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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 2022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 

复赛及其参赛学生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科院（教研室）、各有关学校： 

2022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初赛阶段工作已

经结束；经各市选拔、推荐，现公布参加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生物

学联赛(江苏赛区)复赛学生名单(附件 1)。另据全国竞赛委《关于

举办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的第二轮通知》（附件 2）、《全

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章程(2021.12修订)》（附件 3）和《全

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实施细则(2021.12 修订)》（附件 4）等

最新文件的精神，我省有关联赛复赛事项及第三十一届全国中学

生生物学竞赛省代表队队员选拔方案（附件 5）等内容具体通知如

下，希各有关单位以此通知为准，遵照实施。 

一、联赛有关事项 

1、联赛时间： 

2022 年 7月 17日（星期日）上午 10：00～12：00。 

2、考试地点： 

(1) 南京江宁高级中学。 

学校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699号。 

(2) 镇江大港中学 

学校地址：镇江丹徒区龙山路 108 号。 

(3) 南京市第一中学（南校区） 

学校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 301 号。 

3、考点分配，各市参加联赛复赛考生的考点参见附件 6。 

4、准考证领取：于 2022年 7 月 16 日下午 13:30—16:30，到

考点学校报到处领取准考证，考生或家长须携带考生本人身份证、

苏康码、14天手机行程记录、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没有身

份证的学生需携带学生证和学籍证明。老师统一领取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单位介绍信、苏康码、14 天手机行程记录。自备 2 吋彩



色近照一张自行粘贴在准考证上。 

5、熟悉考场时间：2022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4:00-16:30，南

京江宁高级中学、镇江大港中学、南京市第一中学（南校区）门口

张贴考场地理位置图。 

6、考试当天，考生须出示身份证（或学籍证明）、准考证、绿

色苏康码和 14天手机行程记录、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在

门口测温合格，方可进入考场。 

7、考试使用答题卡，考生需自备 2B 铅笔等学习用具。 

8、疫情管理相关的考生防疫须知内容，参见附件 7。 

二、考试纪律 

考生如有以下行为，监考人员有权终止考生考试，取消考试

资格： 

1、没有身份证或学生证及学籍证明、没有绿色苏康码等证件、

准考证遗失一律不允许参赛； 

2、将具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如手机、照相设备、扫描设备等）

或者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产品以及其他不允许夹带的物

品带入考场，并经监考人指出后不予改正的； 

3、未经许可通过用各种途径和介质将竞赛答案或答案相关材

料带入考场； 

4、不遵守考试地点规定并可能影响公平竞赛的其他行为。 
三、联系邮箱及电话 

邮箱：olympicbiojs@163.com 

电话：仲老师（025-89686830） 

 

江苏省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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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复赛学生名单(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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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三十一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江苏省代表队队员选拔方案 

 

根据《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章程(2021.12修订)》等文件的精

神，本年度省代表队队员的选拔将直接采用《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竟

赛实施细则(2021.12修订)》中所确定的“各省代表队队员产生方式”进

行。 

1. 选拔对象 

本年度凡获得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一等奖成绩位列前 11

名的高二同学，可获得入选省代表队队员的资格。 

2. 选拔机制 

采用《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竟赛实施细则(2021.12修订)》中所确

定的“各省代表队队员产生方式”进行，即按照学生的全国生物学联赛总 T

值成绩依次由高至低确定高二学生参加全国生物学竞赛资格，高一学生一

律不能作为第三十一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江苏省代表队队员。若有学

生放弃，必须按照成绩依次递补。 

3. 选拔费用 

省队选拔过程中不收取报名费、参赛费等费用。 

4. 选拔结果公布 

一旦全国竞赛委审核通过联赛成绩，省竞赛分会及时在官网上公布获

奖名单（网址：http://www.jsgs.org.cn/，和/或，

https://life.nju.edu.cn/）；同时，省竞赛会将直接通知获得省代表队

队员资格的所在学校或各设区市教科院（教研室）/市竞赛分会。 

 

  



附件 6 

 

2022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复赛考点分配表 

（按所在城市分配） 

 

城市 考试地点及交通 

南京 
南京江宁高级中学 

学校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699 号 

地铁：地铁 1 号线天印大道站 1 号口 

途径公交：829 路、852 路、831 路、768 路、743 路、835

路、841 路、803 路、842 路 

盐城 

徐州 

宿迁 

淮安 

苏州 
南京市第一中学 

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 301 号 

地铁：1 号线张府园站下，向南步行约 380 米 

公交车：乘 2 路、16 路、26 路、28 路、33 路、35 路、37 路、

46 路、80 路、100 路，在中山南路升州路站或张府园站下。 
常州 

镇江 

镇江大港中学 

学校地址：镇江丹徒区龙山路 108 号 

交通：高铁镇江南站转公交 100 路，车镇江站公交转 118 路、

218 路、83 路，高速公路镇江出口处 2 公里。 

扬州 

泰州 

连云港 

无锡 

南通 
 

  



附件 7 

江苏省 2022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期间考生防疫须知 

为做好“2022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期间的疫情防控

工作，依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指导意

见》及江苏省 2022年教育考试疫情防控工作总体方案要求，江苏省中学生

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提醒广大考生、教师及家长，积极做好考试期间

的疫情防控。 

1、本省考生在此期间不得离开江苏省，其家长、带队老师及密切接触

者非必要不要离开江苏省。 

2、外出的考生请在考前 14 天回到江苏省内，并按要求做好相关防疫

措施。 

3、考生苏康码应为绿码，非绿码考生须于考前 7日内在各地市做核酸

检测，在考试入场时提供核酸检测报告。 

5、考生、家长及密切接触者应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在考试期间避免

人群聚集，不要与来自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包括亲朋好友）聚会。 

6、7月 16日下午，考生或者家长领取准考证须出示身份证、绿色苏康

码、手机 14天未出省行程轨迹、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没有身份证的

学生出示学籍证明。带队教师集中领取准考证须出示身份证、单位介绍信、

绿色苏康码、手机 14天未出省行程轨迹。 

7、根据防疫要求，考生 7 月 17 日上午进校时须提供当日的健康码、

行程卡、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即 7 月 15 日上午 10：00 以后所测核

酸方符合要求）。健康码为绿码、行程卡无中高风险地区及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市的行程（为带*）、48小时核酸报告阴性，方可入校。 

7、如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或应防控要求在隔离期内，必须主动向各地市生物教研室、江

苏省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报告，凡隐瞒病史、旅行史、接触史，

逃避防疫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江苏省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预祝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

优异成绩。 

 

江苏省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