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竞赛名称 级别 主办单位 竞赛时间及地点

1 相关学院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 2019年上半年

2 相关学院 2019年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师技能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嘉应学院，2019年下半年

3 相关学院 广东省 “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团委 广州，2019年上半年

4 相关学院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
分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年上半年

5 相关学院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19年上半年

6 相关学院
“我的中国梦”-“立志·修身·博学·报国”主题
教育活动之“社会调研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年上半年

7 地理与旅游学院 全国高校地理科学专业师范教学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2019年

10月

8 地理与旅游学院 全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国家级 中国地理学会，教育部高校地理科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地点未定，2019年10月

9 地理与旅游学院 全国大学生GIS应用技能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校地理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地点未定，2019年12月

10 地理与旅游学院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测绘学会
测绘教育委员会

地点未定，2019年10月

11 地理与旅游学院 Esri杯中国大学生GIS软件开发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测绘学会
测绘教育委员会

广州，2019年8月

12 地理与旅游学院 百城手冲咖啡大赛 国际级 咖啡爱好者协会 广州，2019年12月

13 地理与旅游学院 国际“工夫茶“冲泡大赛 国际级 中国茶产业协会 深圳，2019年11月

14 地理与旅游学院 万礼豪程酒店管理全国职业挑战赛 国家级 万豪基金中国旅游教育合作项目 上海，2019年3月

15 地理与旅游学院 深港咖啡技能大赛 国际级 咖啡产业联盟 深圳，2019年3月

16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省级、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山东威海大学2019年6月

17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省级 教育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18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第十一届全国教师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
地点待定2019年7月29日-31

日

19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

第六届全国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20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宏达威-东方仿真杯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国家级
全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北大学 2019年3月1日-8
月22日

21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欧倍尔•东方仿真杯”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中南赛区）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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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份，地点待定

22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广东省高校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 省级
广东省化工学会、广东省化工学会高校化学化工专业委员
会

2019年12月份，地点待定

2019惠州学院拟参加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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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广东省生化实验技能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华南农业大学，2019年3月-

6月

24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广东省结构设计大赛 省级 广东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 地点待定，2019年6月

25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全国结构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地点待定，2019年11月

26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27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全国高等院校“斯维尔杯”BIM软件建模大赛 国家级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28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广厦杯“粤港澳门高校结构设计信息技术大赛 省级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29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2019年绿色建筑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绿色建筑协会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30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第七届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学竞赛” 省级 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学竞赛”组委会 地点待定，2019年5月

31 教育科学学院 “华文杯”全国学前教育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专业委员会 待定

32 教育科学学院 第七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学前组)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33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省高校大学生原创心理漫画比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34 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生原创心理主题演讲比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35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省高校大学生原创心理健康公益广告比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36 教育科学学院 惠州市五校联合大学生心理知识竞赛 市级
惠州学院、惠州市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惠州市城市职业学
院、惠州市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惠州市技师学院

待定

37 经济管理学院 “马钢杯”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地点待定，2019年4月

38 经济管理学院
2019第六届全国高校“联盟杯”互联网+虚拟仿真经
营大赛全国总决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委员会、上海高等学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重庆，2019年10月

39 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届“高顿杯”广东省大学生物流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广东省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广东省物流与供应链学会、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广州，2019年4月

40 经济管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智汇杯”多组织企业供应链虚拟仿真经
营决策大赛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地点待定，2019年10月

41 经济管理学院 “新道杯”广东大学生企业 经营模拟沙盘大赛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技厅 广州，2019年11月

42 经济管理学院 “金蝶云管理创新杯”企业运营管理大赛
国家级/
省级

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国家级：2019年4月，初定

上海
省级：广州，2019年12月

43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杯”营销模拟
决策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指委、中国国际贸促
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地点待定，2019年10月

44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指委、中国国际贸促
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会展
经济研究会

地点待定，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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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经济管理学院 海峡两岸大学生外贸模拟商展竞赛 国家级
中国国际贸促委商业行业分会、台湾中华国际经贸研究学
会、台北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

台湾，2019年6月

46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年（新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
国际级/国家

级

全球华人营销联盟（GC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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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中国商业文
化研究会、昆
明市博览事务局

中国地区选拔赛：2019年4
月，昆明

全球总决赛：2019年6月，
新加坡

47 经济管理学院 “科云杯”全国大学生财会职业能力大赛 国家级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地点待定，2019年6月

48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指委、中国国际贸促
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地点待定，2019年6月

49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年全球行销连锁创意企划竞赛 国际级 朝阳科技大学 台湾，2019年12月

50 经济管理学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地点待定，2019年8月

51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杯”流通业经营模
拟竞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指委、中国国际贸促
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地点待定，2019年11月

52 经济管理学院 2019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 国家级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商业行业商会、（国资委）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

地点待定，2019年7月

53 经济管理学院 2019“百蝶杯”全国大学生物流仿真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 地点待定，2019年11月

54 经济管理学院 2019“深创杯”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际级 深圳大学 深圳，2019年12月

55 经济管理学院 2019“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年5月

56 经济管理学院 2019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年9月

57 美术与设计学院
第十六届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 全国
大中学生第七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 待定

58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展、第十一届中国设计红星奖等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待定

59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东省高等学校工业设计比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高等学校工业设计教学指导委员会 待定

60 美术与设计学院
红点设计大奖（Red Dot Design Award），iF设计奖
（ DesignAward）

国际级 德国设计协会、-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 待定

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八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学专业委 待定

62 生命科学学院
“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生
物）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专业委员会 地点待定，2019年10月

63 生命科学学院 全国第三届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委员会、《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
》编辑部

地点待定，2019年11月

64 生命科学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学技能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地点待定，2019年10月

65 生命科学学院 园冶杯风景园林国际竞赛 国家级 亚洲园林协会、园冶杯国际竞赛组委会、中国风景园林网 地点待定，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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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生命科学学院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高等学校生物科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
验师范中心联席会、《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编辑部

地点待定，2019年8月

67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组委会 待定

68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 国际级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组委会 待定

69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认证杯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全球数学认证能力中心 待定

70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 中国数学会 待定

71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泰迪杯全国大学生数据挖掘挑战赛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组委会 待定

72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高校大数据教育创新联盟 待定

73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华文杯”数学创课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学专业委 待定

74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健美操、啦啦操锦标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75 体育学院 2019全国啦啦操联赛（广州站） 国家级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待定

76 体育学院 2019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 国家级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待定

77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足球联赛 世界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78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篮球锦标赛（男、女子乙组；男子
甲组）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79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排球联赛（男子乙组）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0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乒乓球联赛（甲乙组）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1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田径联赛（甲乙组）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2 体育学院
2019年广东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2019年中国大学生
网球锦标赛

省级、国家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3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4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游泳锦标赛/2019全国大学生游泳
锦标赛

省级、国家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5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6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定向越野锦标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7 体育学院 2019广东省大体育舞蹈锦标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88 外国语学院 “华文杯”师范院校师范生英语教学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专业委员会 地点未定，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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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外国语学院 “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 国家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广州，2019年11月

90 外国语学院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演讲、阅读）大赛
国家级
省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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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委员会

北京、广州，2019年11月

91 外国语学院 广东大学生翻译大赛 省级 共青团广东省委学校部 广州，2019年5月

92 外国语学院 广东省“联盟杯”本科高校英语写作大赛 省级
广东省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分委员会
广东省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高校英语写作教学联盟

广州，2019年7月

93 外国语学院 全中国人日语作文大赛 国家级 日本侨报社、日中交流研究所
东京、北京，2019年5月8日

-5月31日

94 外国语学院 日本簿记大赛 国家级 日本全国经理教育协会  大连、日本/每年5月-9月

95 外国语学院 笹川杯作文竞赛 国家级 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科学协会
北京，2019年5月1日-10月

31日

96 外国语学院 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华南赛区预赛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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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2019年5月

97 外国语学院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铂元杯”
国家级/
省级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
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南京、广州，2019年3月-5
月

98 外国语学院 “亿学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技能大赛
国家级/
省级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商务英语研究委员会  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 厦门亿学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每年2月-12月

99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学西渐杯”全国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电视台 待定

100 文学与传媒学院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国家级 浙江师范大学 待定

101 文学与传媒学院 "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专业委员会 待定

102 文学与传媒学院 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 国家级 全国青少年冰心大赛组委会 待定

103 文学与传媒学院 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组委会、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
、 世界中文作家协会

待定

104 文学与传媒学院 全国DV、摄影作品展示活动 国家级 中国教育电视协会 待定

105 文学与传媒学院 青春中国梦·2019南粤大学生语言艺术节 省级
中共广东省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

待定

106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華大學生研究生詩詞大賽 省级 中華大學生研究生詩詞大賽组委会 待定

107 文学与传媒学院 "故乡·说”创作大赛 省级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方言文化影视典藏高校志愿
者联盟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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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文学与传媒学院 全国语文教师“四项全能”竞赛 省级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 待定

109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梦·艺术行才艺大赛总决赛 国家级
中国国际艺术教育教育协会、中国文化艺术联合会、国际
青年艺术家交流学会等

待定

110 文学与传媒学院 全国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 国家级 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北京工商大学 待定

111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省高校图书馆读书活动《习近平用典》读后感征
文

省级 广东省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待定

112 文学与传媒学院 第五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 省级
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待定

113 文学与传媒学院 第九届粤光杯学生影视作品大赛 省级 东莞理工学院 待定

114 文学与传媒学院 第二届“丰湖杯”全国大学生小小说大赛 国家级 广东省小小学会 待定

115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 国家级 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待定，2019年4-5月份

116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SDC英国皇家染色学会服装设计大赛 国家级 英国皇家染色学会 待定

117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外贸跟单+跨境电商职业能力大赛 国家级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纺织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等

待定

118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中国（常熟）休闲装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指导，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中纺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主办

待定

119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中国·织里”全国童装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待定

120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大连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作品征集 国家级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大连市人民政府 待定

121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年全国应用型人才技能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待定

122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中国（大朗）毛织服装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主办，东莞市毛织服装设计师协会 待定

123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世界礼仪服饰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世界礼仪文化中心/上海纺织协会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待定

124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绝设中国虎丘婚纱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待定

125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濮院杯”PH Value中国针织设计师大赛 国家级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国服装设计
师协会

待定

126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第五届“园洲杯"全国休闲服装设计大赛 国家级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 待定

127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年魅力东方中国国际内衣创意设计大赛 省级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 待定

128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世贸.童装巨汇 省级 广东纺织服装教育协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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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大浪杯中国女装设计大赛 省级 中国纺织出版社 待定

130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中华杯国际服装设计大赛 省级 上海服饰行业协会 待定

131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广东省“南粤杯”服装设计师技能大赛 省级 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厅 待定

132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安莉芳“中国国际家居服衣饰原创设计大赛 省级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 待定

133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2019“VGRASS·东华杯”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服装立
体裁剪设计大赛

省级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服装服饰专业委员会 待定

13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蓝桥杯程序设计大赛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
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联合举办

待定

135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程序设计类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待定

136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移动应用创新赛（iOS）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待定

137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 待定

138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商务部 待定

139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待定

140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大学生软件服务外包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待定

141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 国家级 “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设计大赛组委会 待定

142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网络技术挑战赛 国家级 教育部 待定

143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 待定

14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国家级 共青团中央 待定

145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网络安全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146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暨CCPC广东省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待定

147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 待定

148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乌克兰第14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公开赛 国际级 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 待定

149 音乐学院 第十三届广东大中专学生舞蹈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150 音乐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151 音乐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第六届中国民族器乐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152 音乐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第五届大学生声乐比赛（小组唱）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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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音乐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第五届大学生声乐比赛（合唱）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154 音乐学院
第七届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音乐
组）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155 音乐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第四届器乐大赛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广州，2019 下半年

156 音乐学院 万里长城杯国际音乐比赛 国际级 中国音乐理事会 日本大阪，2019下半年

157 音乐学院 中国声乐艺术节广州 省级 中国民族声乐学会 广州，2019 下半年

158 音乐学院 中国声乐艺术节北京 国家级 中国民族声乐学会 北京，2019 下半年

159 音乐学院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国家级 中国音乐家协会 广州，2019 下半年

160 音乐学院 举办第三届孔雀奖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大赛 国家级 中国音乐家协会 广州，2019 下半年

161 政法学院 第七届全国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师范生技能大赛 国家级 教育部 待定

162 政法学院 第三届微视频展播活动 国家级 司法部 待定

163 政法学院 第四届教育部司法知识竞赛 国家级 司法部 待定

164 政法学院 中国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大赛 国家级 清华大学 北京，时间待定

165 政法学院 “求是杯”全国大学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国家级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时间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