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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校发〔2022〕4 号 

 

 

关于印发《大连民族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 

《大连民族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修订）》已经

2022 年 1月 12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大连民族大学 

2022 年 1月 13日     

 

 

 

 



- 2 - 
 

 

大连民族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2022 年 1 月 12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关于推

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办发

〔2018〕3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号）文件精神，落实学校

“三个突出”战略，全面提高学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通

过高水平学科竞赛引领带动学校学科竞赛整体水平，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规范学科竞赛的组织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科竞赛，是指与学科教育教学关系

紧密的各类有组织的大学生竞赛活动和课外科技活动。 

第二章 学科竞赛类别与校院两级管理 

第三条 学科竞赛项目按照主办方、影响力、专业水平和

参与面等因素分为 A 类和 B类。 



- 3 - 
 

A 类学科竞赛分 A1、A2 和 A3 三个级别。A1 类专指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A2 类由列入全国普通高校

竞赛评估排行榜的竞赛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校认定的建筑与

设计类竞赛组成(见附件 1 和附件 3)；A3类指由教育部、科技部、

共青团中央等国家部委(含所属司局)或行业学会、教育部高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等机构主办的竞赛项目，具有影响力广、参赛水平

高等特点（见附件 2）。 

B 类学科竞赛为各学院认为重要的除 A 类以外的其他学科竞

赛。 

A1 类和 A2 类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适时调整。A3类和 B类由

各学院负责调整，报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备案。 

第四条 实行校院二级管理。教务处统筹管理学科竞赛，创

新创业教育学院负责 A1类和 A2类学科竞赛的实施，各学院负责

A3 类和 B 类学科竞赛的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代表学校负责

对外联络工作。 

第三章 学科竞赛运行经费来源及分配 

第五条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负责申报学科竞赛运行费预算。

学科竞赛运行费的 70%用于 A1 类和 A2 类学科竞赛,30%用于 A3

类和 B类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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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学院各部门在组织学科竞赛过程中，在专项拨付

的学科竞赛运行费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其它经费补充学科竞

赛相关费用。 

第七条 社会资助资金等可用于支付学科竞赛相关费用。 

第四章 学科竞赛组织实施 

第八条 各学院各部门要采取措施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

竞赛，并组织培训，努力提高比赛成绩和水平。 

第九条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负责监督指导 A 类学科竞赛校

级比赛，选拔出的优秀团队和个人方可代表学校参加校外比赛,

组织及实施过程须公平、公正、公开。 

第十条 学科竞赛结束后，赛事负责人及时将获奖材料报至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第五章 学科竞赛贡献度评价 

第十一条 对于同一参赛作品在多项赛事中获奖，或同一竞

赛项目在不同级别竞赛中获奖，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按最高获奖

等级给予核算贡献度。 

第十二条 学生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国家级金奖、银奖、铜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3、2、1；获省

级金奖、银奖、铜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9、0.6、0.3；获大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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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银奖、铜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15、0.1、0.05。金奖、银

奖、铜奖分别对应于赛事所设最高的三个奖励级别。 

第十三条 学生在教育部参与主办并颁奖的“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7、0.6、0.5；获省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4、0.3、0.2；获大连市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1、0.08、0.06。 

第十四条 学生参加除第十三条之外的 A2类学科竞赛，获国

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贡献度分别为 0.6、0.5、0.4；获

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贡献度分别为 0.3、0.2、0.1；

获大连市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09、0.06、

0.04。 

第十五条 学生参加 A3类学科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2、0.15、0.1；获省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08、0.06、0.04；获大连市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贡献度分别为 0.04、0.02、0.01。 

第十六条 对于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所涉及的学科竞赛，每

个学科竞赛奖励项数总数不超过 30 项。当某学科竞赛实际获奖项

数不超过 30 项时，按实际获奖项数给予计算贡献度。当某学科竞

赛实际获奖项数超过 30项时，根据获奖级别从高到低次序取前 30

项给予计算贡献度，贡献度计算办法见附件 5和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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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在学科竞赛等创新创业活动中，学生以第一完成

人获知识产权归大连民族大学所有的授权发明专利，贡献度为

0.2；以第一作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核心库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每篇贡献度为 0.2。 

第十八条 教师指导学生获奖贡献度按照《大连民族大学教

学成果贡献度评价办法（试行）》执行。 

第十九条 参与评价的学生获奖成果时限为当年的 1 月 1 日

至 12月 31日。符合本办法的竞赛项目负责人，填写《学科竞赛贡

献度申报表》一式两份，所属学院审查签章后连同相关原始材料报

送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第二十条 学校每年依据贡献度对各项成果进行奖励，实行

总量控制，奖励的具体金额根据学校预算及贡献度总额核算，指导

教师负责获奖学生的贡献度分配。学校对拟奖励的成果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报学校批准后进行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参加学科竞赛的学生按照学校本科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相关规定获得学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学科竞赛项目、文体类竞赛项

目（见附件 4）同时作为教师申报晋升职称时指导学科竞赛的目

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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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建筑与设计类学科竞赛经费实行学院包干制

度。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大连

民族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大民校发〔2019〕

62 号）同时废止。 

 

附件：1.A1类和 A2 类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2.A3类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3.建筑与设计类 A2 和 A3类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4.文体类 A2 和 A3 类竞赛项目一览表 

5.A2类学科竞赛（挑战杯竞赛除外）奖励计算方法 

6.A3类学科竞赛奖励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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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1类和 A2类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批次 备注 

1 A1类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 第一批  

2 A2类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

全国学联 
第一批  

3 A2类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大赛 

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全

国学联 

第一批  

4 A2类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

序设计竞赛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 第一批  

5 A2类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工

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第一批  

6 A2类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

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第一批  

7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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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  

8 A2类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 

教育部高教司、教育部高等

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 

第一批  

9 A2类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

赛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科专业

指导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 

第一批  

10 A2类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一批  

11 A2类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

赛 

教育部高等自动化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 
第一批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94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94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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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批次 备注 

12 A2类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交通运输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一批  

13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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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一批  

14 A2类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教育部高教司、教育部能源

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一批  

15 A2类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

合能力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第一批  

16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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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 

第一批  

17 A2类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

系列赛-英语演讲、英语

辩论、英语写作、英语

阅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

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 

第一批  

18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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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  

19 A2类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RoboCon、

RoboTac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 第二批  

20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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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中国仿

真学会 

第二批  

21 A2类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 

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教

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化

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二批  

22 A2类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

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图学学

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中

国图学学会产品信息建模专

业委员会 

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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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批次 备注 

23 A2类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

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大

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第二批  

24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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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批  

25 A2类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

新创业大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无锡

市人民政府 

第二批  

26 A2类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

灿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华中

山文化交流协会、北京歌华

文化发展集团 

第二批  

27 A2类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大数据挑战赛、团体程

序设计天梯赛、移动应

用创新赛、网络技术挑

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

委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教育研究会 

第二批 

其中第

一项为

第二批

列入，后

三项为

第三批

列入。 

28 A2类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

中国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 第三批  

29 A2类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网络空间安

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三批  

30 A2类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

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

程教材指导分委员会、中国

力学学会、周培源基金会 

第三批  

31 A2类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

新创意大赛-过程装备

实践与创新赛、铸造工

艺设计赛、材料热处理

创新创业赛、起重机创

意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工

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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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批次 备注 

32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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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  

33 A2类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

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三批  

34 A2类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

软件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和

江苏省人民政府 
第三批  

35 A2类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

赛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

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中国光学学会、全

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

会 

第三批  

36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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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  

37 A2类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第三批  

38 A2类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

赛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

研究分会 

第三批  

39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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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  

40 A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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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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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A3类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1 A3类 
全国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

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 
经济管理学院 

2 A3类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

综合模拟大赛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

理学科组 

经济管理学院 

3 A3类 
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

区选拔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商业

行业委员会 
经济管理学院 

4 A3类 
“中金所杯”全国大学生金

融知识大赛 

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 
经济管理学院 

5 A3类 
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技能竞赛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经济管理学院 

6 A3类 
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

能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

育电视台 
经济管理学院 

7 A3类 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机电工程学院 

8 A3类 
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 

化设计大赛 
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机电工程学院 

9 A3类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

际公开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 

10 A3类 iCAN 创新创业大赛 

国际 iCAN联盟、教育部创

新方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全球华人微纳米分子系统

学会 

机电工程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 

11 A3类 
A-B杯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

统应用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机电工程学院 

12 A3类 
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创

业大赛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仪器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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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13 A3类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委员会 
生命科学学院 

14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生命科学创

新创业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生命科学学院 

15 A3类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生命科学学院 

16 A3类 
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

大赛 

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

大赛组织委员会 
生命科学学院 

17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大学生海洋食品创新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政

厅 
生命科学学院 

18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

生食品创新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生命科学学院 

19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

生日语技能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外国语学院 

20 A3类 笹川杯全国日本征文大赛 
中国人民杂志社、日本科学

协会 
外国语学院 

21 A3类 
东北三省大学生韩国语演

讲比赛 

韩国韩语学会东北支会、大

韩民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外国语学院 

22 A3类 
“乐椿轩杯”东北三省高校

韩语演讲比赛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外国语学院 

23 A3类 辽宁省翻译大赛 辽宁省翻译学会 外国语学院 

24 A3类 跨文化交际能力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外国语学院 

25 A3类 全国高校绿色计算大赛 
教育部高校软件工程教指

委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26 A3类 
“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大赛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杭州市

商务委员会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27 A3类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微信

小程序应用开发赛、人工智

能创意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

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28 A3类 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

教育研究会、新华三集团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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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29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网络安全技能大赛 

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网

信办、辽宁省教委、辽宁省

教育厅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30 A3类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

力与信息素养大赛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

教育研究会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31 A3类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

技术大赛 
土木工程学会 土木工程学院 

32 A3类 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土木工程学院 

33 A3类 
全国高等学校人工环境学

科奖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指导委

员会 

土木工程学院 

34 A3类 
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

应用技能大赛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土木工程学院 

35 A3类 
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

计大赛 

教育部无机非金属材料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全国

高等学校建筑材料学科研

究会 

土木工程学院 

36 A3类 
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

理创新竞赛 

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

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土木工程学院 

37 A3类 
大乘杯全国大学生影视大

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文法学院 

38 A3类 
辽宁省辽河杯影视纪录片

大赛 
辽宁省通俗文艺研究会 文法学院 

39 A3类 
“普译奖”全国大学生英语

写作比赛 

我爱竞赛网、创客英语、172

校园活动网等 
文法学院 

40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辽宁省教育厅 文法学院 

41 A3类 
“政德律师杯”大学生法律

知识竞赛 
辽宁省法学会 文法学院 

42 A3类 “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 中国日报社 文法学院 

43 A3类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中国数学会 理学院 

44 A3类 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 
东北三省数学建模联赛组

委会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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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45 A3类 
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 

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组委会 
理学院 

46 A3类 
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

模拟经营大赛 
中国商业联合会 国际商学院 

47 A3类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国际贸易竞赛 

教育部高校经济与贸易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际商学院 

48 A3类 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类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

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商务英

语研究委员会、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 

国际商学院 

49 A3类 
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

战竞赛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国际商学院 

50 A3类 
“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

金融精英挑战赛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国际商学院 

51 A3类 
全国跨境电子商务技能竞

赛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

业协会 
国际商学院 

52 A3类 
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

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53 A3类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方法

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等单位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54 A3类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

赛(TI杯)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物理与

材料工程学院 

55 A3类 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56 A3类 
辽宁省智能制造科普创意

创新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政

厅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57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移动应用开

发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 

58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生态环保作

品竞赛 
辽宁省教育厅 

环境与资源学

院 

59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大学生环境生态保护科技

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环境与资源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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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60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大学生动植物标本制作大

赛 

辽宁省教育厅 
环境与资源学

院 

61 A3类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

作品大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环境与资源学

院 

62 A3类 

全国高校环境类专业本科

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

选 

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

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环境与资源学

院 

63 A3类 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及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共同主办 

环境与资源学

院 

64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物理竞赛 

中国物理学会、全国高等学

校实验物理教学研讨会、辽

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物理学

会 

物理与材料工

程学院 

65 A3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大学生无线电测定向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物理与材料工

程学院 

66 A3类 
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

应用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指导委员会、全国机械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

研究会、中国电子学会 

物理与材料工

程学院 

67 A3类 

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和

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

品推选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中

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8 A3类 
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

公开课展示活动 

教育部社科司、教育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指导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9 A3类 

教育部及辽宁省委高校工

委、省教育厅组织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类其它比赛 

教育部、辽宁省委高校工

委、辽宁省教育厅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0 A3类 
全国大学生思政课微课开

发成果共享大赛 

中国高校经济理论与思政

教改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1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微视频大赛 
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2 A3类 中国机器人大赛 中国自动化学会 
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 

73 A3类 全国机器人锦标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人

足球工作委员会 

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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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74 A3类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

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计算机课程教学

指导委员会等 

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 

75 A3类 大连外国人汉语大赛 

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政

府外事办公室、大连市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 

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 

76 A3类 
辽宁省高校留学生征文大

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 

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 

77 A3类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科技部 科技处 

78 A3类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

作品大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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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筑与设计类 A2 和 A3类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1 建筑 A2类 “中联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中国建筑学会、中国联合工程有

限公司 

2 建筑 A2类 谷雨杯全国大学生可持续建筑设计竞赛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

指导委员会 

3 建筑 A2类 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 

国际太阳能学会、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

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4 建筑 A2类 UA创作奖•概念设计国际竞赛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城市建筑》杂志社 

5 建筑 A2类 
全国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乡村

规划方案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

建设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

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 

6 建筑 A2类 

中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教育年会竞赛

（城市设计、社会调研、优秀作业、论

文等） 

全国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 

7 建筑 A2类 全国小城镇研究论文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

学术委员会、《小城镇建设》杂

志 

8 建筑 A2类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清华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9 建筑 A2类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大学生设计竞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10 建筑 A2类 “园冶杯”风景园林国际竞赛 “园冶杯”国际竞赛组委会 

11 设计 A2类 德国红点奖 德国红点奖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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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12 设计 A2类 德国 if奖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13 设计 A2类 美国 IDEA杰出工业设计奖 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DSA） 

14 设计 A3类 信谊图画书奖 信谊基金会 

15 设计 A2类 韩国 K-Design Award设计奖 韩国设计师协会、韩国设计之声 

16 设计 A2类 亚洲设计学年奖 
亚洲城市与建筑联盟、亚洲设计

学年奖组委会 

17 设计 A2类 Aisa Design Prize亚洲设计奖 韩国设计之声 

18 设计 A2类 苹果年度设计大奖 苹果公司 

19 设计 A2类 中国漫画金龙奖 中国国际漫画节（CICF） 

20 设计 A2类 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工信部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21 建筑 A3类 霍普杯国际大学生设计竞赛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TJU） 

22 建筑 A3类 全国绿色建筑设计竞赛 
深圳市深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深绿设绿色建筑论坛 

23 建筑 A3类 “天作奖”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建筑师》杂志社 

24 建筑 A3类 
艾景奖（IDEA-KING）国际景观规划设计

大奖 
世界人居环境科学研究院 

25 建筑 A3类 规划决策支持模型设计大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12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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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27 建筑 A3类 创意中国设计大奖 
北京中外视觉艺术院、中国创意

同盟 

28 建筑 A3类 LV先锋奖全国高校景观设计作品展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csuc·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

业委员会 

29 建筑 A3类 中日韩大学生风景园林设计大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日本造园

会、韩国造园会 

30 建筑 A3类 

由建筑老八校（清华大学、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举办的全国性不定期赛事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

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

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 

31 设计 A3类 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建筑装

饰协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 

32 设计 A3类 CGD 中国好设计奖 

中国创新设计产业战略联盟、中

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

心 

33 设计 A3类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 

34 设计 A3类 和丰奖全国工业设计大赛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宁

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35 设计 A3类 大连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大连市人民

政府 

36 设计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37 设计 A3类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制造业信息化 

培训中心、中国图学学会、光华

设计发展基金会 

38 设计 A3类 中国大学生原创动漫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动画、数字媒体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9 设计 A3类 靳埭强设计奖全球华人设计比赛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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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科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40 设计 A3类 省部级、全国专业协会以上不定期赛事 
一事一议、提前 6个月提交设计

学院专业指导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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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文体类 A2 和 A3 类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1 文艺 A2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网

全国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宣传部 

2 文艺 A2类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 

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 宣传部 

3 体育 A2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 
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 体教部 

4 体育 A2类 
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 

锦标赛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教育部各单项大学生体育

协会 

体教部 

5 体育 A2类 中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各单项

大学生体育协会 
体教部 

6 体育 A2类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蹴

球比赛（邀请赛、锦标赛） 

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

会、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院校

委员会 

体教部 

7 体育 A2类 
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 

（总决赛）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健美操协会、全国全民

健身操舞推广委员会 

体教部 

8 体育 A2类 
中国大学生轮滑比赛 

（锦标赛）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单项大

学生体育协会 
体教部 

9 体育 A2类 

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 

辽宁省选拔赛暨辽宁省 

大学生足球比赛 

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

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辽宁省教育

学院 

体教部 

10 体育 A2类 辽宁省大学生篮球赛 

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

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辽宁省教育

学院 

体教部 

11 体育 A2类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 
辽宁省民委、辽宁省体育局 体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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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12 体育 A2类 辽宁省大学生田径运动会 

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辽宁

省教育学院 

体教部 

13 体育 A2类 辽宁省大学生排球比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学生素质

发展中心、辽宁省教育学院 
体教部 

14 文艺 A3类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

事主持人大赛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宣传部 

15 文艺 A3类 
辽宁省举办的各类主题征

文、演讲、摄影比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委宣传部、

辽宁省委教育工委 
宣传部 

16 文艺 A3类 
辽宁省高校留学生摄影大

赛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 
宣传部 

17 文艺 A3类 
大连市举办的各类主题征

文、演讲、摄影比赛 

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高校工

委 
宣传部 

18 文艺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艺术展演 辽宁省教育厅 校团委 

19 文艺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 

辽宁省文联、辽宁省教育厅、辽

宁省文化厅、共青团辽宁省委员

会 

校团委 

20 文艺 A3类 
辽宁省高校心理情景剧大

赛 
辽宁省教育厅 学生处 

21 体育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 

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辽宁

省教育学院 

体教部 

22 体育 A3类 辽宁省大学生轮滑比赛 

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辽宁

省教育学院 

体教部 

23 体育 A3类 
大学生 3x3篮球联赛辽宁省

选拔赛 

教育部、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

教育厅、辽宁省学生素质发展中

心、辽宁省教育学院 

体教部 

24 体育 A3类 
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辽

宁省赛区比赛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健美操协会、全国全民

健身操舞推广委员会、全国全民

健身操舞推广委员会辽宁省分会 

体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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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25 体育 A3类 
辽宁省武术文化节暨辽宁

省武术散打比赛 

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辽宁省教育厅 
体教部 

26 体育 A3类 
大连市高校足球比赛（团体

项目） 

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足球协会、

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工作委员会 
体教部 

序号 类别 竞赛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上报单位 

27 体育 A3类 
大连市高校排球比赛（团体

项目） 

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高等院校

体育工作委员会 
体教部 

28 体育 A3类 
大连市高校篮球比赛（团体

项目） 

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高等院校

体育工作委员会 
体教部 

29 体育 A3类 
大连市高校田径运动会（团

体项目、单项） 

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高等院校

体育工作委员会 
体教部 

30 体育 A3类 
省、市级各单项大学生体育

比赛 

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

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学生素质发展中心、辽宁

省教育学院，大连市体育局（含

所属各单项体育协会）、大连市

体育总会、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

工作委员会 

体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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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A2 类学科竞赛（挑战杯竞赛除外） 

奖励计算方法 

 
序号 获奖数量 计算公式 

1 g1≥30 
国家级一等奖单项贡献度为 18/g1，其他奖项不核

算贡献度。 

2 g1<30且 g1+g2≥30 

国家级一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国家级二等奖

单项贡献度为（30-g1)*0.5/g2，其他奖项不核算

贡献度。 

3 
g1+g2<30 且 

g1+g2+g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国家

级三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0.4/g3，其他

奖项不核算贡献度。 

4 
g1+g2+g3<30 且 g1+g2+g3+s1

≥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

变，省部级一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g3)*

0.3/s1，其他奖项不核算贡献度。 

5 
g1+g2+g3+s1<30 且 g1+g2+g3

+s1+s2≥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单

项贡献度标准不变，省部级二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

0-g1-g2-g3-s1)*0.2/s2，其他奖项不核算贡献度。 

6 
g1+g2+g3+s1+s2<30 且 g1+g2

+g3+s1+s2+s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省部级三等奖单项贡

献度为（30-g1-g2-g3-s1-s2)*0.1/s3。 

7 
g1+g2+g3+s1+s2+s3<30 且 g1

+g2+g3+s1+s2+s3+si1≥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大连市级一

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g3-s1-s2-s3)*0.0

9/s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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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数量 计算公式 

8 

g1+g2+g3+s1+s2+s3+si1<30

且 g1+g2+g3+s1+s2+s3+si1+s

i2≥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大连市一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

变，大连市级二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g3

-s1-s2-s3-si1)*0.06/si2。 

9 

g1+g2+g3+s1+s2+s3+si1+si2

<30 且 g1+g2+g3+s1+s2+s3+s

i1+si2+si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大连市一等奖、二等奖单项贡献

度标准不变，大连市级三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

g1-g2-g3-s1-s2-s3-si1-si2)*0.03/si3。 

10 
g1+g2+g3+s1+s2+s3+si1+si2

+si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大连市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 

备注 

参数说明：g1 表示获国家级一等奖数量；g2 表示获国家级二等奖数量；g3 表示

获国家级三等奖数量；s1 表示获省级一等奖数量；s2 表示获省级二等奖数量；s

3表示获省级三等奖数量。si1表示获大连市级一等奖数量；si2表示获大连市级

二等奖数量；si3 表示获大连市级三等奖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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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A3 类学科竞赛奖励计算方法 

 
序号 获奖数量 计算公式 

1 g1≥30 
国家级一等奖单项贡献度为 6/g1，其他奖项不核算

贡献度。 

2 g1<30 且 g1+g2≥30 

国家级一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国家级二等奖

单项贡献度为（30-g1)*0.15/g2，其他奖项不核算

贡献度。 

3 
g1+g2<30 且 

g1+g2+g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国家

级三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0.1/g3，其他

奖项不核算贡献度。 

4 
g1+g2+g3<30 且 g1+g2+g

3+s1≥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

变，省部级一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g3)*0.

08/s1，其他奖项不核算贡献度。 

5 
g1+g2+g3+s1<30 且 g1+g

2+g3+s1+s2≥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单

项贡献度标准不变，省部级二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

0-g1-g2-g3-s1)*0.06/s2，其他奖项不核算贡献度。 

6 
g1+g2+g3+s1+s2<30 且 g

1+g2+g3+s1+s2+s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省部级三等奖单项贡

献度为（30-g1-g2-g3-s1-s2)*0.04/s3。 

7 

g1+g2+g3+s1+s2+s3<30

且 g1+g2+g3+s1+s2+s3+s

i1≥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大连市级一

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g3-s1-s2-s3)*0.04

/si1。 

8 

g1+g2+g3+s1+s2+s3+si1

<30 且 g1+g2+g3+s1+s2+

s3+si1+si2≥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大连市一等奖单项贡献度标准不

变，大连市级二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1-g2-g3-

s1-s2-s3-si1)*0.02/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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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数量 计算公式 

9 

g1+g2+g3+s1+s2+s3+si1

+si2<30 且 g1+g2+g3+s1

+s2+s3+si1+si2+si3≥3

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大连市一等奖、二等奖单项贡献

度标准不变，大连市级三等奖单项贡献度为（30-g

1-g2-g3-s1-s2-s3-si1-si2)*0.01/si3。 

10 
g1+g2+g3+s1+s2+s3+si1

+si2+si3<30 

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省部级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及大连市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单项贡献度标准不变。 

备注 

参数说明：g1 表示获国家级一等奖数量；g2 表示获国家级二等奖数量；g3 表

示获国家级三等奖数量；s1 表示获省级一等奖数量；s2 表示获省级二等奖数

量；s3 表示获省级三等奖数量。si1 表示获大连市级一等奖数量；si2 表示获

大连市级二等奖数量；si3表示获大连市级三等奖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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