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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大 学 文 件
烟大校发〔2020〕35 号

关于印发《烟台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现印发《烟台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管理办法（修订）》，

请遵照执行。

烟台大学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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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大学生学科竞赛是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

动，是高校实践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的有效手段；其

目的在于推动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激励大学生主

动学习、拓展知识面，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

养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第二条 学校鼓励学生和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活

动。为提高竞赛水平，促进竞赛组织与管理工作更加有序化、

制度化、规范化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竞赛类别与范围

第三条 大学生学科竞赛是指各类与学科教学关系密切

的竞赛活动。本办法所指大学生学科竞赛包括：由国家、省有

关主管部门及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企业或行业学会、学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在校大学生参

加的常设性竞赛。

（一）国际级学科竞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

术团体组织的国际性学科竞赛。

（二）国家级学科竞赛：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国

务院其它部委牵头组织的全国性竞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

的高校本科竞赛排行榜内的竞赛。

（三）国家学会级学科竞赛：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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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科竞赛。

（四）省级学科竞赛：指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或省级学术团

体组织的全省性学科竞赛。

（五）校级学科竞赛：以学校名义组织并行文公布的全校

性学科竞赛。

第四条 为便于管理，本办法将所有竞赛项目分为 5 类：

国际级、国家级、国家学会级、省级（含省各级协会或学会举

办的比赛）和校级竞赛，竞赛类别和竞赛项目详见附件 1。

第五条 学校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对竞赛项目进行评估，根

据竞赛水平对级别进行调整。

第六条 学校主要提供国际级和国家级竞赛的经费支持，

其他级别学科竞赛的参赛费用由参赛学院承担。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七条 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由教务处统一负责，学生工

作处、校团委、研究生处负责所属竞赛的组织管理工作，相关

学院（中心）组织实施。

第八条 学校学科竞赛领导小组

组 长：主管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副校长

副组长：教务处处长

成 员：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研究生处、财务

处、各二级学院（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第九条 学科竞赛领导小组职责

（一）教务处职责

负责收集、公布各类学科竞赛的信息，审核各类竞赛文件，

确定并协助竞赛承办单位组织参加；审查校内各项竞赛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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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监督、审核竞赛经费的使用情况；核算指导教师的教研业

绩赋分；审定获奖等级；整理、归档竞赛相关的资料等。

（二）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研究生处职责

会同教务处负责参赛学生的组织和管理，负责所属学科竞

赛的组织管理工作。

（三）财务处职责

审核学科竞赛经费预算，并报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

查，做好学科竞赛经费的监督和保障工作。

（四）各相关学院（中心）职责

负责学科竞赛的具体实施，面向全校相关专业的大学生。

1.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学科竞赛组织与实施细则，明

确本单位学科竞赛负责人，并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

2.学科竞赛负责人具体负责本单位承办的学科竞赛组织

与实施，包括：竞赛信息收集、竞赛申报（经费预算、特殊情

况报备）、宣传、报名、确定指导教师、安排赛前培训及参赛

过程、购买保险等各项工作。

3.宣传动员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认真做好参赛人

员的选拔工作；可根据报名人数，采取预选赛等方式进行选拔，

保证优秀人才和作品的脱颖而出。

4.协调、提供赛前训练和参赛所需的必要设备、仪器、耗

材和场地。

5.做好竞赛相关材料、设备的管理使用。

6.及时上报竞赛实施情况、竞赛结果及相关材料。

第十条 指导教师职责

1.协助承办单位进行参赛学生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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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竞赛培训（辅导）方案，并组织实施。

3.按照竞赛组委会和学校的要求，完成竞赛各环节。

4.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做好参赛人员储备

和梯队建设，保证参赛连贯性。

第四章 竞赛过程与管理

第十一条 竞赛过程管理

1.凡列入到学科竞赛类别表的项目，各承办单位应于赛前

将《烟台大学校外学科竞赛申报表》（附件 2）等材料提交到

教务处，经教务处批准后予以实施。

2.竞赛工作由学院（中心）分管领导总负责，落实专人负

责竞赛的宣传、组织、报名与参赛工作，落实竞赛指导教师，

提供竞赛培训所需设备与场地。

3.竞赛负责人和指导教师负责选拔、培训参赛学生，制定

详细的培训计划，开设相应的竞赛课程，做好参赛的各项具体

工作。培训时间不能与学生上课时间相冲突。

4.各类学科竞赛结束后，竞赛负责人需及时上交竞赛总结

表（附件 3），并在教务系统中的学科竞赛管理模块填写获奖

信息。

第十二条 学科竞赛成果，其知识产权归烟台大学所有。

第十三条 校级学科竞赛的管理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开展，活跃校园的

学术氛围，同时也为参加校外竞赛做准备，在不影响正常教学

的前提下，学校鼓励各教学单位举办校内学科竞赛。

1.凡需列入校级学科竞赛的项目，应有固定的竞赛名称和

广泛的参与面，有固定的承办单位和竞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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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承办单位填写《烟台大学校级学科竞赛申报表》（附

件 4），经教务处和主管校领导批准后予以实施。

3.承办单位要精心组织，将详细的竞赛计划方案、目标、

竞赛程序、评分标准、经费预算和奖励方式等上报教务处。

4.根据报名人数，可采用预赛、复赛等方式进行，合理安

排各档赛事。

5.校级学科竞赛结束后，主办单位应填写《烟台大学学科

竞赛总结表》（附件 3），附本次竞赛获奖（选拔）名单，统一

交到教务处归档。其中，获奖证书经教务处审核后，由承办单

位以学校名义统一印制发放。

第五章 竞赛经费和教研业绩赋分

第十四条 学校设立学科竞赛专项经费，实行项目管理，

严格按预算执行。鼓励学院多渠道筹集经费，提供赞助的企事

业单位经学科竞赛领导小组同意，可获校级竞赛的冠名权。

第十五条 国际级和国家级竞赛活动所需的材料费、报名

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由学校、承办单位和参赛学生所在

学院共同分担。学校鼓励各承办单位举办国际级、国家级竞赛

对接的校内选拔赛，并予以资金支持。国家学会级、省级竞赛

活动所需的费用由承办单位和参赛学生所在学院解决（学校拨

给学院的经费包含学科竞赛经费）。

第十六条 根据《烟台大学教研科研业绩量化计分办法》

的规定，对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奖队伍（个人）的指导教师给

予相应的教研业绩，相关要求和量化标准如下：

1.国家级竞赛内的各分区赛事（如华东赛区）按照国家学

会级进行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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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专业类）只奖励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非英语专业）只奖励特等奖和一等奖。

3.体育类比赛对前八名进行赋分，第一名按特等奖赋分，

第二、三名按一等奖赋分，第四、五名按二等奖赋分，第六、

七、八名按三等奖赋分。

4.非专业类演讲、征文、辩论、摄影、篆刻、书法等项目

不属于学科竞赛范畴，不予以赋分。

5.同一项目在同一比赛中多次获奖，均以最高奖励计分，

不重复赋分；指导教师奖励以此为准，学校不再发放课时补贴。

竞赛项目 级别
赋分分值

特等奖
一等奖

（金奖）

二等奖

（银奖）

三等奖

（铜奖）

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

国家级 50000 30000 10000

省级 5000 2000 1000

校级 200 100 50

“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国家级 50000 30000 10000 6000

省级 5000 2000 1000 500

校级 200 100 50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

创新大赛、山东省

工业设计大赛

省级

（省长杯）
1000 800 600

校级

（市长杯）
200 100 50

普通竞赛

国际级 5000 3000 2000 1500

国家级 1200 1000 600 400

国家学会级 600 400 300 200

省级 300 200 1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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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组织参

加其它各种类型的大学生学科竞赛。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烟台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管理办法》（烟大校发

〔2018〕3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烟台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类别表

2.烟台大学校外学科竞赛申报表

3.烟台大学学科竞赛总结表

4.烟台大学校级学科竞赛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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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办公室 2020 年 9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