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第一轮通知

一、决赛时间及报到安排

备注：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对人员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对赴津

高校学生代表及领队老师采用邀请制，该机制说明详见附件 1。请受

邀赴津的专家和学生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并沿途认

真做好防护措施。

二、决赛进行方

决赛时间： 2022 年 8 月 2日—8月 5日。

报到安排：

评审专家：8 月 2日报到，8月 5 日下午离会。

受邀赴津高校师生代表：8 月 4 日报到，8 月 5日参加闭幕式（含

领奖环节），当日下午离会。

式

总体方式为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评审专家采用线下评审方式，评审会场设于天津主会场；答辩学

生采用线上答辩方式，答辩会场及其条件由各高校竞赛主管部门统一

负责。

为了保证答辩的顺利进行，组委会决定在 8 月 2 日 15:00-17:00

进行答辩测试，请各高校及团队做好准备，并及时关注官网通知。



决赛答辩要求：每件作品决赛答辩 PPT讲解 10 分钟，评委提问

5 分钟，共计 15 分钟。

三、报到地点

专家报到地点：梅江皇冠假日酒店（天津市河西区环岛南路）大

厅注册台

师生代表报到地点：全季酒店梅江会展中心店（天津市河西区友

谊南路与环岛东路交叉口）；丽枫酒店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山姆会员店

（天津西青区梅江会展中心 2期南侧 2-01号商铺）；天津有园酒店

解放南路店（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与浯水道交口花样年喜年广场）；

天津白天鹅精品酒店（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南路大岛商业广场 4号楼）

的大厅注册台

备注：上述报到地点为暂定报到地点，需结合会议临近期间防疫

要求进行最终确认，组委会将通过官网等渠道及时发布最终确认信息。

四、参赛回执及决赛材料准备

4.1 校徽矢量图：7 月 8 日 17:00 前请各高校将校徽矢量图（文

件命名为：高校名称+校徽），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

jnjp_15@vip.163.com，邮件名：第十五届节能减排大赛+高校名称+

校徽。

4.2 各校师生代表参赛回执：请各校师生代表结合所在地区疫情

防控要求和实际需求，经审慎考虑并与校级学科竞赛主管部门沟通确

定成行意愿。7 月 11 日 17:00 前请各校代表将个人信息按附件二回执



（文件命名为：决赛回执+高校名称），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

jnjp_15@vip.163.com，邮件名：决赛回执+高校名称。

4.3 决赛作品电子材料：7 月 15 日 17:00 前请将修改完善的作品

申报书（命名方式为：作品编号-队长姓名-申报书）、说明书（命名

方式为：作品编号-队长姓名-说明书）和 5分钟以内不超过 50 MB的

视频（命名方式为：作品编号-队长姓名-视频）发送至大赛邮箱

jnjp_15@vip.163.com（如果视频发送出现问题，可将视频上传至网盘，

以分享的方式将链接和密码随邮件一起发送）。文件需为 PDF格式，

视频MP4格式。参赛作品队长、队员及指导教师信息，如姓名、顺

序等，需与网络提交版本严格一致，如审核环节发现不一致，将影响

决赛资格，请务必注意。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 34

4.4 每所高校需准备横向校旗一面（规格：192×128cm2）。请在

2022年 7 月 18 日 18:00 前以学校为单位邮寄至大赛组委会（请通过

顺丰快递）：

楼

收件人：邓帅 电话：15000739388 邮编：300350

五、住宿

大赛期间食宿自理，住宿建议各校师生选择同一酒店，方便集中

行动。

专家入住酒店：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天津市河西区环岛

南路）



师生代表建议入住酒店：

1. 全季酒店梅江会展中心店（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南路与环岛东

路交叉口）；

2. 丽枫酒店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山姆会员店（天津西青区梅江会

展中心 2期南侧 2-01号商铺）；

3. 天津有园酒店解放南路店（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与浯水道

交口花样年喜年广场）；

4. 天津白天鹅精品酒店（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南路大岛商业广场

4号楼）

备注：上述住宿酒店为暂定酒店，需结合会议临近期间防疫要求

进行最终确认，组委会将通过官网等渠道及时发布最终确认信息。

六、服装

大赛组委会为专家、学生代表、各校领队准备统一服装，在报到

注册时领取，每人一件。参加闭幕式时请着参赛服装出席。

七、日程安排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决赛日程初步安排见附件三。

大赛开幕式、闭幕式在梅江皇冠假日酒店主会场举行，所有评审

专家参加开/闭幕式。各校师生代表参加闭幕式。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及各火车站赴决赛现场的具体交通方式请参

照附件四。

八、保险

请各高校提前为赴津学生代表购买参赛期间的意外险，在报到时

须出具保险底单（请提前准备好复印件），否则不予报到。保险为能

够覆盖行程的综合意外险种即可，具体金额各高校视情况而定。

九、天气

8月天津市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并提前关注决赛期间天

气信息。

十、其他

请入围决赛的高校和各团队随时关注官网相关信息。对决赛有关

事宜若有疑问，请在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30-16:00期

间内，向组委会工作人员咨询（秘书处 邓帅 15000739388 赵睿

恺 15922000203许伟聪 18722373369聂显铧 18302296900）。

大赛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进行调整，请各位专家和参赛

师生及时关注官网通知。



附件一：邀请机制方案说明

附件二：决赛参赛意向回执

附件三：决赛日程安排

附件四：机场及火车站赴主会场交通信息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委员会秘书处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22年 7月 1日



附件一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决赛赴津高校代表邀请制方案说明

1. 总体原则：由于疫情反复对决赛筹备带来了较大挑战，组委会拟对大赛主体

规模（即赴津高校代表的数量），通过邀请制进行适当控制，感谢各参赛高校的

支持和理解！

2. 邀请对象：决赛将邀请特等奖、一等奖拟获奖代表队师生参加决赛闭幕式（含

颁奖环节），具体为“一队一学生，一校一领队”模式，即每支拟获奖队伍遴选

出 1名学生代表，所对应的每校遴选出 1名领队教师。如 A校有 3支拟获特、一

等奖队伍，则为 3学生+1 领队，共计最多 4人。

3. 邀请步骤：

（1）准备。由于在 8月 3 日评审流程完毕前并不能确定“特等奖、一等奖拟获

奖高校”，因此，本次决赛第一轮通知后，入围决赛名单范围内的所有高校均可

结合自身意愿等实际情况，填写回执，参考附件三决赛日程进行适当筹备，建议

提前购买机票或火车票（含退票险）；

（2）通知。8 月 3 日晚 22:30-24:00 间，组委会将集中公布、发送邀请名单，

该邀请名单所涉及高校为“特等奖、一等奖拟获奖高校”，并不代表最终获奖结

果。邀请名单内高校按照（1）准备阶段内筹划的行程，派出师生参会，即 8月

4日报到，8 月 5日参加闭幕式。未在邀请名单内的高校使用退票险规则进行退

票，无需成行。

为应对疫情控制，该邀请制方案为备赛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感谢各校师生

的支持！



附件二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参赛意向回执

（每所高校填写一份）

参赛

学校

领队

教师

信息

姓名 性别 手机 所在学院
T恤

尺寸 1

如 XL

学生

代表

信息

姓名 性别 手机 所在学院
T恤

尺寸 1

如 XL

入住

酒店

请自行预定如下酒店，预定时请说明参加本届大赛，并在回执中勾选（请

高校领队与本校学生入住同一酒店）：

□ 全季酒店梅江会展中心店

 丽枫酒店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山姆会员店

 天津有园酒店解放南路店

 天津白天鹅精品酒店

 其他

保险 □ 我校承诺将为赴津学生代表购买行程期内的意外险

防疫 □ 我校师生代表将遵守往返沿途及天津防疫政策要求，加强自身防护

注：

1. T 恤尺寸对照表

尺寸（cm） S M L XL 2XL 3XL 4XL 5XL 6XL

胸围 1/2 45 47.5 50 52.5 55 57.5 60 62.5 65

衣长 62 65.5 69 71.5 74 76.5 78 79.5 81

肩宽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袖长 18.5 19.5 20 20.8 21.6 22.4 23.2 24 24.8

适合身高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195 199

2.本表每所高校限填一份，学生部分可以根据实际数量加行。



附件三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日程

（专家委员会）
日期 时间 安排 地点

8月 2 日
全天 专家委员会报到

主会场酒店

20:00-21:00 专家组长会

8月 3 日

08:30-09:20 开幕式

09:30-18:00 分组答辩

20:30-22:30 专家组长会

8月 4 日 08:30-10:30
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

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投票

8月 5 日
09:00-11:30 闭幕式

13:00 后 离会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日程

（竞赛委员会）
日期 时间 安排 地点

8月 3 日 全天 竞赛委员会报到

主会场酒店
8月 4 日 10:30-11:30 竞赛委员会/教指委会议

8月 5 日
09:00-11:30 闭幕式

13:00 后 离会

“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日程

（学生代表）
日期 时间 安排 地点

8月 4 日 全天 学生代表报到 分会场酒店

8月 5 日
09:00-11:30 闭幕式

主会场酒店
13:00 后 离会



附件四

1. 会议地点：

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天津市河西区环岛南路）

地图：https://j.map.baidu.com/ca/h1p

2. 到达会议地点的主要交通路线:

2.1 天津站 火车站：距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约 15.1 km，乘车约

33 min。

https://j.map.baidu.com/ca/h1p


2.2 天津西站 火车站：距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约 23.6 km，乘车

约 31 min。

2.3 天津南站 火车站：距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约 22.2 km，乘车

约 36 min。



2.4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距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约 27.3 km，乘车

约 32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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