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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1 年“华骐-中旭杯”

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我省生态环境行业高质

量发展，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充分发挥学科竞赛在挖掘大

学生创新潜力方面的优势，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习惯，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鼓励和

支持更多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经研究，

决定举办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

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安徽理工大学、安徽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协办单位：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旭环境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高潜水位矿区水土资源综合利用与生态保护工

程实验室

1．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宫能平 安徽理工大学副校长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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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张尔桂 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

方贤文 安徽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吴祥为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王 健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万双 安徽中旭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启蒙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院长

委 员：

胡毅清 安徽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陈孝杨 安徽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校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估中心主任

石先阳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

胡好远 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院长

高建纲 安徽工程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

钱付平 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谢发之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副院长

李 峰 淮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张元广 安庆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

李孝良 安徽科技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俞志敏 合肥学院生物食品与环境学院院长

朱双杰 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

王顺昌 淮南师范学院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佘新松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黄 润 皖西学院环境与旅游学院院长

张海洋 宿州学院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院长

戚晓明 蚌埠学院土木与水利水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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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志 池州学院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主持）

卲 玲 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蔡建安 马鞍山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2.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花日茂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主任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委 员：

石先阳 安徽大学 教授

张 震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张云华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吴祥为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唐 海 安徽工程大学 教授

盛广宏 安徽工业大学 教授

朱曙光 安徽建筑大学 教授

周葆华 安庆师范大学 教授

肖 新 安徽科技学院 教授

刘 飞 淮北师范大学 教授

王友保 安徽师范大学 教授

胡友彪 安徽理工大学 教授

闵凡飞 安徽理工大学 教授

刘 银 安徽理工大学 教授

高良敏 安徽理工大学 教授

武慧君 安徽理工大学 教授

王兴明 安徽理工大学 副教授（兼专家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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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仲裁与监督委员会

主任：

陈 楠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主持）

副主任：

潘成岭 安徽理工大学环境友好材料与职业健康研究院

（芜 湖）执行院长

连宏伟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贾 伟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纪检委

员

4. 秘书处

秘书长：

陈孝杨 安徽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校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估中心主任

副秘书长：

张世文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副院长

范廷玉 安徽理工大学人事处副处长

成员：

张士林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团委书记

曾 建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学办公室副主任

张治国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葛建华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环境与给排水工程

系副主任

郑永红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环境与给排水工程

系副主任

崔红标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查甫更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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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孝坤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文 豪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刘 英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朱敬林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张百川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逄妮妮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师

赵海霞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辅导员

魏丹丹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辅导员

开晓莉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辅导员

冯 宇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辅导员

李 悦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辅导员

大赛秘书处设在安徽理工大学教务处和地球与环境学院教学办

公室，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

二、竞赛内容和方案

（一）竞赛内容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家园为主题，围绕循环经济、固废资源化、污染防治与生态

环境修复、低碳减排等方面设计参赛作品。各高校参赛作品必须是近

两年内完成的作品。比赛分新产品研发、新工艺设计(新技术、新工

艺)、创意设计（含理论探索、创业规划等）、新媒体产品设计（含

动漫、短视频等）四个组别进行。

（二）竞赛方案

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部分。

1.初赛

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完成。

2.复赛



6

由各高校在学校初赛的基础上，提交作品（作品组别由各校自

定）。各高校将推荐作品的《参赛作品申报书》电子版（附件 1）发

送至大赛组委会秘书处，邮箱：gejianhua13@163.com，标题注明：

学校+作品编号。各校提交不超过 8 个作品，承办大赛的高校可增加

推荐 2 个团队的作品。复赛采用线上评审方式进行，组委会将参赛作

品进行分类整理，并邀请相关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定，推荐决赛作

品名单。

3.决赛

入围决赛作品需提交完整的实验报告、作品实物及实物图片（jpg

格式）、答辩用 PPT 等（时长 5 分钟，报到时交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决赛采取现场封闭匿名答辩的方式，专家现场评分。根据成绩排序，

产生奖项。

三、参赛作品及要求

1. 参赛作品提交要求

（1）研发类作品需提交样品实物及产品研发报告，工艺设计类提

交设计方案，创意类提交理论支撑或创业规划书，以参加决赛答辩。

（2）新媒体产品设计（含动漫、短视频等）作品提交要求

①微视频时长不得超过 5 分钟，以 30秒、1分钟、2分钟，5分

钟为最佳时长；②题材：不限，剧情短片、纪录片、动画片等均可；

③格式：画面质量要求最低为 1920×1080（高清），上传视频格式

为 mpg、avi、mp4 等。码率>4M，画面比率：16:9，帧率：25，字幕：

简体中文；④内容：表达完整，结构清晰，不加入任何商业广告，作

品中不得出现违背社会公德、侵犯他人隐私及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

或规定的内容。

新媒体产品设计主要以视频资料提交大赛进行评审。

3. 各类参赛作品均以原创性为主要标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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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民族文化传统、行业规范等要求。

4. 参赛作品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品制作过程应

体现出生态环境专业的专业技能、创新性和艺术性。

5. 所需物料、设备由参赛单位或者个人自行解决。鼓励利用企

业现有条件进行研发。

6. 作品的保密性：参赛作品对社会公开，作品所有权属作者个

人所有；需申请专利的作品建议申请专利后进行申报，费用自理。

四、时间安排

10月 11 日-10 月 28 日，初赛。

10月 30 日前，提交《参赛作品申报书》。

11月 5日-11 月 10 日，复赛。

11月 21 日，决赛。

五、竞赛作品

竞赛作品包括：申报书和附件材料、展板材料、作品实物、视频

资料等。

六、竞赛规则

（一）报名资格

安徽省高等学校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大学生，参赛资格须由

所在学校确认。

（二）报名要求

每支参赛队伍由 1 名指导老师和不超过 5 人的参赛学生组成，

指导老师必须是参赛队所在学校的正式在编教师。

（三）赛前准备

报名队伍需围绕科学技术问题，组建团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进行比赛。

（四）比赛期间



8

逐步完成申报书、附件材料、展板材料、作品实物、视频资料等；

各参赛队伍按要求上传材料后，组织专家进行网络评审。根据网络专

家评审的成绩，确定参加决赛的参赛队伍。决赛采取现场答辩方式，

专家现场评分。

本次竞赛根据复赛评审成绩前 15%进入决赛。根据现场答辩成绩

排序，产生奖项。

（五）成绩公布

决赛成绩由组委会现场公布，无异议后，上报安徽省普通本科高

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由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

员会发文公布获奖名单。

七、竞赛环境

初赛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完成。复赛采用电子材料，以邮件方式网

上评审。决赛在安徽理工大学进行，采用封闭匿名答辩的方式。

八、成绩评定

（一）评分标准

大赛评审专家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参赛

作品进行审查和评审，着重从选手作品的创新性、研发过程的严谨性、

产品的实用性、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及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进行考察和

评审。具体如下：

（1）创新点 40分

（2）研发（或制作）过程 20分

（3）作品说明 20分

（4）设计方案及方案的依据或试验结果 20分

评审专家重在对整个研发（或制作）过程的评价，如工作量、技

术、结果、真实性等。在所有资料中均不能出现参赛队伍信息，包括

校名、队名、学生及老师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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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分方法

每个作品均由 5 位专家评审，成绩为专家的平均分。专家评审

结束后，要求每位专家在成绩单签字，第一时间内发到竞赛秘书处，

由秘书处存档，以备审核和查阅。

九、奖项设定

组织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参加复赛的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特

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分别占参赛作品数的 10%、20%、

30%和 35%；

获得大赛特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确定为优秀指导教师，颁发证

书。

申请优秀组织奖的高校须提交初赛工作总结，组委会根据各校初

赛工作组织情况评定优秀组织奖。

十、赛项安全

赛事安全是竞赛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是赛事筹备和运行工

作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赛项执委会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

期间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

（一）生活条件

竞赛决赛阶段在安徽理工大学进行，决赛承办单位将协助安排各

参赛队伍入住周边宾馆、酒店。

（二）组队责任

各参赛学校负责为参加决赛的学生和教师集体购买保险，行前提

醒师生注意人身、财产和交通安全。

（三）应急处理

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赛项执委会，同

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赛项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上

报大赛组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赛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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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决定。事后，赛项执委会应向大赛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四）防疫措施

根据《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第四版）》和安徽理工大学防疫要求进行，详见《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决赛前两周内发送之各参赛队）。

（五）处罚措施

设立仲裁委员会，并设立投诉和撤销、奖项公示和举报制度。经

查实竞赛项目有弄虚作假的，将取消原获奖项并在竞赛网络平台上公

示。其余情况视情节轻重，通报各参赛高校，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十一、竞赛须知

请各参赛高校填写《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

环境创新创业大赛参赛作品申报书》（附件 1）、《2021 年“华骐-

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汇总表》（附件 2）、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参会

回执》（附件 3），并于 10月 30 日前发送给组委会办公室。参赛队

由所在学校统一向赛会组委会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创作作品的选

手和指导老师应在报名表中按序填写，每支参赛队选手的专业和年级

不限。

本项赛事不收报名费，但作品制作费用、参赛交通食宿费用由参

赛学校自理。

参加决赛的各参赛队员及指导老师（因疫情防控需要，各校领队

教师 1 人，每件作品指导教师 1人，每件作品学生 2人）抵达决赛现

场后，请各校学生和指导老师到指定酒店报到登记、校验信息、拷贝

文件、领取材料袋及参赛证、签署承诺书等签到工作。指导老师签到

时，若有本校校级或学院领导来观摩比赛，请一并签到，以便组委会

尽早做出相应安排。报到后入住酒店，各校自行承担住宿费用。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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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高校领队和指导教师提前预定酒店。

参加决赛的各参赛团队报到时必备资料：

（1）决赛作品纸质申报书复印件 5 份，附件材料 1 份（均须匿名）；

（2）自行制作匿名展板材料（易拉宝：80cm×180cm）；

（3）演讲用 PPT（时长 5 分钟）。建议使用 PowerPoint 03 或 07

版本，不要使用太高版本，不要使用 WPS 格式，文件大小不超过 1G，

尽量不要使用非常规字体，如必须用，请将所需字体压缩包和 PPT 同

时拷贝给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测试。并说明详细情况，PPT 文件不要

有特殊软件打开。

（4）作品实物及其他需要提交材料（如有大件作品请提前沟通会

务组）。

若因疫情影响导致竞赛时间或安排调整，组委会将另行通知。

十二、申诉与仲裁

对于不符合竞赛规定的事宜，有失公平的评判，以及工作人员的

违规行为等，参赛队可提出申诉（在答辩结束后 60 分钟内提出，超

过时效不予受理）。申诉时，应递交由参赛队领队签字认可的书面报

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的人员、申诉依据

与理由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充分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或仅凭主观臆断

的申诉不予受理。

竞赛秘书处严格按照赛事规程组织大赛，竞赛期间若出现有失公

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或发生有关大赛的争议事项可申请仲裁。具

体仲裁程序为：由争议方以书面形式向大赛仲裁委员会提交报告，经

大赛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出据仲裁决议书。该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三、竞赛观摩

竞赛决赛阶段为封闭式答辩，不设置现场观摩区，非竞赛人员和

指导教师不能进入赛场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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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竞赛宣传

本次比赛的宣传工作由组委会秘书处负责，通过安徽理工大学网

站、安徽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

合作委员会 QQ或微信工作群等途径进行宣传。

十五、竞赛联系方式

葛建华，电话：18715699964，Email：gejianhua13@163.com

逄妮妮，电话：19855040528，Email: 1562165353@qq.com

王兴明，电话：13675549324，Email：841243878@qq.com

曾 建，电话：15755404085，电话：0554-6633251

竞赛工作 QQ 群：326253942

附件：

1.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作品申报书.doc

2.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

报名汇总表.doc

3.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赛

参会回执.doc

mailto:gejianhua13@163.com
mailto:841243878@qq.com


附件 1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

创业大赛参赛

作品申报书

参赛学校：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申报日期：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制

二 O 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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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作品基本情况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所在院校

专业、年级

指导老师

专利申请情况 已申请 准备申请 不申请

联系电话、邮箱

属原创作品

声明签字

推荐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团体创作，作者姓名最多可填 5人，颁奖时，仅对排名第

一的创作人颁奖，其他创作人仅颁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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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作品报告书

作品名称

创作背景

（限 400 字）

作品简介

（限 800 字）

研发（或制作）过程(原理、工艺流程等)

作品说明（作品研发过程、生产工艺说明等）

设计方案及方案的依据或试验结果

创意方案说明

创新点

（限 300 字）

附件材料

清单：

附件材料包括：作品实物、图片、设计工艺图等其它材料。作品报告

书：产品研发类提交研发报告书；工艺创新提交工艺创新设计报告；

创意类提交创意策划书；新媒体产品设计（含动漫、短视频等）提交

视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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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大

赛报名汇总表

序号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联系电话、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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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华骐-中旭杯”安徽省大学生生态环境创新创业

大赛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职务/职

称

手机 邮箱

QQ号 微信号

预计参加

人数 学生： 人；教师 人。

住宿安排
标间（学生）： 间

标间（老师）： 间

入住时间： 月 日

返程日期： 月 日

其他

要求

会议回执联系：逄妮妮，电话：19855040528
葛建华，电话：18715699964

Email：gejianhua13@163.com

请于 2021年 10月 30日前将参会回执发至邮箱 gejianhua13@163.com，

以便安排食宿等事宜。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 2021年 10月11日发

抄送：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