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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科协青发„2018‟13号 

关于举办青少年创客示范工作室创建单位 

科技辅导员学习交流活动的通知 

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青少年科技教

育工作机构：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面向全国开展“青少年创客示范工

作室”创建工作，经过申报评选，已经确定 35 家工作室入选。

为进一步提高创建单位开展创客相关活动的水平，中国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心将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办青少年创

客示范工作室创建单位科技辅导员学习交流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 年 3月 23日-26日，共 4天。23 日报到，26 日疏散。 

二、活动地点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8号，宾馆电话：010-8264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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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对象 

本次学习交流活动参与对象为青少年创客示范工作室创建

入选工作室（名单见附件 1）的专职、兼职辅导教师，每个工作

室限 2-3 名。入选工作室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青少年

科技教育工作机构负责组织报名，并填写回执（见附件 2），于

3 月 15 日前报至指定邮箱 chinawlck@163.com。 

四、活动日程 

日   期 内容安排 时间 

3月 23 日 报到 12:00以后 

3月 24 日 

开班仪式 9:00-9:15 

创客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 9:20-10:20 

创客教育与科学实验 10:30-11:40 

创客教育的实践案例分享 13:30-15:10 

物理学在创客教育中的体现 15:20-17:00 

3月 25 日 

智能电子技术课程 9:00-11:40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参观 13:30-14:30 

智能电子课程 14:40-17:00 

3月 26 日 疏散 14:00前退房 

五、其他事项 

1.参加学习交流活动的人员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2.本次学习交流活动不安排接送站，请参会人员自行前往，

报到地点：物科宾馆东门大堂（中科院院内）。 

3.受接待能力限制，不接待未经报名前来参会的人员。 

4.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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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任伟宏   

联系电话：010-68516715 

 

联 系 人：吴金红 

联系电话：010-62827510，18610880288 

电子邮件：chinawlck@163.com 

 

附件：1.青少年创客示范工作室创建入选名单 

2.回执 

3.路线图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8 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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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少年创客示范工作室创建入选名单 

序号 省份 工作室 

1 北京市 首都师大附中青牛创客空间 

2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五中学创客工作室 

3 河北省 秦皇岛市青少年创客教育示范工作室 

4 
山西省 

山西省实验小学创客工作室 

5 山西省祁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丹枫创工坊” 

6 内蒙古自治区 小蚂蚁创客工场 

7 辽宁省 辽阳市青少年创客实践中心 

8 吉林省 乐创时代机器人创客工作室 

9 
黑龙江省 

黑龙江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10 哈尔滨科技教育实践基地 

11 上海市 梦想空间创客工作室 

12 江苏省 STEM 教育云中心 

13 
浙江省 

科学梦工场暨绍兴市中小学生科技教育实践基地 

14 温州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科学工作室 

15 安徽省 徽派创客工作室 

16 

福建省 

厦门市湖里区江村社区工作室 

17 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道高岩社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18 晋江市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19 山东省 山东省科技馆创客空间活动室 

20 河南省 南阳市科技馆青少年创客工作室 

21 湖北省 武汉市南湖中学青少年创客工作室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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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工作室 

22 湖南省 株洲二中众创空间 

23 广东省 阳江市科技馆创客工作坊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25 重庆市 北碚区双凤桥小学触梦机器人创客空间 

26 四川省 成都七中初中学校支点创客项目工作室 

27 贵州省 六中创客工作室 

28 云南省 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科学工作室 

29 西藏自治区 西藏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30 陕西省 陕西科技馆工作室 

31 
甘肃省 

甘肃省青少年科学活动兰炼二小工作室 

32 西岩之光科创室 

33 青海省 青海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3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青少年科技馆创客工作室 

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97989.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2%E6%B5%B7%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1%E5%A4%8F%E5%9B%9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
http://baike.baidu.com/view/49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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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回执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盖章）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QQ  号码  微信号码  

工作单位 请对照附件 1填写所属工作室序号和名称 

备    注 特殊饮食、住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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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路线图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M楼与物科宾馆相对位置图示(距离 200米) 

 

北京市内公交、地铁及出租车到达线路 

（一）首都机场 

公交车：机场 5线（中关村线：清华科技园方向），保福寺

桥北下车，步行 700 米到达，总时间约 60-120 分钟。其他公交

线路或方式，如机场巴士、地铁等，请导航：物科宾馆（东门）。 

出租车：约 30公里，总时间约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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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苑机场 

机场大巴公主坟线（公主坟方向），新宫站下车，换乘地铁

4 号线（安河桥北方向）海淀黄庄站下车，步行 200 米至海淀黄

庄东公交站，换乘 630路公交车，保福寺桥南下车，步行 300米

到达物科宾馆（东门），总时间约 90 分钟。 

出租车：约 30公里，总时间约 60分钟。 

（三）火车（北京站） 

地铁 2号线外环（北京站上车）——（雍和宫换乘）地铁 5

号线——（惠新西街南口换乘）地铁 10号线外环，知春里下车，

步行 1200米到达物科宾馆，总时间约 60分钟。 

出租车：约 20公里，总时间约 60分钟。 

（四）火车（北京西站） 

公交车：特 19 路（西苑方向），北京西站上车，保福寺桥

南下车，步行 300 米到达物科宾馆，总时间约 50分钟。 

出租车：约 12公里，总时间约 40分钟。 

（五）火车（北京南站） 

地铁 4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北京南站上车，中关村下车；

步行 1700 米到达，或改乘 466 路公交车（北苑站方向）保福寺

桥西下车，再步行 400米到达物科宾馆，总时间约 60 分钟。 

出租车：约 20公里，总时间约 60分钟。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2018年 2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