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6 年度杭州师范大学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

1、一类项目

序

号
赛项名称 级别

决赛

时间
承办单位

1 医学竞赛 国家、省 3月 医学院

2 程序设计竞赛 国家、省 4月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3 电子商务竞赛 国家、省 5月 阿里巴巴商学院

4
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

赛（服务外包创新应用竞赛）
国家、省 6月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5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国家、省 7月

教务处

校团委

6 广告艺术竞赛 国家、省 7月 美术学院

7 智能汽车竞赛 国家、省 7月 理学院

8 化工设计竞赛 省 8月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9 电子设计竞赛 国家、省 8月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10 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省 9月 理学院

11 力学竞赛 省 10月 理学院

12 职业生涯规划竞赛 省 10月 学生处

13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竞赛 国家、省 10月 校团委

14 摄影竞赛 省 10月 美术学院

15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省 11月 经亨颐学院

16 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 省 11月 教育学院

17 英语演讲和写作竞赛 省 11月 外国语学院

18 统计调查方案设计竞赛 省 11月 理学院

19 工业设计竞赛 省 11月 文化创意学院

20 生命科学竞赛 省 11月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21 财会信息化竞赛 省 11月 经济与管理学院

2、二类项目

序号 竞赛项目 级别 承办单位 备注

1 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 省 法学院 17 年为一类

2 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 省 人文学院 17 年为一类

3 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省 教育学院 18 年为一类

4 大学生化学竞赛 省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

院
18 年为一类

5 大学生护理竞赛 省 医学院 18 年为一类



6 大学生经济管理案例竞赛 省 经济与管理学院 18 年为一类

7 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 省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 年为一类

8 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竞赛 省 理学院 19 年为一类

9
大学生企业经营沙盘模拟

竞赛
省

经济与管理学院

阿里巴巴商学院
19 年为一类

10
Robocup 杯中国机器人大

赛
国家 教育学院

11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
国家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12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
国际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13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美国赛）
国际 理学院

14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

（饭店服务、旅行社服务）

大赛

国家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
浙江省大学生日语演讲比

赛
省 外国语学院

16 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国家 外国语学院

17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国家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

院

18
“创青春”中国青年互联

网创业大赛
国家 校团委

19

中国技能大赛商业行业会

展专业竞赛暨全国商科院

校技能大赛会展专业竞赛

国家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 大学生原创动漫大赛 国家 文化创意学院

3、三类项目

序号 竞赛项目 级别 承办单位

1 “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国家 外国语学院

2
“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华东赛

区
省 外国语学院

3 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 国家 法学院

4
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旅

游信息化创新应用
国家 经济与管理学院

5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TI

杯）
国家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6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国家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7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国家 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8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

能竞赛（华东分区赛）
国家 医学院



9
全国医药卫生管理专业本科生毕

业论文(设计)竞赛
国家 医学院

10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

赛
国家 经亨颐学院

11 食品安全科普公益大赛 国家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12 全国设计大师奖 国家 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