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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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 

1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省 学生处 

2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 国家、省 校团委 

3 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国家、省 阿里巴巴商学院 

4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家、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5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省 数学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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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 大学生广告艺术竞赛 国家、省 美术学院 

8 大学生医学竞赛 国家、省 临床医学院 

9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国家、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0 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国家、省 物理学院 

11 大学生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国家、省 经亨颐教育学院 

12 大学生英语演讲、写作竞赛 国家、省 外国语学院 

13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国家 阿里巴巴商学院 

14 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国家、省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15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国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6 大学生网络与信息安全竞赛 国家、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7 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国家、省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18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国家 教务处 

19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国家 物理学院 

20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国家 阿里巴巴商学院 

21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

中国赛 
国家 经亨颐教育学院 

22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国家 经亨颐教育学院 

23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国家 音乐学院 

24 大学生力学竞赛 省 物理学院 

2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省 学生处 

26 大学生摄影竞赛 省 美术学院 

27 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 省 经亨颐教育学院 

28 大学生统计调查方案设计竞赛 省 数学学院 

29 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 省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30 大学生财会信息化竞赛 省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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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 省 沈钧儒法学院 

32 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 省 人文学院 

33 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省 经亨颐教育学院 

34 大学生化学竞赛 省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35 大学生护理竞赛 省 护理学院 

36 大学生经济管理案例竞赛 省 经济学院 

37 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 省 经济学院 

38 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竞赛 省 物理学院 

39 大学生企业经营沙盘模拟竞赛 省 经济学院 

40 大学生理论知识竞赛 省 校党委宣传部 

41 大学生智能机器人创意竞赛 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42 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 省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43 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省 美术学院 

44 大学生会展策划创意大赛 省 经济学院 

45 大学生金融创新大赛 省 经济学院 

46 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 省 体育学院 

47 大学生工程综合能力竞赛 省 经济学院 
48 大学生艺术节活动 省 音乐学院 

2、二类项目 
序

号 
竞赛项目 级别 承办单位 

1 
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

大赛 
国家 基础医学院 

2 大学生企业经营沙盘模拟竞赛 国家 经济学院 

3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国家 经亨颐教育学院 

4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赛） 国际 数学学院 

5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饭店服务、旅行

社服务）大赛 
国家 经济学院 

6 浙江省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 省 外国语学院 

7 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国家 外国语学院 

8 中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 国家 校团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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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10 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 国家 沈钧儒法学院 

11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国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

作品展 
国家 美术学院 

13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华东分区赛） 
国家 

临床医学院 

14 全国医药卫生管理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 国家 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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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竞赛 

15 浙江省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个人赛） 省 经济学院 

16 大学生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大赛 国家、省 公共管理学院 

17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国家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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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科普公益大赛 国家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4 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 省 经亨颐教育学院 

5 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国家 外国语学院 

6 
全国科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

赛 
国家 经亨颐教育学院 

7 中国大学生韩国语诗朗诵大赛 国家 外国语学院 

8 全国大学生 GIS应用技能大赛 国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9 江浙沪大学生日语口译邀请赛 省 外国语学院 

10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省 阿里巴巴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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