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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第十届（2017）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报到须知

1. 报到时间：2017 年 7月 12 日（星期三），时间 8:00－22:00，提前报到的恕无法接待。

报到地点：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4 号楼一层公寓管理办公室

注意事项：请不要提前报到，提前抵达的住宿自理；晚于 22:00 抵达的，请在系统中注明。

2. 报到所需材料：

l 报到时请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

l 所有营员需准备一份个人 Presentation（5－8 张 PPT 文件），内容包括个人简介、

参与的科研项目、基础实验或其他重要的科研经历。每位同学需根据 PPT 内容准备 3

分钟个人演讲（中英文均可）。电子版的 PPT 文件可在夏令营报到时提交电子版。

l 学院将为所有营员提供夏令营期间在深圳的食宿费用，以及所有外埠学生由院校所在

地至深圳的往返火车票费用（硬卧标准）。请外埠学生保留好火车票以便报销。

l 学院将为所有营员提供寝具用品。

3. 请各位同学收到通知后，尽快登陆夏令营报名系统（http://ss.pkusz.edu.cn/scbb_infos）

个人页面完成以下信息，以便提前办理保险等相关事宜。

是否参营  往返列车车次
参考票价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4. 活动时间：7 月 13 日（星期四）－15 日（星期六）

5. 住宿时间：7 月 12 日（星期三）-7 月 15 日（星期六），16 日办理退宿手续，超期住宿

自理（校园附近有维也纳酒店、万客隆宾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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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安排

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第十届(2017)夏令营活动安排（初稿）

日期 时间 活 动 安 排 地点

7-12

星期三
全天 报到注册

L栋一层

公寓办公室

7-13

星期四

8:15-8:30 学生签到 E-104

8:30-10:00 笔试 E-104

10:00-10:30

开营仪式：

1）放映化学学院介绍短片；

2）深研院领导致辞；

3）院长致欢迎词并介绍化学学院总体情况；

4）介绍培养情况。

E-104

10:30-12:00 课题组展示（每组 10min）-化学方向 E-104

14:00-16:10 课题组展示（每人 10min）-生物方向 E-104

16:10-16:300 在校生“Lab风采大赛”颁奖仪式 E-104

16:30-17:00 合影留念 F栋一楼

18:00-20:00 学生与导师面谈 各课题组

7-14

星期五

8:30-12:30 学生分组展示（药学方向） F 东 101

13:30-18:30 学生分组展示（化学方向） F 东 101

13:30-18:30 学生分组展示（生物方向） F 东 211

7-15

星期六

8:30-12:00
师生交流、实验室开放

（导师评定学生获奖等级、路费报销）

F栋各组、仪器中心

F东 407

14:00-15:30
师生交流、实验室开放

（导师评定学生获奖等级、路费报销）

F栋各组、仪器中心

F东 407

19:00-21:00 夏令营营员与在校学生联欢\发结业证和照片 大学论语

7-16

星期日
8:00-12:00 退宿

L栋一层

公寓办公室

其中每天早餐、午餐、晚餐均为全体师生的自助餐，可与老师交流



附件一：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示意图

公共交通请参考下面链接 http://portal.pkusz.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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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初取名单

编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院系 报名方向

2017001 朱晨 女 南昌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生物

2017003 王顺阳 男 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 化学

2017004 杨朋朋 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材料与化学学院 化学

2017005 沈天一 男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2017006 廖晓云 女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2017008 葛丝雨 女 重庆邮电大学生物信息学院 化学

2017010 沈达 女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11 诸葛瑞鹏 男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012  赵丽君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14 邓莎莎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15 张思睿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016 郝杜乐 女 安徽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药学

2017017 赵朗 男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其他

2017018 杨颖超 女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药学

2017024 程银祥 男 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楚才学院 药学

2017025 陈静 女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2017027 张春蕾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29 吴琳琳 女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2017032 田献彬 男 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36 牛川 女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37 马赵铭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化学

2017041 韩书彦 女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

2017042 安琪 女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2017044 韩晓璇 女 湖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047 李春丽 女 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 生物

2017050 孙黎明 男 南昌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2017053 王立娜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制药工程系 化学

2017054 张亚南 女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

2017056 陈虹 女 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 药学

2017057 郑行 男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 化学

2017059 卿志能 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 药学

2017060 邢佰颖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061 蔡俊宇 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学院 药学

2017064 崔艺钒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

2017065 陈哲学 男 合肥工业大学化工与食品加工系 化学

2017066 秦天柱 男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069 姜琪 女 南昌大学高等研究院 化学

2017070 付楠楠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071 徐小洁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074 李悦 女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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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院系 报名方向

2017075 王紫晴 女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76 余 静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78 李贞 女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药学

2017080 毛秀丽 女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82 张亚琴 女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2017083 张稣亚 女 河南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085 王洪芹 女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 药学

2017086 张宁 女 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2017087 王馨悦 女 大连理工大学石油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

2017089 杨林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090 王海军 男 武汉大学药学院 生物

2017091 刘自珍 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092 马涵 女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

2017094 姚雨帆 男 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化工学院 化学

2017099 陈晓露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

2017101 邵双宇 女 河南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103 刘春浩 男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05 查安东 男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07 周丹丽 女 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应用化学系 化学

2017109 杨子润 男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化学

2017110 姜子鹏 男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11 丁蕊 女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药学

2017114 刘威 男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15 薛敏杰 男 山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17 罗希宇 男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 化学

2017118 潘晓彤 女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19 陈利祝 男 长治学院化学系 化学

2017120 潘铭海 男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药学

2017121 杨歌 女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22 翟诗岚 女 沈阳药科大学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药学

2017123 魏人杰 男 南昌大学前湖学院 化学

2017124 黄倩茹 女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25 王华棋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126 林敬杰 男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生物

2017127 熊清平 女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28 周静 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材料与化学学院 化学

2017129 陈婷婷 女 南昌大学化学学院 生物

2017131 李炎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化学

2017132 潘超明 男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 生物

2017133 雒文頔 女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 化学

2017134 吴霞 女 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药学

2017135 陈亚欣 女 河南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136 杜平 女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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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院系 报名方向

2017139 董晨玉 女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海洋生物科学与技术

系
生物

2017140 曾如馨 女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42 孙亚楠 女 南昌大学高等研究院 生物

2017143 陈家楠 男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45 姚俊宇 女 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 生物

2017146 范芸菲 女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48 黄文雍 男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2017149 魏玉晓 女 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51 李昭君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药学

2017152 张婉如 女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2017153 刘丽君 女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

2017154 但晓寒 男 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 化学

2017156 鞠敏 女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

2017157 杨烨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58 高美玲 女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62 马一琳 女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66 张文斗 男 西北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2017167 蔡尚斌 男 广西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68 柯景文 男 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院 化学

2017169 张鑫洋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药学

2017170 汤锦辉 男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2017172 杨磊 男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73 李瑾 女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74 胡振升 男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生物

2017175 郑婷 女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

2017176 卢雨晴 女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生物技术系 生物

2017188 廖柯 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学院 化学

2017190 况梦安 女 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017198 陈海灵 女 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 化学

2017199 李锦霞 女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 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