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校内选拔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方案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教育部和广

东省教育厅要求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开展“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

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

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热

血青春力量。为响应上级的号召，我校决定在第六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校内选拔赛期间，

同时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领航脱贫攻坚 红色筑梦创业人生

二、主要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

大力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鼓励青年“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走进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和城乡社区，聚焦脱贫攻坚，用创新创

业的生动实践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三、“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安排

1.制定方案（2020 年 6 月）

各二级学院要制定本单位 2020 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方案。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农业、扶贫、环保等有关部门，扎实

做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脱贫、社区治理等方面的需求调研。制

定本院详细活动方案，明确活动时间、地点、规模、形式、支持

条件等内容，并于 6 月 29 日（星期一）前报送校赛组委会（邮

箱：cxcyxy@gdupt.edu.cn ）。校赛组委会制定学校的活动方案

于 6 月 30 日前报省赛组委会。

2.启动仪式（2020 年 6 月）

我校的启动仪式待省赛组委会举办启动仪式后进行（详细安

排另行通知）。

3.活动报名（2020 年 6-7 月）

各二级学院要积极动员本单位创新创业项目、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项目、“中国梦•广油行”主题教育活动项目、思政课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创新创业精英区域联动人才培养——挂职

锻炼项目等参与活动，组织团队登录“全囯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cy.ncss.cn）或微信公众号 （名称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

网”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进行报名，报

名系统开放时间为 6 月 11 日至 7 月 6 日。

4.组织实施（2020 年 6-9 月）

学校统一开展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由校赛组委会负

责，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本单位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做好需求对接、培训、宣传等工作。要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创新创业专项经费、师生共创、校地协同等多种形式，



努力实现项目长期对接，并推出一批帮扶品牌项目和帮扶示范区，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组织团队到各自对接的县、乡、村和农户，

从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电商兴农、教育兴农等多个

方面开展帮扶工作，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乡

村振兴。

各二级学院要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公

益机构、投资机构等各方支持，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支持、设立

公益基金等方式为活动提供保障。

具体活动形式有：1.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脱贫需求等情况调

研；2.项目对接；3.政策宣讲；4.困难帮扶；5.开展其他特色活

动或项目帮扶。

5.总结表彰（2020 年 9 月）

各二级学院要及时做好经验总结和成果宣传，学校将选树优

秀典型， 择优遴选项目参加省级决赛期间举办的“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成果展。

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安排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符合大赛参赛要求

的，可自主选择参加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或其他赛道

比赛（只能选择参加一个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单列

奖项、单独设置评审指标。

（一）参赛项目要求

1.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赛项

目要求，同时在推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

展等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2.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学院建团队，每个团队的

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含团队负责人），须

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

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3.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学校在校本专科生（不

含在职生），或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生（2015 年之后毕业的本专

科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代表在国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

变更的不予认可。

4.没有参加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不得参加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比赛。

5.各二级学院负责审核参赛对象资格。

（二）参赛组别和对象

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组、商业组。

1.公益组

（1）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

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2）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者社会组织，注册

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3）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要求，可以参加该组。

2.商业组

（1）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

痛点问题、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融合。

（2）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均可参赛。已完成工商

https://wiki.mbalib.com/wiki/%E7%A4%BE%E4%BC%9A%E9%97%AE%E9%A2%98


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

学生须为法人代表。

（3）师生共创的商业项目不能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可参加高教主赛道。

（三）赛程安排

1.校赛采用校级初赛、校级复赛和校级决赛三级赛制。校级

初赛由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遴选出参加校级复赛的项目团队。

校级复赛和校级决赛由校赛组委会负责组织。校级复赛使用网上

评审的方式进行，通过网评和直通的方式产生晋级校级决赛的项

目；校级初赛、决赛采用线上比赛的方式进行。

2.参加校级复赛项目共 20 个，由校赛组委会根据各二级学院

报名情况分配名额。

3.参加校级决赛项目共 14 个。

4.具体赛程安排与高校主赛道同步进行。

（四）参赛项目数量

省教育厅要求，本科高校报名参加校级初赛的项目总数不低

于 30 个，各高校晋级省赛复赛参赛项目数量及优秀组织奖评选与

校级初赛报名项目数量直接挂钩。去年第五届大赛经过各二级学

院的共同努力，我校我校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报名参赛

的项目数为 378 项，累计参赛学生 1700 多人次，超额完成省教育

厅下达的任务，位列全省本科高校第 3 位，我校荣获“优秀组织

奖”，获得奖励一个直通省赛决赛的名额。为了在第六届大赛中能

够推荐更多的项目参加省赛并继续冲击更多奖项，学校根据各二

级学院学生人数，要求各二级学院报名参加校级初赛的项目数及



参赛人数不少于一定的数目（详见下表）。

序号 二级学院 报名项目数量（项）

1 石油工程学院 11

2 化学工程学院 12

3 化学学院 7

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

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

6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10

7 机电工程学院 30

8 自动化学院 18

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7

10 计算机学院 11

11 建筑工程学院 10

12 理学院 18

13 经济管理学院 17

14 文法学院 14

15 外国语学院 8

16 体育学院 5

17 艺术与设计学院 7

合计 200

注：跨学院组队的项目以项目负责人的专业归属所在学院

（五）评审规则

请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cn）查看具体

内容，或参照附件 3。



（六）奖项设置

1、优秀项目奖项

校赛决赛设 1 个金奖、2 个银奖、4 个铜奖、若干个优秀奖。

2、优秀指导教师奖

获校赛决赛金奖、银奖优秀项目指导教师均可获得该奖项。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学校相关部门及各二级学院要高度

重视，认真组织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2、统筹资源、加强保障。学校相关部门及各二级学院要主动

协调本地区扶贫办和扶贫组织，制定针对创业帮扶团队的优惠政

策，整合对方资源，对活动予以支持。

3、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学校相关部门及各二级学院要认真

做好活动的宣传工作，通过集中启动、媒体传播，线上线下共同

发力，全面展示青年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生动实践和良好精神风貌。

六、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校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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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20 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方

案（草案）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要求要在

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有温度、更深程度上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引导更多青年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

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热血青春力量。为响应上级的号召，学校“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组委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我校 2020 年“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活动方案。因今年受疫情影响，学校有部分学生已返校，仍

有部分学生在家进行学习，因此本次活动方案拟采取集中安排与分散活动，

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领航脱贫攻坚，红色筑梦创业人生。

二、主要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扬伟大改革

开放精神，鼓励青年“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走进革命老区、偏远山

区和城乡社区，聚焦脱贫攻坚，用创新创业的生动实践书写无愧于时代的

壮丽篇章。

三、组织机构

本次活动设立组委会，负责学校“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组织、

统筹、协调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学校创新创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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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主任：周如金、彭志平、李为民

组委会副主任：李哲、赖新华、张海明

组委会委员：各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副书记、分团委负责人，创

新创业学院、校团委相关工作人员

四、活动安排

因今年受疫情影响，学校有部分学生已返校，仍有部分学生在家进行

学习，因此本次拟采取集中安排与分散活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使更多学生能够参与到“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中。

1. 学校将选派学生团队参加省赛组委会6月在深圳市举行2020年“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启动仪式，重温改革开放奋进之路，展示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征途中敢闯敢为的青年力量。同时，启动仪式采用线上线下同

步，线上为主的方式进行，也将组织学生团队进行线上参加启动仪式及启

动淘宝直播、天猫校园线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专区活动。

2.学校将今年已经返校的学生集中到茂名市的革命老区——化州市新

安镇集中开展一次“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创新创业学院与学校相关

部门进行了协调，把校团委牵头的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的思政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工作

部牵头的“中国梦•广油行”主题教育活动等团队纳入我校 2020 年“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之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努力从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科技兴农、电商兴农、教育兴农等多个方面开展帮扶工作，推

动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3.发动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选派对接项目”团队成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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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组织分散实施项目内容，努力与社区、农村长期对接，并推出一批社区

治理、乡村振兴的帮扶品牌项目和帮扶示范区，更好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4.要求所有班级通过线上深入课堂、班会，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各二级学院通过主题班会、

感悟分享等形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中国“互联网+”大赛“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活动大学生回信精神，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学习实践活

动。

5.学校在去年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中“广东省农村科技特

派员选派对接项目”资助的 17 个“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项目，项目团

队进行一年多的时间，实际开展效果良好，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今年将

继续开展，形成长效项目，开展特色活动。另外，我校在 2018 年开展“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中，组织了四支重点团队到我校扶贫对口帮扶村—

—信宜市平塘镇马安村开展活动，继续结合当地竹子产业的优势，开展竹

筒酒研发、生产及推广，落实好学校帮扶贫困村脱贫攻坚的部署。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牵头负责单位、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

成立专项工作组，推动活动开展，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统筹资源、加强保障。各牵头负责单位要主动协调开展活动所在地

区政府部门、扶贫办和扶贫组织以及学校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对活动予以

支持。

3.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牵头负责单位、各二级学院要认真做好活

动的宣传工作，通过集中启动、媒体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提升活动

的社会影响力。采取图片展示、拍摄《青年筑梦》专题纪录片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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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展示我校青年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生动实践和良好精神风貌。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20 年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组委会

2020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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