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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行政〔2021〕272 号

合肥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科竞赛指导教师

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一、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建设，切实

加强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增强创新创业能力，激励更多

教师投入我校大学生素质拓展的工作，充分发挥学科和技能竞赛

在人才培养中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

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教高〔2018〕2 号）、《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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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和《安徽省

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管理的意见》（皖

教秘高〔2020〕67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特修订本办法。

第二章 赛事认定

二、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部分

A、B类项目列表》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普通高等大学生竞

赛排行榜内竞赛项目名单》，选取全国院校有重大影响的赛事，

同时体现我校办学特色，建立《合肥学院“学院标杆 专业品牌”

创新创业学科竞赛一览表》（见附件，以下简称竞赛一览表），

并不定期更新竞赛一览表。

三、综合性赛事和学院标杆赛事的华东区域或安徽省级赛事

按照专业品牌赛事进行奖励。

第三章 奖励认定

四、学校每年安排专项奖励经费，列入学校年度预算，奖励

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当年应付奖励总额超过专项奖励经费总额，

按应付奖励总额除以专项奖励经费总额，等比例缩减进行实际奖

励。

五、指导教师的奖励认定优先以比赛主办单位下发的相关获

奖文件为准；若无，则以学生获奖证书上注明的指导教师姓名为

准。

1.指导教师奖励对象为本校在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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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奖证书上排名第一的教师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小

组奖励分配由内部自行决定。

3.同一学生或团队的同一作品，参加同一赛事不同级别的比

赛，只奖励一次最高等次获奖。

4.同一赛事每位指导教师，只选取二次获奖给予奖励。

六、申报奖励由二级学院提供获奖文件材料，指导教师提供

学生获奖证书材料，教务处、研究生处审核材料后，经认定后给

予奖励。

第四章 奖励标准

七、学校综合性赛事奖励标准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励标准（奖励

单位为元，下同）

荣誉等级 奖励金额

冠军、亚军、季军 150000

金奖 80000

银奖 30000

铜奖 15000

单项奖 15000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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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等级 奖励金额

特等奖 70000

一等奖（金奖） 50000

二等奖（银奖） 20000

三等奖（铜奖） 10000

单项奖 10000

八、学院标杆赛事和专业品牌赛事奖励标准

荣誉等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学院标杆赛事 15000 10000 5000 3000

专业品牌赛事 2500 2000 1000 500

第五章 附则

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合肥学院第二课堂指导

教师奖励办法（试行）》（院行政〔2014〕200 号）同时废止。

十、本办法由教务处、研究生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负责解释。

合肥学院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合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年 1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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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学院“学院标杆 专业品牌”创新创业学科竞赛一览表

序号 学科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综合性赛事

1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等部委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教育部等部委

3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教育部等部委

学院标杆赛事

1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3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4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5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6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7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际计算机协会（ACM）

8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9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10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11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12 全国大学生原创动漫大赛 教育部

13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14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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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全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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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16 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教育部、财政部“质量工程”支持

专业品牌赛事

1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含省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

2 安徽省机器人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3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含省赛）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

4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含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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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育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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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创意赛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6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7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含省赛） 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安徽省教育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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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含省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安徽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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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含省赛）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

11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含省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

国力学学会、周培源基金会、安徽省教育厅

12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含省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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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教育厅

13 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14 安徽省高校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15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CULSC）-生命科学竞赛、生命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生物学课程教指委、生物科学类

教指委、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类教指委、食品科学与

工程类专业教指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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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安徽省大学生化学竞赛 安徽省教育厅

18 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19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含省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广东

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厅

20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中国电子视像

行业协会

21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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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安徽省大学生环境设计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23 安徽省大学生财税技能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24 安徽省大学生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25 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含省赛） 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组委会/安徽省教育厅

26 安徽省大学生财会技能创新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27 安徽省大学生金融投资创新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28 安徽省大学生原创文学新星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29 安徽省大学生微电影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30 全省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大赛 安徽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31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部人才交流中心

32 大学生英语竞赛（含省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

33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大学生德语辩论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分委员会

34 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日本华人教授会议、日本经

济新闻社

35 安徽省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36 中国（安徽）大学生茶文化创新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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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全国大学生GIS应用技能大赛/全国高校GIS技能大赛（含省赛）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等/安徽省教育厅/安

徽省人民政府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安徽省地理信息

中心、安徽省科协

38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会展专业创新创业实

践竞赛、国际贸易竞赛、创新创业竞赛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商业行业分会

39 安徽省高等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安徽省教育厅

40 安徽省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41
“新时代·新思想·新青年”安徽省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成果大赛
安徽省教育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