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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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2015）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报到须知 

 

1. 报到时间：2015年 7月 20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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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张本人的一寸照片（用于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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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登陆夏令营报

名系统个人页面进行上传（推荐），或在报到时提交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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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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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参加 24日的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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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星期二）－23日（星期四）（7月 21 日晚 18:30 开营仪式，7月

23日晚 18:00 闭营仪式，7 月 24日深圳一日游）。 

5. 住宿时间：7 月 20日（星期一）-7月 25日（星期六），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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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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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安排 

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第八届(2015)夏令营活动安排（初稿） 

 
日期 时间 活 动 安 排 地点 

7-20 

星期一 
全天 报到注册 

L栋一层公寓 

办公室 

7-21 

星期二 

8:30-8:40 

1）放映化学学院介绍短片； 

2）杨震院长致欢迎词并介绍化学学院总体情况； 

3）介绍培养情况 

E-104 

8:40-12:00 
学术报告与讨论 

（各课题组组长报告） 
E-104 

14:00-17:30 
学术报告与讨论 

(各课题组组长报告） 
E-104 

17:30-18:00 合影留念\乘车游览大学城、南方科技大学 E-104 

18:30 夏令营开营仪式 
麒麟山疗养院 

美味世界 

7-22 

星期三 

8:30-10:00 笔试（药学方向） E-104 

8:30-17:30 学生分组展示（化学、生物、药学方向） 
F-东 211、101 

F-302、 

18:30-20:00 笔试（化学、生物方向） E-104 

7-23 

星期四 

8:30-12:00 
师生交流、实验室开放 

（与目标学生签约、路费报销） 

F栋各课题组 

/F-203 

14:00-15:30 
师生交流、实验室开放 

（与目标学生签约、路费报销） 

F栋各课题组 

/F-203 

18:00-21:00 夏令营营员与在校学生联欢/闭营仪式 大学论语 

7-24 

星期五 
全天 深圳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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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示意图（注意，图中 43路公交车站为现有位置） 

 



 

5 

附件三：公共交通请参考下面链接（注意，网页中 43路公交车站已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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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初取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院系 报名方向 

1 黄建民 男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 王天宇 男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3 陈城杰 男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4 吴军光 男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5 楚芳冰 女 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药学 

6 刘羽冬 女 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 

7 孔洁倩 女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8 吴福松 男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9 丁文娟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药学 

10 陈斯嘉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药学 

11 傅天成 男 广州中医药药大学中药学院 化学 

12 胡维强 男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3 岳伟峰 男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14 董磊 男 河南大学药学院 生物 

15 赵灿灿 女 河南大学药学院 药学 

16 熊海清 男 湖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17 陈钱 女 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 操茂武 男 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19 陈婕 女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20 边靖文 女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1 李维克 男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22 周靖波 男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 

23 赵雯思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药学院 药学 

24 刘云星 男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药学 

25 吕学远 女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 

26 郑涛 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 药学 

27 何阳 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 药学 

28 李振伟 男 华中科技大学药学院 药学 

29 徐建 男 华中科技大学药学院 药学 

30 冯佳洁 女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 

31 王振华 男 吉林大学/药学院 化学 

32 陈祎 女 吉林大学/药学院 药学 

33 员苗 女 吉林大学药学院 药学 

34 张素芳 女 吉林大学药学院 药学 

35 周文秀 女 吉林大学药学院 药学 

http://portal.pkusz.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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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院系 报名方向 

36 刘慧 女 吉林大学药学院药学系 药学 

37 唐亿钢 男 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生物 

38 莫健斌 男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化学 

39 赖书畅 男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系 化学 

40 李雨蒙 女 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 生物 

41 魏贝 男 兰州大学/药学院 化学 

42 黎珂 男 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化学 

43 李曜 男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44 许瑶 女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 化学 

45 高文静 女 兰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46 谢栩杰 男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生物 

47 卓婉清 女 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48 刘虎跃 男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药学 

49 石欢 女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50 王迪 男 南开大学药学院 化学 

51 董晓陶 女 南开大学药学院 药学 

52 白雪 女 内蒙古大学（211）/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系 生物 

53 林大川 男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药学 

54 任明星 男 山东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55 郭倩倩 女 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 药学 

56 张玥 女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57 徐梦欣 女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58 吴彤 男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59 陈丰 男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60 毛晓晓 女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 药学 

61 李旭 男 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吴玉章学院） 化学 

62 皇甫常欣 女 四川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化学 

63 姜浪 男 苏州大学/医学部 生物 

64 杨意 男 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 药学 

65 刘苗 女 武汉大学/药学院 药学 

66 蒋永鹏 男 武汉大学药学院 化学 

67 赵凌云 女 武汉大学药学院 药学 

68 文斌 男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69 蔡翔 男 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 药学 

70 田长青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71 于璐璐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实验学院基地班 生物 

72 敖巧巧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化学 

73 陈晖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化学 

74 林娥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化学 

75 李鑫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76 申静雯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77 张菊 女 西南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生物 

78 薛长定 男 西南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系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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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院系 报名方向 

79 姜勉 女 西南大学药学院 药学 

80 李乐楷 男 浙江大学化学系 化学 

81 夏玉山 男 郑州大学 生物 

82 梁波 男 郑州大学 生物 

83 吴凤革 女 郑州大学 生物 

84 胡晓苹 女 郑州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85 常永朕 男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86 郭芳芳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87 杨明泽 男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88 汤清壮 男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89 李明朋 男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90 张吾斌 男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91 王荣君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92 刘真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93 王雅娟 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 

94 刘侠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95 晏顶霏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96 王婷 女 郑州大学药学院 药学 

97 林桐桐 男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化学 

98 常俊玉 女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99 唐璇 女 中南大学药学院 药学 

100 陈包棋 男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 

101 陈保利 男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 

102 李巧珍 女 中央民族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物 

103 张辉 男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药学 

104 高锋华 男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物 

105 吴明 男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物 

106 郭凯静 女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药学 

107 李昕螈 女 中央名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