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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科协联〔2019〕7 号

关于举办 2019 年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
航拍大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协、教育局（社会事务局）、科技部门，市直属各有关学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方针政策，

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质，丰富青少年的科普教育活动，市科协、市教

育局、市科技局决定联合举办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

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湛江市教育局

湛江市科学技术局

承办单位：湛江市赤坎区摄影家协会

湛江市科普中心

协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二、组织机构

成立大赛组织委员会和大赛评审委员会，负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和

评奖工作。

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文件湛江 市 教 育 局

湛江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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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项目

现场航拍赛（分小学组、中学组）

竞赛当天，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赛者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

学校内进行航拍，并现场将作品提交大赛组委会邮箱。

四、大赛流程

本届大赛分为赛前教师培训、参赛报名、现场航拍赛、现场航拍

赛作品评选四个环节。

1、赛前教师培训

时间：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00—11:00（8:30 签到）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源珠路 5

号）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市直属学校根据名额分配（见附件 1）

组织优秀科技教师代表参加培训，汇总培训报名回执（见附件 2），请

于 5 月 26 日前提交至大赛组委会邮箱（zjswenhuayishu@163.com），

过时不予接收。往返交通费用、参加培训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用及其他

相关费用由参会人员所在单位报销。

2、参赛报名

时间：2019 年 6 月 20 日—6 月 30 日

方式：请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市直属学校于 6 月 30 日前

统一汇总后将报名申报清单（见附件 3）提交大赛组委会邮箱，过时不

予接收。

3、现场航拍赛

时间：2019 年 7 月 8 日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以学校为单位签到后，以抽签的形式进行拍摄场地的选定，参赛

者按大赛示意图自行到抽签的拍摄场地进行比赛，拍摄完成后，现场

将作品提交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4、现场航拍赛作品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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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 月 9 日—7 月 16 日

参赛作品由大赛组委会收集整理后，交由大赛评审委员会进行评

审。

五、奖项设置

1、根据竞赛成绩，按各组别（小学组/中学组）参赛人数的 20%

颁发一等奖证书、35%颁发二等奖证书、45%颁发三等奖证书。

2、根据各单位竞赛活动组织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辅导

员。

六、作品要求

1、为了让大赛凸显“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大赛组委会

统一规范，参赛选手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自行自费购买器材，航拍

作品内容须符合比赛项目的具体要求；

2、参赛作品限定为 10 张以内（含 10 张），必须为 JPG 格式。

3、参赛作品必须有名称，以文件夹为单位发送参赛作品，文件命

名：“题目+学校班级+姓名+联系电话”，如“令人沉醉的校园美景+湛

江市一中+七年级（1）班+张三+137xxx”，基本信息不全者视为弃权；

4、参赛者对其参赛作品的版权、著作权负有全部的法律责任。如

参赛者剽窃他人作品而产生法律纠纷，由参赛者承担法律责任，一旦

查证剽窃，取消参赛资格，并由大赛组委会进行通报批评；

5、所有参赛作品均不退回，此外大赛组委会有权对所有参赛作品

进行非商业形式的使用，如发布在相关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

七、注意事项

1、所有参赛人员必须签订参赛承诺书，请参赛人员认真填写《湛

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参赛承诺书》（见附件 4）并签

字。

2、所有参赛人员须办理金额不低于 1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险”，

费用自理。

3、2019 年 7 月 5 日前，参赛者将保险单扫描件发送大赛组委会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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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教师培训名额

分配表

序号 县（市、区） 名额 备注

01 赤坎区 20

02 霞山区 20

03 坡头区 6

04 麻章区 6

05 湛江开发区 6

06 徐闻县 6

07 遂溪县 6

08 雷州市 6

09 廉江市 7

10 吴川市 7

11 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 2

12 湛江市技师学院 3

13 湛江第一中学 4 含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14 湛江市第二中学 6 含海东中学、海东小学、港城中学

15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2 含岭南师院附中东方实验学校

16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2

17 湛江市实验中学 2

18 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 3

19 湛江农垦实验中学 2

20 湛江农垦局小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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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教师培训

报名回执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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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

报名申报清单

学校： 大赛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辅导老师 参赛组别



－8－

附件 4

2019 年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

参赛承诺书

在参加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期

间做出如下承诺：

一、遵守大赛有关规定，遵守竞赛规则，服从大赛组委会的安排。

二、自觉维护竞赛秩序，公平竞赛，文明参赛。

三、尊重对手，尊重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尊重评委。

四、若比赛期间发现任何安全隐患或其他危险，及时上报辅导老

师、教练或现场工作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和阻止任何

安全事故发生。

五、对于在比赛发生的任何伤亡事件除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金

外，本人自行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参赛选手签字： 身份证号：

参赛选手家长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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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湛江市青少年“我爱美丽校园”航拍大赛作品评比条例

一、拍摄题材：“美丽校园”教育教学活动，所有作品均应为航拍的作品。
二、参赛作品数量: 每机 10 张以内（包含 10张），必须为 JPG 格式。
三、以文件夹为单位发送参赛作品，作品文件名格式为“题目+学校班级+姓名+

联系电话”，例如“令人沉醉的校园美景+湛江一中高一（1）班+张三+137xxx”。
四、现场航拍赛要求：

①参赛作品须为手机拍摄，不接受数码相机拍摄和胶片相机扫描件以及纸质
作品；

②参赛作品应为手机一次性拍成的原始照片，仅可在手机上作亮度、对比度、
色彩饱和度、裁剪、像素压缩等简单处理，不接受拼接作品，禁止用电脑软件深
度加工制作，主办方有要求获奖者提供原始照片的权利；

③参赛作品大小以不超过 1M为宜，长边不大于 1280 像素，单幅不接受组图。
五、技术要求：

（1）飞行器
①机型：以电力为动力，旋翼的轴数不少于 3 个。
②重量：起飞重量不超过 250g。
③电池：电压不超过 4.2V，总电量不超过 500ma。
④轴距与尺寸：轴距 10.5—17mm，螺旋桨直径不超过 7.5cm，总高度（包括

天线）不超过 3cm。
⑤辅助处理器：无。
⑥安全装置：飞行器自行设定锁定方式，一键降落。
（2）遥控器：遥控频段 2.4GHz。
（3）像素：30 万摄像头，H.264 视频压缩方式传输 VGA（640×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