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院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创业就业,省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

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科协和省工商联定于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联合举办第二届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已被确定为２０２２年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职教育工匠,双创筑梦想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中共德阳市委

主办单位: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总工会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德阳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德阳市教育局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阳市总工会

德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德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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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福建汇众创新创业研究院 (原青创未来集团有限

公司)

大赛设立组委会,组委会下设竞赛委员会和纪检监察小组.

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竞赛委员会秘书处设

在德阳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三、参赛对象

大赛分中职组、高职组和应用技术型本科组.

１．中职组:中职学校 (含技工学校,下同)在校生.

２．高职组:高职院校 (含技师院校,下同)在校生.

３．应用技术型本科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职业技术大

学 (职教本科)在校生 (不含研究生).

４．五年制高职学生报名参赛的,一至三年级学生参加中职

组比赛,四、五年级学生参加高职组比赛;应用技术型本科院

校、职业技术大学的专科学生参加高职组比赛.

５．２０２２年应届毕业生视同为在校生.

６．参赛学生年龄不超过３５岁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日以后出生).

四、参赛方式

１．本届大赛由各院校组织参赛,不接受个人组队申报,参

赛选手资格和项目由申报院校负责审核.

２．选手以团队方式参赛.每个学校可报１—４个参赛项目,

每队参赛选手３—７名,须为该项目核心团队成员,其中１人为

领衔人.每个参赛项目团队的指导教师１—２名,其中１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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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职教师.参赛选手不得同时参加两个团队的比赛.

３．各参赛团队在本组别内可进行跨学科、跨专业和跨年级

组队,不得跨校组队.

４．已获往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和四川省中华职业

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一、二、三等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

大赛.

五、参赛项目要求

中职组参赛作品为一个创业点子或项目,应用型本科组、高

职组参赛作品为创业项目.

１．参赛项目的选题、核心部分的构思设计、申报评审书的

撰写均由学生完成.

２．参赛项目必须提交大赛组委会要求的全部资料,相关细

节应作详细说明.

３．参赛项目使用他人已经注册的知识产权内容,申报时应

注明出处.

４．凡是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不能如实申报相关材料

和主动声明引用他人成果的,参赛项目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参

赛选手资格不符的,经查实将取消参赛资格.

六、比赛赛制

大赛分校级初赛、省级复赛、省级决赛三个环节.

１．校级初赛由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以学校为单位上报省

级复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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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省级复赛采取网络评审形式,以 «项目申报评审书»(可

从官网下载)和项目PPT 评审的方式;

３．省级决赛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防疫相关政策,采取

现场或在线方式演示和答辩.

七、赛程安排 (时间可能会根据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调整)

(一)校级初赛 (１０月１７日前)

参赛院校完成初赛,遴选优秀项目参加省级复赛,登陆大赛

官网 (网址:https://sczhzjcxcycom),按照要求完成网络申

报工作,申报时限为１０月１７日２４∶００前.平台操作指南官网

可查看.

(二)省级复赛 (１０月下旬)

组委会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网络评审.评审结束后在大

赛官方网站和同心四川、德阳统战微信公众号公示网评成绩.

(三)省级决赛 (１０月底前)

视疫情情况和防疫相关政策采取现场或在线方式进行演示和

答辩.

省级决赛后,从中职组、高职组和应用技术型本科组的获奖

作品中各推荐４个项目 (每所学校各赛道推荐项目不超过２个),

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第六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国赛).

八、奖项设置

大赛设竞赛奖、优秀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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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气奖.

１．竞赛奖.由省级决赛产生,中职组、高职组、应用技术

型本科组各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奖杯及

项目鼓励金.

２．优秀奖.中职组、高职组、应用技术型本科组各设优秀

奖若干,根据网评成绩排名产生 (不含进入决赛的项目),颁发

获奖证书以资鼓励.

３．优秀指导教师奖.评选对象为一等奖项目的指导教师,

颁发证书.其中,一等奖项目的第一指导教师可按程序推荐参评

省五一劳动奖章.

４．优秀组织奖,评选对象为参赛院校、承办单位等,颁发

奖杯.

５．最佳人气奖,中职组、高职组、应用技术型本科组各若

干,根据网络投票产生,颁发获奖证书、奖杯.

九、线上活动

１．“双创筑梦青春有为”———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宣言展示征集活动

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活动细则:

(１)组委会向各参赛院校征集职业教育双创宣言,以 “职业

教育、创新创业、青春风采”为主题,字数控制在３０字以内,

征集截止日为决赛前两天.征集邮箱:sczjscds＠１６３com,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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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件内附学校名称、项目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２)组委会将精选优质宣言形成精选宣言榜,于知名媒体大

赛官方专栏发布.

２．“双创人气之星”网络评选活动

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活动细则:

(１)由组委会收集各决赛项目详细信息,包括图文介绍、短

视频等,并在知名媒体本届大赛官方专栏发布并开通投票.

(２)观众可在投票区浏览参赛作品并在线投票.每个账号每

日可以投十票,投票截止日为决赛前两天.投票成绩将计入决赛

竞赛奖评分,并选出本届大赛最佳人气作品,于决赛现场颁发最

佳人气奖.

十、其他事项

１．大赛不收取报名费与评审费.

２．各参赛院校要加强对赛事的组织领导、参赛项目的指导

和赛事活动的宣传.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深入开展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推动创业项目实践.

３．各参赛院校规范填报 «项目申报评审书»并进行资格审

查,评审书无学校意见的,大赛组委会不予受理.

４．各院校、有关单位应制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严格

按照当地政府和大赛组委会有关要求,全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５．请各参赛院校指定１名校级管理员,于１０月９日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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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官网申请,负责报送本校参赛项目相关资料.

６．大赛奖励证书以系统提交的单位和人员信息为唯一参考

依据 (须和申报书保持一致),请准确填报.

十一、联系方式

１．组委会秘书处

四川省中华职教社

综合咨询　联系人:王忆东　１８５０８５１６１９９

赛事咨询　联系人:刘世杰　１８０３０６１７２４１

活动咨询　联系人:刘雨青　１５６８００５９２０６

２．竞赛委员会秘书处

德阳市中华职教社　联系人:韩玲　１３８８１０８８３０９

３．技术咨询

福建汇众创新创业研究院　联系人:黄晓琳　１３３３８２５０３９１

大赛工作 QQ 群:(二维码如下)

请各参赛院校赛事负责人和校级管理员各１人加入群,便于

工作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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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第二届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校级管理员回执表

院校名称

校级管理员 职　　务

联系地址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QQ

单位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１校级管理员负责在网络平台授权本校团队向省赛提交网评项目.

２请于１０月８日—９日通过平台申请校级管理员,同步上传盖

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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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第二届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评分办法

一、评审书 (省级复赛)评分标准

１．可行性 (２５分).参赛项目是否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领域,是否立足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倾斜;是否对项目成果的技术水平、市场反响等方面进行调

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提出投资建议.

２．创新性 (２５分).参赛项目是否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内容、理念是否新颖.

３．专业性 (２０分).参赛项目涉及的内容与参赛团队成员

所学和擅长的专业业务、个人特长、爱好是否紧密结合.参赛团

队的组合搭配和分工在知识结构上是否科学合理.

４．实践性 (２５分).参赛团队是否具备融资、抵御风险、

公司管理等能力,是否有能力将规划付诸实践.

５．文字表达 (５分).项目书文字简洁,语句通顺,详略得

当,概念、原理、逻辑表述清晰.

二、省级决赛答辩评分标准

１．现场陈述 (６０分).是否能全面且客观地介绍和评价参

赛项目成果及其市场前景;是否对市场调查的情况和结果进行严

密和科学分析,介绍短期和长期整体发展及营销战略;对团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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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清晰的认识;是否有完善且符合实际的企业融资方案,并测

算资本回报;对企业在经营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关键问题是

否进行前期考虑和分析,并附有实质性的对策;是否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陈述.

２．回答提问 (３５分).是否对评委提出的问题要点有准确

的理解,回答具有针对性;能否在评委提问结束后快速回答,且

内容连贯、条理清晰;回答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对评委特别指出

的方面能否做出充分说明和解释.

３．网络人气投票 (５分).大赛期间将举办 “双创人气之

星”网络评选活动,人气投票成绩计入决赛总分.

决赛答辩具体规则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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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大赛官方平台操作指南

第一部分　省赛校级管理员操作指南

校级管理员登录省赛官网,点击 “申请成为校级管理员”,

完成校级管理员信息填写并提交申请.申请审核通过后,将通过

手机短信发送账号密码给校级管理员,校级管理员使用账号密码

登录省赛官网 (https://sczhzjcxcycom),即可授权、审核、

报送参赛项目.

一、操作流程

登录省赛官网———授权学生提交项目———审核项目———报送

项目———提交材料———结束

二、操作方法

(一)登录省赛官方网站

登录省赛官网 (https://sczhzjcxcycom),点击 “管理员

快捷登录”,输入校级管理员账号密码,点击 “登录”,进入赛事

后台.

(二)授权学生提交项目

校级管理员根据本校入围省赛的名单,为每个团队授予提交

省赛项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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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管理员登录省赛官网,点击 “授权/报送”,选择 “报送

管理”,输入参赛项目领衔人的注册手机号 (可批量添加),点击

“授权”.(参赛项目领衔人须先在省赛官网完成账号注册,并将

注册账号的手机号告知校级管理员,校级管理员完成授权后,参

赛项目领衔人方可提交项目.)

(三)审核项目

校级管理员登录大赛官网后,选择 “授权/报送”,点击 “报

送管理”,点击 “审核”时弹出操作框 【通过】、【不通过】(“通

过”表示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表示审核未通过且不能重新

提交),或点击 “退回重新提交”,则学生参赛项目被退回可以重

新提交.

(四)报送项目

查看已经审核的项目,点击 “修改排名”,对参赛项目进行

排名.确认项目排名无误后,点击 “报送”,项目状态显示 “已

审核”“已报送”,即表示完成省赛参赛项目的排名和报送流程.

(五)材料提交

点击 “材料———材料上传”,选择对应的材料,点击 “去填

写”,完成基本信息填写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第二部分　省赛参赛团队操作指南

校级管理员为本校参赛团队授权后,参赛项目领衔人登录省

赛官网 (https://sczhzjcxcycom),提交项目 (申报人须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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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领衔人).

一、操作流程

登录省赛官网、注册个人账号———完善个人信息———校级管

理员授权———填写项目信息 (暂存)———邀请团队成员及导师登

录平台、加入项目———提交项目

二、操作方法

(一)登录省赛官方网站

登录省赛官网 (https://sczhzjcxcycom),点击 “参赛团

队注册/登录”,注册账号,完成登录.

A若您已有账号,填写账号、密码、验证码直接登录;

B若您没有账号,点击 “注册”;

C若您忘记密码,点击 “忘记密码”.

(二)提交项目

第１步 :完善个人信息

登录成功后,点击 “个人中心”,完善个人相关信息.

第２步 :获得提交权限

项目领衔人将注册的手机号告知校级管理员,由校级管理员

进行授权.

第３步 :填写项目信息

点击 “提交省赛项目”,进入参赛界面后填写项目信息;添

加项目领衔人、团队成员、指导老师等相关信息;点击 “上传文

件”,上传项目申报书和项目PPT,点击 “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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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步 :邀请成员和导师

项目领衔人邀请团队成员及导师登录赛事官网,点击 “参赛

团队注册/登录”,进入赛事后台,在弹窗中点击 “加入”.

第５步 :提交参赛项目

团队成员及导师加入项目后,项目领衔人检查项目信息,确

认无误后点击 “提交”.

(三)查看项目

完成项目提交后,在个人资料 “我的项目”中可查看已提交

的项目.

备注:在报名截止日期前且校级管理员未审核、未报送的情

况下,项目领衔人可修改 “已提交项目”的信息.

三、注意事项

(一)录入系统的项目领衔人和团队成员信息须与实际参赛

团队成员一致,并保证无误;

(二)录入系统的团队成员和导师需登录系统加入项目,项

目领衔人才能提交项目;

(三)时间截止后,系统将自动关闭,无法提交参赛项目;

(四)推荐使用３６０极速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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