周文 周建勇 2

39 泸州市 ES15003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五（一）、六

（四班）
“我们眼中的宇宙”实践活动方案 地球与空间科学 泸县兆雅明德小学 刘莉 胡仪刚 张晓荣 2

40 泸州市 LS15005
泸县兆雅明德小学五年级一班、六

年级四班
科学认识植物的生长规律及性能 生命科学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张晓荣 刘莉 胡仪刚 2

41 泸州市 OT15009 叙永县摩尼中学科技实践小组 高山绿茶的制作 其他 叙永县摩尼中学 夏政江 彭雪锋 胡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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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泸州市 OT15026
泸州市实验小学六年级五班科技小

队

泸州市主城区生活中的废品使用现状及对

策研究
其他 泸州市实验小学 陈智兰 2

43 泸州市 OT15027 “香樟环保”科技实践小队 “香樟环保行动”之生活垃圾的“归属” 其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 先莉 张琳 陈俐 2

44 泸州市 OT15028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悦雅”科技小

队
“关注噪声 生活更美好”实践活动 其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 陈俐 先莉 张琳 2

45 眉山市 SO15049 永寿小学科技兴趣小组 “校园美境行动”科技实践活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中心小学 张玲 徐刚 黄刚 2

46 绵阳市 LS15023 五年级科技活动小组
再送“瘟神”血吸虫病的现状和预防调查

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泸州老窖永盛

学校
黄娟 唐平 申堂红 2

47 绵阳市 SO15045 五年级科技活动小组 预防肺结核病科技实践活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泸州老窖永盛

学校
郭正恩 莫成凤 杨晓蓉 2

48 内江市 OT15045 内江市第三小学习哇哦 玩泥巴 其他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刘志佳 胡秋莲 周惠 2

49 内江市 OT15048
内江市中区白马镇中心小学校2009

级3班、2010级1班科技活动组
追寻白马的足迹——文化 其他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中心小

学校
李星贵 王家义 张旭 2

50 内江市 SO15061 四、四班 走进家乡新农村，体验农民好生活 行为与社会科学 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凌昌远 朱庆 雷力 2

51 攀枝花市 SO15021 攀枝花市第十八中小学校 环保在行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攀枝花市第18中小学 易国才 唐攀岳 张开福 2

52 遂宁市 ES15002 顺南街小学教育集团明星科技队
遂宁市观音湖圣莲岛湿地生态调查科技实

践活动
地球与空间科学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教育集

团
漆洵 王宇 2

53 遂宁市 LS15017 蓬溪中学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小组 学生自主参与蓬溪县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生命科学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晏辉 苏茂媚 甘小洪 2

54 遂宁市 LS15018 蓬溪中学药用植物产业调查小组 蓬溪县药用植物栽培加工状况和发展建议 生命科学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晏辉 潘国华 张咏祀 2

55 遂宁市 SO15002
射洪县复兴镇安乐学校科技活动小

组

“爱心飞翔”-尊老爱老敬老社会实践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射洪县安乐学校 李光荣 张丽 陈武周 2

56 宜宾市 SO15036 建武中学科技实践创新小组 九丝城镇“办酒”现象调查研究 行为与社会科学 兴文县建武初级中学校 李正刚 刘刚 魏中华 2

57 资阳市 LS15006
雁江区农村水稻农药使用情况调查

组
雁江区农村水稻农药使用情况调查 生命科学 四川省资阳中学 王显英 李云碧 刘明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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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资阳市 OT15007 贤友科普兴趣小组 黄豆芽的生长秘密探究 其他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任素君 魏 宾 刘菊 2

59 资阳市 SO15006 海井九义校阳光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光盘行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简阳市石桥镇海井九年义务教育

学校
刘中军 蔡建芳 张晓霞 2

60 资阳市 SO15009
阳安中学高2013级7班“七彩一”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简阳市城区中学生迷恋网络游戏现状的调

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简阳市阳安中学 陈忠学 2

61 阿坝州 LS15003
汶川二小（威师附小）乡村少年宫

“科技小组”
采集生物标本   感受震后汶川自然之美 生命科学 汶川县第二小学（威师附小） 朱国忠 3

62 阿坝州 ES15009 阿坝州马尔康县第二小学校科模组 “鸡蛋撞地球”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地球与空间科学 阿坝州马尔康县第二小学 泽郎斯基 曹伟荣 冷静 3

63 巴中市 OT15006 巴中市恩阳区青木镇中心小学 对罗曼粉壳蛋鸡养殖的调查与研究 其他 巴中市恩阳区青木镇中心小学 杨大容 熊云川 李欣 3

64 巴中市 OT15044 巴中市巴州区第六小学校 我是种植小能手 其他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第六小学校 李红 蔡光红 陈明星 3

65 成都市 MS15005 新光小学科学工作室
新光之“光”——奇妙的光的折射科学探

究活动
物质科学 成都高新区新光小学 王欢 苏曦 3

66 达州市 MS15004
渠县三板乡第一中心学校课外科技

实践小组
野菜家种的前景调研 物质科学 渠县三板乡第一中心学校 贾真 赵昊 3

67 达州市 SO15004
达州市达川区逸夫小学科技实践活

动小组

今天你吃好了吗？-科学饮食健康生活调

查实践活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逸夫小学 岳联容 张晓芹 罗川 3

68 德阳市 LS15013 什邡三幼中班 幼儿园亲子农场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什邡市第三幼儿园 谭琴 3

69 德阳市 LS15024 绵竹市大西街小学春溢校区 叶脉书签 生命科学 绵竹市大西街小学 周忠国 王洲 周龙 3

70 德阳市 OT15017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科技小组 探索芍药 其他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 张天应 余沂 王瑞 3

71 德阳市 OT15020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科技组 蜂至千里，蜜润万家 其他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常一铁 冯瑶瑶 张顺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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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德阳市 SO15024 四川省广汉市和兴镇中心小学校 “幸福农庄”蔬菜种植科技实践活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广汉市和兴镇中心小学校 敖兴凯 肖从袭 刘巧 3

73 德阳市 TD15003 什邡市马祖小学四年级一班 纸飞机制作与飞行 技术与设计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马祖小学 伍军 3

74 甘孜州 ES15001
康定县民族小学五、六年级科技实

践活动小组
探索康定面对地震的防护与自救 地球与空间科学 康定县民族小学 刘云 3

75 广安市 MS15001
四川省华蓥市双河小学科技兴趣小

组
校园噪声污染调查 物质科学 四川省华蓥市双河小学 张修琴 胡翠华 李鑫 3

76 广安市 OT15002 友谊中学物理创新实践小组
调查广安市区交通信号灯以及设计无阻道

路
其他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潘翊 陈婷钰 3

77 广安市 SO15015 万善镇小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低碳生活伴我行 行为与社会科学 武胜县万善镇小学 李虹 陈利琼 黄彦秋 3

78 广元市 OT15023 国华中学科技活动第二小组 米仓山区退耕还林前后珍稀野生动物 其他 四川省旺苍国华初级中学校 陈彦兵 刘波 3

79 广元市 OT15040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课改高2013级5

班
关于城市社区环境的研究报告 其他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何雄 唐华远 陶盾 3

80 广元市 SO15035
课改高2013级3班社会实践活动小

组

《苍溪县殡葬服务业的发展与改革调查研

究报告》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姚智铭 刘益梅 唐小军 3

81 乐山市 ES15010
乐山市沙湾区踏水镇中心小学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小蝌蚪找妈妈 地球与空间科学 乐山市沙湾区踏水镇中心小学 罗建 魏久闳 朱明武 3

82 乐山市 SO15060
乐山市五通桥冠英镇杨家小学六年

级学生

关于乐山港进港大道交通安全调查实践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镇杨家小学 黄勇建 3

83 凉山州 LS15012
德昌县第一完全小学四年级科技活

动小组
爱牙护齿健康人生 生命科学 德昌县第一完全小学 冯志华 庄凯 3

84 凉山州 OT15024
高2013级农学专业科技实践活动小

组

“保护母亲河，从源头抓起”科技实践活

动
其他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王成芳 陈山罗 3

85 凉山州 OT15032 西昌市第七小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走进传统节日 其他 凉山州西昌市第七小学 张艳霞 罗小春 杨涛 3

第 6 页



序号 城市 项目编号 项目成员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获奖
等级

86 凉山州 OT15036 会理县外北乡中心小学五.二中队 《节约用水》综合实践活动 其他 四川省会理县外北乡中心小学 刘学明 赵志芸 陈俊 3

87 泸州市 LS15004 高二生物兴趣小组 生命一号孵化计划 生命科学 四川省叙永第一中学校 周小林 3

88 眉山市 LS15020 将军小学科技兴趣小组 “菜青虫→蝴蝶”蜕变记 生命科学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将军小学 余晓容 3

89 眉山市 SO15030
仁寿县龙正镇初级中学校八年级4

班、九年级1班

走进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关于“

学生饮用奶”包装的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初级

中学校
杨磊 杜卫斌 3

90 眉山市 SO15047 彭山区青龙镇第一小学 ＜小学生零食与健康》 行为与社会科学 彭山县青龙镇第一小学 张艳梅、陈雪莲、谌英 3

91 绵阳市 ES15008 七年级14班美境行动小组
北川羌族自治县西苑中学保护安昌河上游

生态环境行动——系列之二：安昌河上游
水污染情况调查及其治理方略

地球与空间科学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西苑中学 汪兆凯 严惠 肖玲 3

92 绵阳市 SO15051 东辰二小科技组 探访姊妹桥 行为与社会科学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二部 张帝江 曾旭辉 范琳 3

93 绵阳市 SO15059 东辰小学一部“走进森林”项目组 东宣乡经济林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行为与社会科学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一部 鲜春花 3

94 内江市 LS15025 四川省内江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 甜城甘蔗甜 生命科学 四川省内江市实验小学 黄波 李英 任丽萍 3

95 内江市 OT15046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让城市观海从我们生活中消失 其他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刘畅 冷雪梅 雷毅 3

96 内江市 SO15058
内江市第六小学校六年级三班＆＃

8226；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爱护人民币，人人有责   ---对我市流通

中人民币整洁度情况的调查报告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小学 曾德伟 刘彬 冯小平 3

97 南充市 SO15050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科技课题

小组

阆师附小构溪河湿地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活

动方案
行为与社会科学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龚吴晓 李明俊 3

98 攀枝花市 OT15012
平地镇中心学校摄影与电脑制作小

组

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校园文化展示科技实

践活动
其他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张永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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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攀枝花市 SO15005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科学预防传染病，避免疾病的危害”—

平镇中心学校“传染病预防”科技实践活
行为与社会科学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冉金洪 刘其祥 李军江 3

100 攀枝花市 SO15025 攀枝花市第五小学校 《走进阳光花城，探索清洁能源》 行为与社会科学 攀枝花市第五小学 阳芳菊 邓效舜 洪国富 3

101 攀枝花市 SO15022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
科技环保美化绿色校园，创建省环境友好

学校
行为与社会科学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 向洋 孙睿彬 梁绍全 3

102 遂宁市 MS15003 复兴镇中心小学校少先队 射洪县复兴镇土地荒芜调查报告 物质科学 射洪县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李道会 谢刚 文艳 3

103 遂宁市 SO15018 玉太学校科技实践组 注重饮食卫生  远离垃圾食品 行为与社会科学 射洪县玉太学校 马文 刘晓敏 任丽平 3

104 雅安市 LS15002 石棉县新棉镇小学快乐小组 认识石棉县的野生枇杷 生命科学 石棉县新棉镇小学
谢光华 李晓峰 张 姝

丹
3

105 雅安市 LS15010 雅安市雨城区兴贤小学科技1班
粒粒皆辛苦——对玉米、黄豆在楼顶花盆

里种植过程的研究活动报告
生命科学 雅安市雨城区兴贤小学 牟立行 黄志娟 王显嵘 3

106 雅安市 OT15003 九年级团员活动小组 “传承红色精神”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四川省石棉县民族中学 管燕玲 3

107 雅安市 OT15005
雅安市名山区第二中学科技活动小

组
蒙顶山茶树花蜜源利用调查 其他 雅安市名山区第二中学 马君 常志学 杨玉敏 3

108 雅安市 SO15014 灵关中心校三四年级科技活动小组 《灵关镇灾后重建环境污染现状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黄明 何万琴 谢佳伶 3

109 雅安市 SO15026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中心小学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农村小学生早餐情况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中心小学 杨明霞 3

110 宜宾市 ES15007 长宁县培风中学科技活动小组
体验·创新·成长----“鸡蛋撞地球”科

技体验活动
地球与空间科学 长宁县培风中学 何耿 冯国珍 刘淅 3

111 宜宾市 OT15008 宜宾市忠孝街小学校 笔尖下的浪费和污染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宜宾市忠孝街小学校 黄晓维 韦正容 廖正林 3

112 宜宾市 OT15014
《初中学生科学用眼指导实践研究

》课题班

《初中学生科学用眼指导实践研究》课题

活动
其他 南溪一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聂国舒 刘自登 雷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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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宜宾市 SO15042 大河民族小学6年级3班
“农村留守人员生活情况”调查与研究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兴文县大河民族小学 何小波 罗介文 张静容 3

114 资阳市 SO15011 城东小学六（3）班科技活动小组 城东小学六（3）班学生近视眼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吴剑锋 杨先会 3

115 自贡市 ES15006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五、六年级 《PM2.5校园天天报》 地球与空间科学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彭英 牛亚梅 谢静玲 3

116 自贡市 OT15049 自贡市旭川中学高2016届1班 外来物种对天池山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探究 其他 自贡市旭川中学 罗尤华 3

117 自贡市 SO15029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废旧电池去哪儿了”科技实践活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胡敬民 王静 刘燕 3

118 自贡市 SO15031 华英实验学校减噪小分队
富顺县城噪音实地测量与地图设计实践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唐克先 彭序莲 洪祥英 3

119 自贡市 SO15034
沿滩第二小学校 “二胎生育意识

”调查活动小组

关于自贡市沿滩地区农村 “二胎生育意

识”调查报告
行为与社会科学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第二小学校 林桃 曾素梅 邱良 3

120 自贡市 SO15056
沿滩第二小学校“我爱家乡的金土

地”调查活动小组

我爱家乡的金土地关于自贡市沿滩区农村

土地闲置现状的调查报告
行为与社会科学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第二小学校 韩小平 潘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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