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 
 

 

关于举行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业规划大赛决赛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党委统战部，各高职高专院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的

通知》（湘教通〔2020〕101 号）工作部署，现将 2020 年湖南黄炎

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1. 入围决赛的团队，具体名单于网评成绩公示结束后，另行公布。 

2. 邀请各市州教育（体）局、党委统战部赛事分管领导，各市

州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负责人，入围决赛的高职高专院校分管领导

观摩比赛。 

二、比赛时间、地点 

1. 时间：2020 年 10 月 10 日—11 日，10 日报到、熟悉场地，

11 日全天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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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点：主体赛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市雨花区

圭白路 16 号）举行，专项赛在长沙财经学校（长沙市雨花区职教

城路 68 号）举行。 

三、参赛要求 

1．请各地各校做好参赛团队的后勤保障和组织管理工作，切

实保障参赛师生在参赛期间和往返途中的人身财产安全。 

2．各地各校自备防疫物资，并于报到前一日认真审核各参赛

团队成员的通信行程码、居民电子健康码，两码均为绿色的方允许

参赛；决赛期间出入比赛场地须佩戴口罩并配合体温检测，体温正

常者方可进入比赛场地。 

3. 请各参赛团队认真学习决赛规程，严格遵守比赛相关规定，

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4．各参赛团队成员须凭身份证进行检录，检录未通过不得参赛。

如发现在资格上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参赛资格并严肃处理。 

5．为保证大赛公平公正，评委和参赛团队要严守廉洁纪律，

不得收、送礼金礼品（含项目样品）。 

四、其他事项 

1．请参加人员于 9 月 30 日 17:00 前将决赛回执表报至邮箱：

hnzhzjs@126.com，以便大赛安排。 

2．符合主体赛加分条件的团队应填写加分汇总表，于 9 月 30

日 17:00（逾期不予加分）前将汇总表和佐证材料的扫描件一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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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邮箱：hnzhzjs@126.com，报到时须提供佐证材料原件核查，并

提交复印件（在右上角注明参赛序号）。 

3．主体赛现场答辩中需使用的课件，请各团队于 10 月 10 日

报到抽签后，现场拷贝至工作人员电脑中，当场确认播放正常后，

不再更改；报到结束后，不再接受课件拷贝和修改。每个项目课件

（含视频）原则上不得大于 200M，视频格式为 MP4，课件格式为

PPT、PPTX。 

4．各团队决赛期间住宿自理，组委会将推荐协议酒店（酒店

信息另行通知）供选择，有关费用回所在单位报销。所有参赛团队

10 月 11 日的中餐及 11 日下午进入主体赛总决赛团队的晚餐，由会

务统一安排在学校食堂用工作餐。 

5．大赛相关通知将在“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微信

公众号进行发布。 

 

 

 

6．联系人 

主体赛联系人：龚芳， 13187053326；刘姣瑶，15111266045；

张乐琼，18374809347。 

专项赛联系人：匡家兵（高职）13336182347；朱南兴（中职）

1816363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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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 

日程安排  

2．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规程 

3．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 

回执表 

4．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 

（主体赛）项目加分汇总表 

 

 

湖南省教育厅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 

                    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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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日程安排 

 

一、主体赛 

日期 时  间 活动内容 备  注 

10 月 10 日 

09:00-12:00 报到、抽签 
报到时即现场抽签，先到先抽；验收加分佐证材料原件、复印件；拷贝

现场答辩用课件。 

14:00-16:00 熟悉场地、路演设备 熟悉场地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 

10 月 11 日 

08:00-08:30 入场 

赛前检录在候场区进行，凭身份证进行检录。与会人员听从现场志愿者

指引，按抽签顺序依次候场、参赛。 

08:30-11:30 分组赛 

14:00-17:00 总决赛 

17:30-18:30 颁奖 

注：如此表与报到时领取的日程安排表存在出入，请以报到时领取的日程安排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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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项赛 

日期 时  间 活动内容 备  注 

10 月 10 日 15:00-16:00 
报到、座位序号抽签、规

则说明 
请按时报到，过时不候。 

10 月 11 日 

07:30-08:00 学生进场、系统登录 按抽签顺序，依次入座。 

08:00-12:00 决赛 
参加学生必须为通知中入围决赛的人员，中途不得换人、加人； 

整个竞赛过程中，指导教师不得进入竞赛现场。 

14:00-17:00 主体赛总决赛观摩 

请按报到时发放的座次表就坐，保持会场卫生，严禁在会场抽烟、吃

零食和随意走动。 

17:30-18:30 颁奖 

 

注：如此表与报到时领取的日程安排表存在出入，请以报到时领取的日程安排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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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业规划大赛决赛规程 

（主体赛） 

 

一、决赛场次及坐席安排 

1．决赛分中、高职两组进行，分别进行分组赛与总决赛。 

11 日上午为分组赛，组别、出场顺序由报到时抽签决定。

中职分为两组，取每组成绩前 4 名进入下午总决赛；高职组分

为三组，取每组成绩前 3 名进入总决赛。 

11 日下午为总决赛，入围总决赛的中职组 8 支队伍和高职

组 9 支队伍再次路演。 

2．决赛期间，各团队成员（含指导教师）统一在指定的位

臵就坐，比赛期间凭报到时发放的证件出入赛场。 

二、决赛程序 

1．分组赛、总决赛都分别按项目陈述、项目答辩及评审团

评审三个程序进行。 

2．项目陈述：项目陈述时间为 5 分钟，从团队成员以任何

形式（含语言、课件、VCR、表演等）展示项目开始计时。超

时 30 秒以下扣一分，30 秒以上扣 2 分。项目陈述可以借助 VCR、

PPT 等多媒体技术，也可以借助产品功能、特点的演示配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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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解说来呈现，具体形式和内容由各团队自行选择。项目陈述

人数不限，可以是 1 人，也可以团队成员（不含指导教师）中

的多人。 

3．项目答辩：由专家评委提问，参赛团队进行答辩，答辩

时鼓励参赛团队全体成员（指导教师除外）上场。专家评委提

问一般为两个，专家评委提问题及现场答辩时间一般为 3 分钟。

总决赛时，企业代表评委如有意对参赛团队进行提问，可增加

一个提问，并由主持人选择一位有意提问的企业代表评委进行

提问。  

4．评审团评审：答辩结束，现场专家将依据各队表现对项

目进行评分。 

三、评分细则 

1．分组赛评委评分标准 

分组赛共有 25 名评委，每组 5 名评委，赛前抽签决定评委

分组。每位评委 100 分，满分 500 分。 

项目陈述（40 分）。主要考察团队进行创业实践的过程、

成果和收获；考察项目的创新性，实践性和市场价值。 

回答提问（30 分）。主要考察团队成员回答问题的准确性、

连贯性、针对性、对项目的熟悉程度以及团队成员的创业实践

参与度。 

整体表现（20 分）。主要考察团队成员的协作能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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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的融合水平、项目的可操作性等。 

可行性评估（10 分）。综合考察项目在技术、财务、团队、

未来发展四个方面是否可行。 

2．总决赛评委评分标准 

总决赛共有 25 名评委，总分 500 分。其中 5 名专家评委每

人 60 分，共 300 分；20 名企业代表评委每人 10 分，共 200 分。

每场比赛评委所评总和为该团队的最终得分。 

（1）专家评委 

项目陈述（30 分）。主要考察团队进行创业实践的过程、

成果和收获；考察项目的创新性，实践性和市场价值。 

回答提问（20 分）。主要考察团队成员回答问题的准确性、

连贯性、针对性、对项目的熟悉程度以及团队成员的创业实践

参与度。 

整体表现（10 分）。主要考察团队成员的协作能力、项目

与专业的融合水平、项目的可操作性等。 

（2）企业代表评委 

可行性评估（10 分）。综合考察项目在技术、财务、团队、

未来发展四个方面是否可行。 

四、成绩评判 

1．分组赛环节，比赛前 3 个团队不当场公布成绩，待评委

短暂商议后，在第 4 个团队比赛后一并公布，其它团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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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在下 1 个团队比赛结束后公布，以此类推。总决赛环节无

评委商议环节，在每个团队路演结束后直接公布成绩。 

2．中、高职组各组总决赛前 4 名为一等奖；中职组总决赛

5-8 名、分组赛各组 5-6 名为二等奖获奖团队，高职组总决赛 5-9

名、分组赛各组第 4 名为二等奖获奖团队；其余为三等奖。如

分组赛分数相同，则比较网评成绩；如总决赛分数相同，则依

次比较专家评委的总分、项目陈述分、项目答辩分、整体表现

分，分数高者列前。如上述成绩全部相同，且影响到获奖等第，

则由专家对相同分值团队组织第二次答辩，确定获奖等第。 

五、其他事宜 

1．现场答辩时各参赛团队只能使用组委会提供的设备，课

件由团队成员（含指导教师）其中一人操作。 

2．本规程由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组委会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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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业规划大赛决赛规程 

（专项赛） 

 

一、竞赛平台 

本次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专项赛决赛采用《创业

之星》黄炎培大赛专版为竞赛平台，基本功能和内容与目前在

线训练平台一致，总决赛数据规则已经导入比赛设备，各团队

可以通过系统帮助查看。 

二、竞赛设备 

比赛使用的电脑由组委会统一安排提供。每个团队使用两

台电脑，不允许自带电脑进入竞赛现场。 

三、竞赛分组 

本次竞赛分高职组、中职组各分为 2 个竞赛小组进行。每

个竞赛小组 20 支队伍，每组组内进行评分，与其他组之间无竞

争关系。 

四、评分细则 

比赛进行四个季度，每个组别内的团队根据第四季度运营

结束跳转后的综合评价分数（四季度末的分数），减去累计扣

分后的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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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分数计算方法： 

总成绩＝综合表现（A）－累计扣分（B） 

其中： 

    综合表现（A）＝盈利表现＋财务表现＋市场表现＋投资表

现＋成长表现  

    累计扣分（B）＝紧急借款次数×5＋违反赛场秩序扣分 

五、成绩评判 

根据系统分数排名计算比赛成绩。中、高职组一等奖获奖

数目分别为 4 个，二等奖分别为 8 个，三等奖分别为 12 个。从

中、高职组的两个竞赛小组（20 个队伍为 1 小组）中分别计算

奖项，每个小组前 2 名（含并列名次）为一等奖获奖团队；3-6

名（含并列名次）为二等奖获奖团队；7-12 名（含并列名次）

为三等奖获奖团队。 

六、其他事宜 

1．参赛队伍须准时到达比赛现场，迟到 30 分钟以上的队

伍，且无特殊理由者，取消该队参赛资格。 

2．参赛队伍到达比赛场地后，每名参赛队员须出示身份证

以供裁判核查，对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队员取消其参赛资

格。参赛成员仅限参赛学校正式报名的成员，每个团队 3 人，

且必须与报名成员一致，如发现成员不符，将取消相应人员的

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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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团队入场后根据指定的位臵就座，不得随意更换小组

位臵，如遇设备故障经裁判员认可后可更换位臵。 

4．在比赛期间，所有参赛学生应听从裁判安排，不得随意

走动、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比赛期间非特殊情况不能离开现

场。紧急情况下需征得裁判同意后才能离开现场。擅自离开比

赛现场或有关行为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经裁判警告仍不听劝阻

者，每出现一次，比赛最终综合评价成绩将扣减 5 分；情节严

重的将取消比赛成绩。 

5．对于通过非正常手段修改数据以达到提升成绩目的的行

为，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团队的参赛资格和成绩。 

6．为保证比赛按时完成，每一季经营决策均有时间要求。

所有团队要注意比赛的截止时间，及时提前做好各项决策工作。

时间截止，裁判将结束当前任务，对未完成任务的团队将默认

为放弃当前决策操作。 

7．比赛正式开始前 10 分钟，将安排参赛团队对所用竞赛

电脑进行检查，待所有团队成员确定电脑无故障后正式开始比

赛。若比赛中途遇网络故障或电脑故障，团队可申请志愿者或

裁判协助解决。如电脑故障无法解决，将提供备用电脑，中途

花费的时间将补入比赛时间。非系统本身故障，比赛中裁判不

对操作方法、数据规则与显示内容进行任何解释。 

8．所有决策录入电脑完成操作后，裁判不给予任何取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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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决策或返回操作。 

9．对竞赛过程中任何问题有异议，可在比赛结束后向组委

会以书面形式递交。比赛过程中以现场执行裁判长判决为准。 

10．本规程由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组委会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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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业规划大赛决赛回执表 
 

 

 

填表说明： 

1．此表供各市州教育（体）局、统战部、中华职教社、入围决赛高职高专

院校领导报名填写。 

2．请各观摩人员将回执表填好后于 9 月 30 日 17：00 前以 word 格式发送 

至 hnzhzjs@126.com，比赛期间住宿自理。

个人信息 备     注 

姓  名  

 11 日是否需要提供 

中餐 
 

性  别  

单  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mailto:00前发电子邮件到6732204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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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主体赛）决赛回执表 
                        

参赛院校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证书邮寄地址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联系方式  

团队成员 姓  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指导教师 1        

指导教师 2        

领衔人        

队员 2        

队员 3        

队员 4        

队员 5        

填表说明：1．此表供主体赛决赛参赛人员、指导教师填写； 

2．团队成员及指导教师以网上申报评审书中的人员为准，不得调整； 

3．若网上申报评审书中的姓名有错误，须在备注栏注明； 

4．此表用于赛前检录和赛后证书打印，赛前检录时参赛团队须提供全体成员身份证； 

5．此表中的所有内容必须填写完整（包括项目编号，项目编号为网上申报时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如 

ZZ2020001/GZ2020001）； 

6．此表电子档以“项目编号+院校名称”命名，请于 9 月 30 日 17:00 前以word 格式发送至大赛邮箱 hnzhzj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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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专项赛）决赛回执表 
 

参赛院校  团队名称  

证书邮寄地址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联系方式  

团队成员 姓  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指导教师 1        

指导教师 2        

学生 1        

学生 2        

学生 3        

填表说明：1. 供专项模拟赛决赛参赛人员、指导教师填写； 

2. 团队成员及指导教师以决赛名单为准，不得调整； 

3. 若决赛名单中的姓名有错误，须在备注栏注明； 

4. 此表用于赛前检录和赛后证书打印，赛前检录时参赛团队须提供全体成员身份证； 

5. 此表中的所有内容必须填写完整（包括团队名称）； 

6. 此表电子档以“团队名称+院校名称”命名，请于 9 月 30 日 17:00 前以 word 格式发送至相应邮箱，高职组： 

kjb@bster.cn ，中职组： znx@bster.cn。



—18— 

附件 4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决赛（主体赛）项目加分汇总表 
 

项目

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加分类型 分值 备注 

      

      

      

      

      

      

填表说明：  

1. 加分指参赛作品入围决赛后，在决赛现场答辩时具备加分条件的，可以在现场答辩专家评分的基础上适当加分，加分

的原则是就高但不累加。所有申请加分的作品，必须提供佐证材料，能否获得加分由大赛组委会认定，且只能在分组赛环节

加分，总决赛环节不予加分。认定结果将在分组赛前进行公示； 

2. 符合加分条件的项目请将此表及佐证材料扫描件、决赛回执表（附件 3）打包，并以“项目编号+院校名称”命名，于 9

月 30 日 17:00 前以 word 格式发送至大赛邮箱 hnzhzj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