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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工作通知
2022年第4期（总第55期） 2022.3.31 德州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各教学院部：

现将 2021—2022 学年第 2 学期第 6 周创新创业学院有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关于统计“双创”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的通知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下发的《关于开展“双创”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摸底

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双创”类课程教材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现将具体

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请各教学单位负责汇总本单位教师2018年以来开设的专创融合

类、通识选修类等创新创业类课程的教材使用情况，认真填写《“双创”

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1），并需报送配套的教材样书（见

附件2）。备注中可按情况填写无教材、有教材、未正式出版、电子版教材

的链接等。多位教师上一门课程的，教材一致的，只填写一门课程。

（二）请于2022年4月6日下午下班前将《“双创”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

统计表》的电子版发送至cxcyjwgl@163.com（创新创业教务管理首字母缩

写）邮箱；纸质版由院长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连同教材样书一并报送至厚

德楼506房间。

联系人：高勇善、王琰；联系电话：13953449659、13791335525。

附件1：《“双创”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统计表》

附件2：《关于开展“双创”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摸底工作的通知》

二、关于“互联网+”种子项目负责人入群的通知

为了方便通知和组织相关活动，请各学院通知 “互联网+”种子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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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于4月1日前加入QQ群，群号为688399350，每个项目限负责人1人入

群，入群时请备注：学院+项目名+负责人，入群后修改成：项目名+负责人

电话。

另外，根据关于收集“互联网+”种子项目简要说明的通知，大部分学

院已经将信息报送，请尚未报送简要说明的学院最晚于4月1日前将材料发送

到工作邮箱：dzxysc@163.com，邮件名为：**学院互联网+种子项目简要说

明。

三、关于征集2022年度德州市职业技能大赛竞赛项目的通知

根据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征集2022年度德州市职业技能

大赛竞赛项目的通知》要求，为加快实施“人才兴德”战略，充分发挥职业

技能竞赛对技能人才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以赛促训，培养和发掘优秀高技

能人才，进一步推动我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拟于2022年会同相关部门、行业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大赛。为做好全

市各项技能大赛统筹组织，现公开征集2022年度市级职业技能大赛竞赛项

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围绕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三三倍增”行动计划，聚焦“541”产业

体系培育，符合我市产业、经济发展实际，符合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竞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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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均可申报。优先支持从业人数多、覆盖面广、具有特色（如新旧动能转

换、乡村振兴等），并具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工种，兼顾符合我市产

业发展的新职业、新业态。

（二）申报条件

职业技能竞赛项目承办单位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有实施职业技能竞赛意

愿且具备办赛条件的市直有关部门、市级行业协会（学会）、企事业单位、

职业（技工）院校等，且符合下列要求：

1.承办单位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与竞赛组织工作要求相适应的组

织机构和管理人员，并具备全市范围内竞赛宣 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的能

力。

2.所申报的竞赛项目原则上应为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的职业（工种），在本行业、企业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且设有高级工/三级

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资格。

3.承办单位应具备举办相关职业技能竞赛的实践经验、技术支持以及竞

赛所需的场所、设施和器材，有完善的竞赛实施方案、竞赛规则、评分方法

和标准，有完善的赛务、安全、环保等保障措施。

4.有与竞赛水平相适应的专家裁判队伍并能按要求完成相应的赛务工

作。

积极支持各部门（单位）引入世赛、国赛、省赛标准及流程，设置与世

界、国家、省级技能大赛相对应的竞赛项目。国家未颁布职业标准，但各部

门（单位）、行业企业经过充分论证，确有必要开展的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可

以单独申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根据竞赛项目征集情况，选择优质竞赛项目纳

入德州市 2022 年度职业技能大赛范围，对大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选手，将

按照有关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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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材料

各有关部门（单位）在申报竞赛计划时，需提报以下材料：

1.申报函（式样见附件）。

2.申请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的报告和实施方案。

（1）申办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本单位的情况简介、举办职业技能竞

赛的可行性分析；

（2）实施方案应包括：竞赛名称、竞赛主题、竞赛职业（工种）、 组

织领导、竞赛命题标准及方法、参赛人员及条件、竞赛项目实施步骤及时间

安排、竞赛方法、评分标准、奖励办法和联系方式以及赛事疫情防控措施等

内容。

3.竞赛项目所需场地、设备、技术检测手段、专家队伍及经费预算方案

等情况介绍。

（四）工作要求

1.2022 年度市级职业技能竞赛统一冠名为“德州市‘技能兴德’职业

技能大赛——×××××大赛（竞赛）”。

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或者联合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市直

有关部门（单位）等共同举办的跨行业（系统）或者重点领域竞赛，可申报

市级一类竞赛；由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市级行业组织或者市属企业、

中央省驻德企业举办的单一行业（系统）竞赛，可申报市级二类竞赛。

2.多部门联合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应当由牵头主办部门（单位）与其

他部门沟通，共同在申报函附件中的主办单位意见栏盖章或者提供同意联合

主办竞赛活动的函。

3.申报材料（Word 版和盖章 PDF 版）请于2022年3月25日前报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逾期不再受理。

（五）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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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赛经费可以通过政府支持、单位筹措、社会赞助等多种渠道保障，专

款专用，不得向参赛选手、参赛单位收取参赛费用， 并接受社会和有关部

门监督。纳入市级竞赛计划的赛事,主办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要求组织实施，

如遇特殊原因需要取消或者延期举办的，需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书面说

明情况，并会同相关部门、合作单位做好善后工作。

请有意向申报学院填写附件1《德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申报表》和申请举

办职业技能竞赛的报告和实施方案，由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至厚德楼

508房间。

附件1：《德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申报表》

附件2：《关于征集2022年度德州市职业技能大赛竞赛项目的通知》

联系人: 刘世达

联系电话:18865738600

电子邮箱：dzxycxcy@163.com

四、关于举办德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选

拔赛第六届山东省创业大赛（德州分赛区）的通知

为进一步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根据德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和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举办德

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选拔赛第六届山东

省创业大赛（德州分赛区）的通知》要求，定于2022年3月—5月举办德州市

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选拔赛第六届山东省创

业大赛（德州分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此次大赛是今年全市推进“双创”工作的重要举措，旨在大力弘扬创新

创业文化，打造体现德州特色、富有创新活力的创业生态，培育德州创新创

业品牌，以创新创业服务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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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纳入当地就业创业工作总体安排，组建大赛组委会，细化活动方案，合

理调配工作人员，积极筹措工作经费，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确保大赛扎

实推进，取得圆满成功。

（二）明确分工，广泛发动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牵头工作，负责大赛的整体组织协

调、宣传推广、报名发动、激励政策落实；各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负责大赛的宣传推广实施工作；各级发改、工信、科技、退役军人事务、农

业农村、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等部门和各高校、技工院校负责组织各自

业务领域内的赛事活动，推荐优秀项目、创业导师参加市赛。各县市区、各

部门要严格按照参赛条件审核参赛项目，保护参赛选手知识产权和商业机

密，凡不符合报名条件的项目一律不允许参赛。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要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做好大赛各阶段宣传工作，重点关注促进创业

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社会价值较大的参赛项 目，努力扩大大赛的社

会知晓度和参与度，倡导敬业、精益、专注、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各

县市区、各部门要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对接服务等工作，广泛宣传推

介社会力量参与大赛，营造崇尚创业、竞相创业的良好氛围。

按照进入市级复赛名额分配要求，请申报青年创意组和创业导师组的负

责人于3月25日前将附件1《德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

业创新大赛选拔赛第六届山东省创业大赛（德州分赛）各赛区报名情况汇总

表》和推荐项目的支撑材料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厚德楼

508房间。

附件1：《德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选拔赛第六届山东省创业大赛（德州分赛）各赛区报名情况汇总表》

附件2：《关于举办德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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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大赛选拔赛第六届山东省创业大赛（德州分赛区）的通知》

联系人: 刘世达

联系电话:18865738600

电子邮箱：dzxycxcy@163.com

五、关于组织参加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山东省省

赛的通知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处室函件《关于组织参加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

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山东省省赛的通知》（鲁教高处函〔2022〕6号）要

求，为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36号文件全面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6〕13号)，进一步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改革，促进高校就业创业教育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

创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优秀人才，根据《关于举办2022年“学创杯”全国大

学生创业综合模拟演训活动的通知》要求，现就组织参加第九届“学创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山东省省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我省各普通本科和职业院校的在校学生均可组队报名参赛。创业营销专

项竞赛参赛学生仅限于工商管理大类（本科院校）、财经商贸大类（职业院

校）专业的学生参加。

每队参赛学生不超过3名，指导教师不超过2名。

（二）竞赛报名

2022年 5月 15日前，每所高校推荐的参赛团队登录竞赛官网

（http://cyds.monilab.com/）在线报名省赛。

学创杯官方公众号（xcbcy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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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环节与内容

1.竞赛环节

竞赛分为校内选拔赛、省赛两个环节。校内选拔赛由各校自行组织，每

所学校每个赛项选拔不超过3支队伍报名参加省赛。遴选出的优秀团队将有

机会被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具体名额另行通知。

2.竞赛内容

比赛分为创业综合模拟竞赛（以下简称主体赛）、创业营销专项竞赛

（以下简称专项赛）。

（1）主体赛：由创业综合模拟和创业计划书两个环节构成。创业综合

模拟检验创业团队的初创企业管理能力，创业计划书检验创业团队项目的创

新性、商业性以及团队竞争力。

（2）专项赛：在营销模拟实战平台上进行，通过在虚拟仿真的市场环

境中开展营销模拟实战，检验创业团队的营销推广能力。

各赛项具体方案详见附件。

（四）赛事安排

1.创业综合模拟竞赛。

承办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省赛时间：2022年6月12日

省赛形式：网络竞赛

2.创业营销专项竞赛。

承办院校：山东工商学院

省赛时间：2022年6月19日

省赛形式：网络竞赛

（五）疫情防控



9

因当前疫情影响，本次大赛采用网络竞赛。赛前培训主要通过线上直播

开展培训。创业综合模拟竞赛中创业计划书环节采用线上评审。

各参赛院校在竞赛组织期间须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一旦发现参赛学

生、指导教师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可取消该学生或团队的参赛资格。

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其他调整，将另行通知。

（六）奖项设置

竞赛设一、二、三等奖，比例分别不超过省赛参赛队数的10%、20%、

20%。

（七）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 指导单

位：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省赛承办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创业综合模拟竞赛）

山东工商学院（创业营销专项竞赛）

支持单位：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八）联系方式

1.竞赛组委会

景 丽 18678815658；

王泽宇 1866018108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安老师 18561652569；

山东工商学院 李老师 13793510487。

2.技术支持

训练账号及竞赛平台 0571-88197889-825；

汪月（技术支持） 15978398859；

辛方磊（技术支持）17861006197。

3.QQ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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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QQ群 612312542。

（九）其他

1.本次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师生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技术支持单位将主要通过线上直播互动交流等方式为各团队解答学习

训练中的有关问题，并指导开展日常学习训练。

附件1：《关于组织参加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

赛山东省省赛的通知（鲁教高处函〔2022〕6号）》

六、关于举办第十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

模创新大赛校赛的通知

（一）参赛目的与要求：

1.参赛目的：

培养和强化学生的工程绘图技能，学习先进的成图技术与手段，展现现

代大学生经典成图技术、产品信息建模的创新能力，了解先进成图技术的发

展方向，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2.参赛要求：

参赛选手必须是高等院校在册大学生，我院在校本科（1，2，3年级）

学生，且已修完《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三维建模技术》等课程的同学

均具有报名资格。

（二）竞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创新创业学院

承办单位：能源与机械学院

（三）竞赛内容

1.CAD绘图、构型设计（90 分钟）

绘制零件图：根据所给的机件轴测图，用剖视图等表达，标注尺寸和技

术要求等，用尺规绘制出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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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型设计：智力构形并绘制图形。

2.计算机三维建模（150分钟）

（1）根据已知的零件轴测图或装配图（拆画），绘制其零件工程图。

（2）根据已知的二维零件图、轴测图、装配图（装配草图）或文字说

明完成零件的三维模型，并按要求进行装配，最终生成二维工程图。

（四）竞赛日程与安排

1.校赛安排

初步确定于2022年 4月17日（星期日）上午 9:00—10:30进行CAD绘

图，地点在东校区启智楼0216机械绘图室，下午 14:30—17:00进行计算机

三维建模，地点在东校区启智楼0216机械绘图室。如果由于疫情原因不能进

行线下校赛，会提前通知大家进行线上校赛。

2.奖项设置

单项竞赛设立一、二、三等奖（设奖比例以参赛选手总数按比例设

定）。

校赛工作QQ群：808774773。

七、关于举办2022年第四届山东省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校赛的通知

（一）组织机构

国赛主办单位：教育部和有关部委、省市。

省赛主办单位：由省教育厅主办，省高等医学教育研究中心、省高等医

学教育战略联盟协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承办。

校赛承办单位：创新创业学院、医药与护理学院

（二）参赛对象

2018级和2019级护理学本科生。

（三）竞赛组织

1.参赛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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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开设临床医学（含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所有专业）、预防医

学、护理学、口腔医学、中医学、药学等医学类专业的普通本科高等高校，

邀请黄河流域省份中医类本科高校参赛。

2.赛道设置和参赛队伍组建

设立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中医学、药学六个赛

道，每个赛道设置A、B两个分赛道，各赛道同期进行。各高校每个专业组建

2支参赛队伍（以下简称A队、B队）分别参加该A、B赛道比赛。A队为各相关

专业毕业实习阶段的在校生，由学校自主选拔产生；组委会在各相关专业毕

业实习阶段在校学生中，随机抽取10%（10%学生总数不足30名的抽取30名）

参加综合笔试，然后从参加笔试学生中随机抽取若干名，组成B队，参加实

践操作比赛。被邀参赛高校，仅参加A赛道比赛。

3.校赛组织

德州学院校内选拔赛由学生自由组队，4人一组，若综合笔试不合格自

动淘汰，剩余学生可与其他通过综合笔试的学生进行组队，若人数不足，自

动淘汰。

德州学院医学技能大赛有医药与护理学院团总支和护理系共同组织，包

括综合笔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组委会依据竞赛内容命题，指派监考人员；

实践操作比赛由学院组织专家命题、培训考官并组织比赛。

（四）竞赛流程（竞赛时间地点、竞赛方式流程）

德州学院校内选拔赛：综合笔试时间为4月15日，拟于线上进行。实践

操作比赛时间为4月20日，地点为求索楼。

山东省竞赛：综合笔试时间为4月23日9：00。

实践操作比赛时间为5月28日，27日上午报到，下午召开各专业赛道预

备会议；28日8：00举行开幕式，9:00开始正式比赛；16：00举办闭幕式。

（五）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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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综合笔试和实践操作成绩。综合笔试占

总成绩30%；实践操作成绩占总成绩70%，两项成绩折算加总，为参赛队总成

绩。

综合笔试重点考察护理学类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强调思维能力、医学人文关怀与团队合作等综合素质，重视健康教育。

实践操作比赛设置多站式、赛道式两个竞赛单元。比赛范围参照教育部

高等学校护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布的《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

技能大赛范围（护理学专业赛道用）》。

（六）奖项设置：

校内选拔赛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山东省决

赛。

（七）参赛费用

1. 综合笔试费用为人民币10元/人，实践操作比赛费用为人民币20元/

人；

2.山东省赛事另行通知

3.全国赛事另行通知。

（八）校内赛事流程及报名咨询方式

1.参赛学生按要求组队，填报《2022年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报名

表》（详见附件1），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允许跨专业、跨学院）于4月10日

前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给负责人（联系方式：18865710527，微信同号），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dzxyhlx2021@163.com（文件命名格式：2022大学生医学

技术技能大赛+班级名称+班级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2.报名学生加入本校赛QQ群（群号652430638，申请加群备注：学院+姓

名），校赛相关事宜将在QQ群通知，请及时关注。

3.拟定4月中旬（具体时间将在竞赛QQ群通知）进行综合笔试竞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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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由组委会安排的网上在线测试（若疫情可，进行线下测试），成绩合

格者可组队参加校赛选拔。

4.拟定4月下旬（具体时间将在竞赛QQ群通知）进行实践技能操作比

赛，自行组队，4人一组，校赛选拔优秀团队将参加省赛。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医药与护理学院 任吉：18865710527

高麦玲：17862916130

附件1《2022年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报名表》

八、关于公布“2022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校赛获奖名

单的通知

2022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德州学院校级选拔赛于3

月12日至13日在线上举行。本赛事由全球华人营销联盟（GCMF）、中国国际

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承办的国

家B级学科竞赛活动。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于2021年起纳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学科

竞赛排行榜目录。其中，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全国总决赛

暨（新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被纳入中国贸促会2021年中

小企业促进工作重点项目——“百所高校服务百家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专项

活动，为500家中小企业制定品牌培育方案，推动产学研合作。

在校级选拔赛期间，评委进行了认真细致专业的评审，最终评出校级一

等奖3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因为序号6、7总分排名一致，故都作为

二等奖）。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团队名 作品名称 学生姓名 校赛奖项

1
茶杯小队 个杯堂品牌策划案

王怡然 房昭蕾 郭雅茹

王子悦

一等奖

2
溢彩 凯乐品牌策划案

刘咪雪 王欣雨 李颖

张思淇 刘嘉懿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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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芦苇书屋俱

乐部
芦苇书屋品牌策划案

张献财 苏硕 古慧玲

祝亚茹 李凯玥

一等奖

4
创无限 统一开小灶品牌策划案

梁玉莲 李瑞芳 耿福龙

刘赟起 任思威

二等奖

5
立场坚定队

山东金腾食品花样面点品牌

策划案

张学润 崔晓萌 范晓莹

孙文杰

二等奖

6 晨曦队 乐禾烘焙品牌策划案 刘洁 冉心悦 李蔚瑗 二等奖

7
实至名归队

升旺绿康保健床垫品牌策划

案

崔立智 崔舒杨 华一铭

许晴 张欣瑜

二等奖

8
fighting队 哈吉客品牌策划案

吕建豪 司志涛 卢娜娜

何梦菲 潘家怡

三等奖

9
365菜坊

意坚农资有限公司有机蔬菜

品牌策划案

姜文婷 于心如 隗元霞

翟超月 李俊辰

三等奖

10
破风队 海宇品牌策划案

周千禧 张佳琪 王莹莹

宫忆辉 林鲁豫

三等奖

11
未来队 正通酒业品牌策划

于林弘 赵紫昱 张聪

聪

三等奖

创新创业学院

2022 年 3 月 31 日

主题词：双创工作通知

德州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022 年 3月 31日印发


	2022年第4期（总第55期）   2022.3.31 德州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各教学院部：
	一、关于统计“双创”类课程教材使用情况的通知
	二、关于“互联网+”种子项目负责人入群的通知
	三、关于征集2022年度德州市职业技能大赛竞赛项目的通知
	四、关于举办德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选拔赛第六届山东省创业大赛（德州分赛
	五、关于组织参加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山东省省赛的通知
	八、关于公布“2022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校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