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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文件

南晓院教字〔2020〕38 号

签发人：张 波

南京晓庄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开展大学生学科竞赛旨在促进科研与教学相结

合、专业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引导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团队协作精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全

面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根据国家及江苏省普通高校综合考核的相关文

件、竞赛的主办单位、国内外影响力和知名度、高校参与情

况，以及我校办学定位和特色、学生覆盖面和受益面、对学

生的能力培养、竞赛组织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等因素，将校级

以上竞赛项目（不含校级）分为三类（见附件）。

学科竞赛类别不涉及学科竞赛全国性和省级等地方性级

别划分，只是作为师生奖励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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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排行榜》每

年最新公布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

果”，以及江苏省每年度普通高校综合考核的相关文件，结

合学校专业学科建设特点、学科竞赛实际情况等因素，对竞

赛项目类别实行动态调整，由相关单位提交材料报教务处审

核；必要时，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学科竞赛实行学校和二级学院二级管理体制，

学校负责统筹协调，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学校教务处负责学科竞赛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经费预算、

统筹协调和服务；竞赛项目的遴选、培育、淘汰、结项考核；

负责学校主办或承办的竞赛项目；协调二级学院参加或承办

的竞赛项目等工作。

学校团委负责“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以及江苏省大

学生艺术展演等。

学校教务处或团委等部门主办或承办的竞赛项目可以委

托相关二级学院具体承办。

各二级学院负责本学院参加或承办的竞赛项目的具体组

织和实施工作。

第四条 实行学科竞赛项目制。跨单位联合申报竞赛项

目，按照校内项目负责人隶属关系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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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负责竞赛项目的各项具体工作；指导教师在

项目负责人领导下选拔、培训和辅导参赛学生。

学校鼓励和支持各二级学院聘请校外专家、行业精英和

校内教师共同担任竞赛项目负责人或指导教师。校外专家和

行业精英不能单独作为竞赛项目负责人。竞赛项目负责人最

多不超过 2 人。

第五条 学校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度广、受益面大、综

合性强的学科竞赛；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分类目录

中高质量竞赛项目；鼓励和支持跨学院、跨专业、跨学校、

跨行业组成参赛队。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六条 学校主办或承办的竞赛项目实行专项经费制，

由学校根据归口管理分别划入教务处或团委等部门或受委托

承办学院专用账户。

各二级学院承办或参加的竞赛项目经费，每年度由学校

综合各种因素统筹配套纳入二级学院教学业务经费中。

第七条 学校教务处和团委等部门或受委托承办学院根

据分工归口负责学校主办或承办的竞赛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

理，实行专款专用。

各二级学院负责本单位承办或参加的竞赛项目经费的使

用与管理。

经费使用具体按照学校相关财务规章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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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激励措施

第八条 实行竞赛项目淘汰制。对于连续 3 年未获得奖

项的校级以上竞赛项目、组织不力、缺乏特色的竞赛项目以

及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缺乏关联度并对学科专业建设意义不

大的竞赛项目等原则上不再予以资助。

第九条 每年度学期期末，由学校教务处和团委等单位

对各自归口管理的竞赛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估结项验收。项

目评估验收合格后，竞赛项目指导教师工作量纳入教师教学

工作考核范围，按工作量课时费统一结算，从教学工作量专

项中列支。

指导教师工作量课时计算由各参加或承办学院或部门具

体负责，报教务处审核。

第十条 学校对获奖竞赛项目负责人、指导教师等予以

奖励，项目组成员奖励分配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具体奖励标

准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一条 学校对获奖学生予以奖励，具体由学生工作

处负责实施。有分段比赛的竞赛，按学生在整个竞赛中所获

最高奖项予以奖励。具体奖励标准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

行。

第十二条 竞赛项目获奖学生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可以申

请第二课堂实践学时学分认定；也可以申请创新创业教育学

分奖励；其中，一类、二类竞赛项目获奖学生也可以申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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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相应实践类课程，最多不超过 4 学分，学分奖励标准参照

《南京晓庄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分奖励办法》。

学生申请只能选择其一，具体由二级学院认定并报教务

处审核备案。

第十三条 在同等条件下，对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

得显著成绩的指导教师，学校在晋升、职称、评奖评优等方

面予以优先考虑；对获奖学生在评奖评优等方面予以优先考

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凡是由学校立项资助经费的竞赛作品（成

果），其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作品（成果）由竞赛项目归

口管理单位妥善保管，必要时可移交学校综合档案室存档。

竞赛所获荣誉归属参赛学生、指导教师、归口管理单位和学

校共有。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执行，原《南京晓

庄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 南晓院教字

[2019 ]11 号）废止。本办法解释权归学校教务处。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12 月 18 日

抄送：各学院，各部门。

南京晓庄学院教务处 2020年 12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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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晓庄学院学科竞赛分类目录

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类别

一类

1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 一类

2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大赛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 一类

3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
大赛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 一类

4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教育部 一类

5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教育部 一类
6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一类

7
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
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教育部 一类

8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家
联合会等

一类

9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
业大赛

教育部、商务部等 一类

10 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 一类
11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等 一类

12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
计竞赛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一类

13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

一类

14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教司、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教司

一类

15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
育研究中心

一类

16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
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一类

17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
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18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育
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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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20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系列赛（演讲、写作、阅
读、辩论）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一类

21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
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22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
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一类

23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一类

24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25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公开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一类

26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教育部就业指导
中心

一类

27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
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 一类

28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教育部 一类
29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中国光学学会 一类

30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
业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

一类

31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
专业委员会、教育部、中
国化工教育协会

一类

32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中国地质学会 一类

33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

一类

34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
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一类

35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年会展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一类

36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
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一类

37 两岸新锐设计“华灿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一类

二类
1 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 江苏省教育厅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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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2
全国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教
学技能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小学教
师培养指导委员会、全国
小学教师教育专业委员
会

二类

3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
能竞赛

全国地方（重点）师范院
校教务处长联席会

二类

4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5 多语种全国口译大赛
中国翻译协会、各驻华大
使馆

二类

6
“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
实践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二类

7 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中国翻译协会、高等教育
出版社

二类

8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中央电视台 二类

9 日本語作文大赛
日本僑報社・日中交流研
究所

二类

10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
赛（大学生组）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
计大赛组委会

二类

11
中国大学生软件服务外包大
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二类

12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协会

二类

13
“台达杯”高校自动化设计
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14
“三菱电机杯”全国大学生
电气与自动化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气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
国自动化学会

二类

15
全国竞赛模拟电子系统设计
专题邀请赛（TI 杯)

教育部高教司、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教司

二类

16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中国数学会 二类

17
全国高校 SDN 网络应用创新
开发大赛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互
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
联盟

二类

18
CCF 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
序设计竞赛

中国计算机学会 二类

19
全国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
赛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互
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
联盟

二类

20
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
赛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互
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
联盟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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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
培养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
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类

22 中国旅游暨安防机器人大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23 中国机器人技能大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二类

24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
公开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方
法教学指导委员会、国际
工程机器人联盟等

二类

25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
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26
“华夏杯”全国物理教学技
能大赛

全国高等物理研究会 二类

27
中国大学生物理系列竞赛
（学术、实验）

中国物理学会等 二类

28 全国大学生化学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
化工学会等

二类

29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化学实验
邀请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30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教育部化工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中国化工教育协
会

二类

31
江苏省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
竞赛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化
学化工学会

二类

32
华东区高校化学化工联盟大
学生实验竞赛

教育部化工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江苏省高校实验
室研究会

二类

33
“上维杯”全国大学生复合
材料设计与制作大赛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
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
技术展览会组委会

二类

34 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中国地理学会、教育部地
理科学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

二类

35
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
赛

教育部地理科学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协会

二类

36
全国大学生土地利用规划技
能大赛

教育部高校公共管理类
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中国土地学会土地规
划分会

二类

37
SuperMap 杯全国高校 GIS 大
赛

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
信息产业协会等

二类

38 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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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竞赛 等

39
盼盼食品杯烘焙食品创意大
赛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二类

40 恒顺香醋杯学生创新大赛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二类

41
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
新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保
护与环境生态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42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科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等

二类

43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
业大赛

高等学校生物科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联席会等

二类

44
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仿
真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
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等

二类

45 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
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二类

46 IMA 管理会计案例大赛
IMA 中国教育指导委员会
（IMA China Education
Chapter）

二类

47
“用友杯”全国大学生创业
设计暨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
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二类

48
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
识竞赛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二类

49
“求是杯”全国公共管理案
例分析大赛

教育部高校公共管理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

二类

50
全国高校财税科技应用创新
与营运管理大赛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二类

51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大赛

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
教育部高等高职高专旅
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二类

52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酒
店管理实践竞赛

中国饭店协会、中国贸促
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中
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
会

二类

53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
务会奖旅游策划竞赛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中
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
会和中国国际商会商业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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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商会

54 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教育部思政司、中央网信
办网络社会工作局

二类

55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教育
电视台等

二类

56 中国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国
电视艺术节协会等

二类

57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
院奖”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二类

58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二类

59 万峰林国际微电影盛典
中国高等教育影视学会、
中国影视艺术协会

二类

60
“爱我国防”全国大学生演
讲大赛

中宣部、国防教育办公
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二类

61
“iTeach"全国大学生数字
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

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教学
指导委员会

二类

62 北京大学生电视节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
国传媒大学

二类

63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 中央电视台、央视网 二类

6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大学
生主持人大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
网

二类

65
全国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微
拍大赛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国际
影视文化交流专业委员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视界传媒
研究中心等

二类

66 江苏省校园微喜剧大赛 团省委 二类

67 江苏省网络短片大赛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广
电总台

二类

68 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二类

69
金鹏奖（中国国际新媒体短
片节）

国家广电总局等 二类

70 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等

二类

71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
奖

中国广告协会 二类

72 江苏省高校设计作品展 江苏省教育厅 二类
73 专业美术/设计作品展、竞赛 中国美术家协会 二类

74 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
教育专业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类

75
全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

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
心、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等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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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孔雀奖”全国高等艺术院
校声乐大赛

中国声乐家学会 二类

77 中国国际合唱节
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
文化集团公司

二类

78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美术
专业本科学生基本功展示活
动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教育部艺术教育
委员会

二类

79
“珠江·恺撒堡”高校音乐
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成果展示
与交流

中国教育学会 二类

80
长江钢琴.全国高校钢琴大
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二类

81
全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基本功大赛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

二类

82
“测绘杯”江苏省定向锦标
赛

江苏省体育局 二类

83 全国学生定向锦标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类
84 中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中国田径协会 二类
85 江苏省运动会高校部比赛 江苏省教育厅、省体育局 二类
86 江苏省大学生国学知识竞赛 共青团江苏省委 二类

87 江苏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高
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

二类

88 江苏省创益项目大赛 团省委 二类
89 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比赛 中宣部国家版权局 二类

90
江苏省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
竞赛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
知识产权局

二类

91
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专
业知识）竞赛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企业协会

二类

92
一类竞赛的省级赛或分区赛
（已经标明的除外）

二类

三类
1 二类竞赛的校级以上分区赛 三类

2
除一类、二类以外的校级以
上竞赛项目（不含校级）

三类

说明：
1.竞赛项目类别不涉及校院级竞赛项目；不涉及学科竞赛全国性和省级等地方
性级别划分。
2.竞赛项目类别实行动态调整，由相关单位提交材料报教务处审核；必要时，
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