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第十一届（2018）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报到须知

1. 报到时间：2018 年 7 月 14 日（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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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到时请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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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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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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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于 6 月 26 日（周二）下午 16:00 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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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往返列车车次

参考票价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4. 活动时间：7 月 15 日（星期日）－17日（星期二）

5. 住宿时间：7 月 14 日（星期六）-7 月 17 日（星期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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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pkusz.edu.cn/scbb_infos


6. 活动安排

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第十一届(2018)夏令营活动安排

日期 日期时间 活 动 安 排 地点

7-14

星期六 全天 报到注册
L栋一层

公寓办公室

7-15

星期日

8:15-8:30 学生签到 E-104

8:30-10:00 笔试摸底 E-104

10:00-10:30

开营仪式：

1、放映宣传短片；2、深研院领导致辞；

3、介绍学院总体情况；4、介绍培养情况。

E-104

10:30-12:00 学术报告与讨论-9 个课题组（每人 10min） E-104

12:00-13:30 自助午餐 二食堂三楼

14:00-16:10 学术报告与讨论-13 个课题组（每人 10min） E-104

16:10-16:30 在校生“Lab 风采大赛”颁奖仪式 E-104

16:30-17:00 合影留念 H栋

17:30-18:30 自助晚餐 二食堂三楼

18:30-21:00
师生交流---课题组实验室开放

（每个营员至少实地参观 3 个课题组）
各课题组开放实验室

7-16

星期一

8:30-11:30 学生分组展示（交叉方向） F东 101

12:00-13:20 自助午餐 二食堂三楼

13:00-17:30
学生分组展示（化学方向） F东 211

学生分组展示（生物方向） F东 101

17:30-18:30 自助晚餐 二食堂三楼

18:30-19:30
师生交流--联欢晚会\发结业证和照片

（路费报销-F 东 407）
各课题组

7-17

星期二

8:30-12:00
师生交流、实验室开放

（导师评定学生获奖等级）
F栋各组、仪器中心

12:00-13:00 自助午餐 二食堂三楼

14:00-17:30
师生交流、实验室开放、营员离营

（导师评定学生获奖等级）

F栋各组、

仪器中心

17:30-18:30 自助晚餐 二食堂三楼

其中每天早餐凭餐票，午餐、晚餐为全体师生的自助餐，同学可与老师交流（用餐须出示参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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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ortal.pkusz.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76


附件二：初取名单

编号 姓名 性别 报名方向 所在学校/院系

2018137 印月如 女 化学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

2018111 刘天妍 女 交叉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195 潘心怡 女 化学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226 杜超 女 生物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219 谭佳鑫 女 生物 创新实验学院生物技术基地班

2018134 毛希羽 女 交叉 大连理工大学 石油与化学工程学院

2018138 付曦娆 女 生物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与医药学院

2018193 孟佳伟 男 交叉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与医药学院

2018091 张迅 女 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与医药学院

2018001 肖博 男 化学 东北林业大学 理学院化学化工系

2018039 丁文鑫 女 生物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045 杨安澜 女 交叉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078 顾鑫和 女 交叉 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2018172 郭欣悦 女 生物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

2018095 汪显坤 女 生物 福建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2018130 林慧彬 女 交叉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2018067 李佩霞 女 化学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2018075 史桐雨 女 交叉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8080 宋承霖 男 生物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2018126 魏文辉 男 交叉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药物制剂

2018164 徐姗姗 女 交叉 合肥工业大学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2018041 汪铁 男 化学 合肥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148 张铧 女 交叉 河南大学药学院

2018048 尚泰宇 男 生物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081 黄港 男 交叉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223 李明 男 交叉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122 赵丹卉 女 交叉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029 王洁 男 生物 湖南大学生物学院

2018087 李冰 女 化学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8076 金钰尧 女 交叉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2018064 李钰 女 化学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027 郭小春 男 生物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115 刘薇 女 交叉 华中科技大学药学院

2018198 刘西敏 男 生物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

2018147 臧坤 男 生物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8229 李艺铭 女 交叉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163 扶佳玲 女 交叉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016 郭淳光 男 生物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2018031 赵达仁 男 生物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2018233 居辰 女 生物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2018232 武冰洁 女 生物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2018165 马正宁 男 交叉 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2018113 孙艺嘉 女 生物 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2018051 张萌 女 交叉 济南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2018150 赵纯博 男 化学 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2018210 冯源 男 交叉 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2018119 厉昕 女 化学 南昌大学高等研究院

2018077 韩颖 女 生物 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

2018160 张静怡 女 化学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183 李键成 男 交叉 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

2018026 李松玲 女 生物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2018034 关梦铁 男 化学 南开大学 药学院

2018184 张卓晨 女 交叉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2018106 黄美蓉 女 化学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207 于越 女 交叉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生物学系

2018070 秦中元 女 交叉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

2018217 唐泽昱 男 交叉 厦门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8093 李中元 女 生物 厦门大学药学院

2018102 刘原吉 男 化学 山东大学 海洋学院

2018061 唐非 女 交叉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158 张硕 女 生物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047 吴晓阳 女 生物 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120 钟新星 女 交叉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216 翟继懋 男 交叉 沈阳药科大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8129 李西蒙 女 交叉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2018052 王准超 男 化学 沈阳药科大学无涯学院

2018200 任奕璇 女 交叉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2018141 冯徽 男 生物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211 高茹燕 女 交叉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

2018156 李雄 男 化学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2018168 陈小凤 女 生物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063 何博韬 男 生物 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2018086 王琪 女 交叉 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2018099 熊聿力 女 交叉 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2018174 邱梦妮 女 化学 天津师范大学化学系

2018057 卫晓璇 女 化学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8011 王一鸣 女 交叉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2018030 张钊祥 男 生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2018161 汲凯 男 化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2018066 廖孔锞 男 化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2018181 张涛 男 化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化学与药学院

2018157 周瑶 女 生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2018006 白晓璇 女 交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

2018019 赵丁炜 女 生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192 李志鹏 男 交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2018003 吴雨亭 女 化学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2018025 刘希丹 女 生物 浙江大学 海洋学院

2018013 揭璠 女 交叉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2018187 张一鞠 女 交叉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2018022 张权 男 化学 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2018053 李书宏 女 生物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173 徐泓淋 女 生物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222 李瑞萌 女 交叉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136 于明珠 女 交叉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054 于文文 女 化学 郑州大学药学院

2018175 王玫景 女 交叉 郑州大学药学院

2018046 张雪倩 女 交叉 郑州大学药学院

2018024 李凤 女 交叉 中国海洋大学

2018062 熊玉先 男 交叉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

2018007 袁晨晖 男 化学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2018123 李卓雯 女 交叉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8097 翁伟智 男 交叉 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科学研究院

2018043 王哲源 男 化学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8191 罗夕洋 男 生物 重庆邮电大学生物信息学院

2018180 何琳 女 生物 重庆邮电大学生物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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