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学年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批准令 

 

 

根据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育及招生工作分管副校长及俄罗斯联邦铁路运输

中央博物馆（联邦预算文化机构）馆长批准的《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

基于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组委会的决定，兹命令： 

 

 

1. 批准《2021/2022学年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附件1）并

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予以实施。 

2. 批准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报名表（附件 2）。 

3. 本命令由公共关系部主管 Д.И. 斯克罗斯别洛娃负责发布在圣彼得堡国

立大学官方网站上的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板块。 

4. 如欲咨询本命令内容，请通过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官方网站“在线招生”

服务系统联系本校教育及招生工作分管副校长。 

5. 关于修正或补充本命令的建议请发至电子信箱org@spbu.ru.。 

6. 本命令的执行由招生办公室主任А.Л.胡尔舒江负责监督。 

 

教育及招生工作分管副校长 

                                                                        А.В. 巴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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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根据______（日期）第______号命令批准          

 

 

《2021/2022学年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 

 

1. 总则 

1.1. 奥林匹克竞赛根据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育及招生工作分管副校长及

俄罗斯联邦铁路运输中央博物馆（联邦预算文化机构）馆长批准的《中学生工程史奥

林匹克竞赛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举行。 

1.2. 普通中等教育在校学生可自愿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以下简称“选手”）

。 

1.3. 每位选手只可提交一篇论文。 

1.4. 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1.5. 初赛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 日进行。 

1.6. 决赛日程将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前由组委会制定并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官方网站的奥林匹克竞赛板块发布。 

2. 初赛环节 

2.1. 初赛参与规则如下： 

2.1.1. 有意参加初赛者，需在提交论文之前完成注册。注册方式：将填好的

参赛报名表发送至竞赛官方邮箱（hist.engine@spbu.ru）  

2.1.2. 报名时，选手需本着自愿原则，注明是否同意组委会根据俄罗斯联邦

法律的相关规定，对选手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发布、转

发），以及对决赛过程进行录音和录像。此项同意需在报名表相应位置加以确认，

有效期为本学年整个竞赛期间及竞赛结束后一年之内。 

2.1.3. 欲参加竞赛但未报名或者拒绝报名者，不得参加。 

2.1.4. 选手论文需在本章程 1.5 规定的初赛期限内发送至竞赛官方电子信箱

（hist.engine@spbu.ru）。 

2.2. 初赛采取线上形式，由选手将论文发送至竞赛官方电子信箱

（hist.engine@spbu.ru）。 

2.3.  论文提交应不晚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莫斯科时间 23:59。逾期提交者，

论文将不被送审。 

2.4. 论文题目应从本章程附件规定的题目中选取。 

2.5. 论文内容、结构、字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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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论文可以为 doc(x)或 PDF 格式。（若选取 PDF 格式，须保证扫描后的

内容可以看清，分辨率最好不小于 300dpi。） 

2.5.2. 字体： Times New Roman。 

2.5.3. 字号 12，行距 1.5 倍。 

2.5.4. 标准首行缩进（15-17 毫米）。 

2.5.5. 页边距：左 30 毫米，右 10 毫米，上 15 毫米，下 15 毫米。 

2.5.6. 参考文献需严格按照作者姓氏首字母排序，若无作者，则按照文献名

称首字母排序。 

2.5.7. 页码选取阿拉伯数字；连贯页码，包括表格和图片；图片和表格需有

表头和编号（若不止一张）；使用印刷或电子出版物资料时，需注明出处，并列入

参考文献。 

2.5.8. 任何引文均需用括号标注，并注明出处；引文出处使用脚注，连续编

号；脚注每章连续编号；引用俄语文献资料时不得篡改原文；引用外语文献资料时，

引文应完整传达原文意思。 

2.6. 发送至官方电子信箱的论文将被匿名送审。论文内容及文件命名不得

包含涉及作者身份的信息（姓、名、父称等等）。否则一律按 0 分处理。 

2.7. 论文内容不得包含非正当引用（引用他人文本或观点而不注明出处）。

一经发现，选手将被取消参赛资格，0 分处理。 

2.8. 论文不得为摘要性质。 

2.9. 初赛结果将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前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官方网站公布。 

（网址：hist.engine.spbu.ru）. 

2.10. 初赛环节论文满分为 50 分。 

2.11. 评分标准如下： 

评分标准 分值 

对相关文献的熟悉程度，文献引用情况 5 

观点论述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15 

结论的创新性、深度和正确性 20 

论文格式（脚注、参考文献等） 5 

文字表述符合科学文体 5 

总分 50 

3. 决赛环节 

3.1. 初赛环节的获胜者（40 分及以上）和优胜者（30 分及以上）可进入决

赛。 

3.2. 决赛采取线上形式。  

3.3. 决赛时选手须携带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未携带此类证件者不得进入

决赛。 

3.4. 决赛过程可能会被录音及录像。 

3.5. 论文答辩规则： 

3.5.1.  选手答辩顺序会提前通知每位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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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每位选手的陈述将至少由三位评委打分。 

3.5.3. 选手陈述时间不得超过 10 分钟。对逾时者，评委有权打断。 

3.5.4. 陈述需准备 PPT。选手亦可自愿展示纸质原创性材料（自制地图、图

表、曲线图等）。  

3.5.5. 答辩全程（包括陈述、PPT 及其他材料）均不得显示选手个人信息

（姓、名、父称等）。否则将被 0 分处理。 

3.5.6. 个人陈述之后，选手需回答评委提问。  

3.5.7. 个人陈述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分值 

论文内容反映全面，表述连贯，论述清晰，结论创新、有

力。 
15 

演说素养高、陈述及科学讨论风格鲜明 10 

PPT 制作：插图数量恰到好处，说明文字简洁明了 
10 

问答环节对论文内容的熟悉程度 15 

总分 50 

 

3.6. 决赛结果及论文将依照决赛日程安排，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官网奥林

匹克竞赛板块发布（网址：hist.engine.spbu.ru）。决赛日程表将于 2022 年 4 月 8 日

前公布。 

3.7. 论文阅读、异议声明提交及审核程序：  

3.7.1. 论 文 阅 读 以 在 线 方 式 进 行 。 选 手 可 通 过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hist.engine@spbu.ru）提出论文阅读申请。在申请接受后的一昼夜内，公开答辩记

录的扫描件将发送至申请者邮箱。 

3.7.2. 若选手对竞赛决赛结果持有异议，或者认为在决赛过程中出现了违反

本章程的行为，应按照竞赛组委会规定的期限、形式和流程提交书面异议声明。 

3.7.3. 异议声明应包含以下个人信息：姓名父称、论文题目。 

3.7.4. 异议声明中应陈述不同意论文评分的具体论据及违反竞赛章程的事实

依据。 

3.7.5. 对异议声明的处理以在线方式进行。异议声明由选手发送至电子信箱

（hist.engine@spbu.ru）。异议声明处理决议的扫描件将发送至选手的电子信箱。 

3.7.6.  根据异议处理结果，分数可能升高、降低或者维持不变。 

3.8. 决赛最终结果将于一切异议处理完毕之后三个工作日内公布。 

4. 确定竞赛获胜者和优胜者 

4.1. 竞赛最终结果由选手在预赛和决赛环节的累计得分决定。 

4.2. 累计得分最高的前三位选手为竞赛获胜者。 

4.3. 剩余五位参与决赛的选手为优胜者。 

4.4. 在累计得分相等的情况下，选手排序按照如下规则进行： 

4.4.1. 按照初赛得分高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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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若初赛得分相当，则按照决赛得分高低排序。 

 

 

 

 

 

2021-2022 学年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附件 

依照 ____________（日期）第 ___________号命令批准 

 

 

科研论文题目 

 

1. 运钢干线起源。矿业铁路 

2. П.К.弗罗洛夫——轨道交通开拓者 

3. Е.А.切列帕诺夫和 М.Е.切列帕诺夫——俄国首列蒸汽机车的创造者  

4. 沙皇尼古拉一世——俄国铁路的奠基人 

5. 俄国首条公用铁路——皇村铁路设计及建设史 

6. Ф.А.戈尔斯特奈尔——皇村铁路建设的倡导者和总指挥  

7. 巴甫洛夫斯基音乐车站与圣彼得堡文化生活 

8. 皇村铁路列车。珍品与纪念碑 

9. 皇村铁路划归莫斯科—温达沃—雷宾斯克铁路线  

10. 维捷布斯克火车站——圣彼得堡现代派艺术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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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根据______ 日_______号命令批准 

 

 

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报名表 

 

姓名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号码，签发日期，签发机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赛论文题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姓名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校电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知悉： 

 2021-2022 学年中学生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 

 工程史奥林匹克竞赛章程附件 

 

兹确认本人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并且： 

 同意遵照俄罗斯联邦 2006 年 7 月 27 日通过的《个人信息法》之规定，以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校章所指定的目的，对本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同意对决赛过程进行录音及录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签名                                                                            姓名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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