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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 国 发 明 协 会  

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 

 

中发协字【2017】第 22 号 

 

关于举办“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暨大学生知识产权培训的通知 
 

全国各高等职业院校： 

为贯彻落实中央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务院

提出的双创工作思想，进一步调动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开展发

明、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培养大学生发明、创新、创业的

实践能力，进一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在高等职业院校和社会的影响，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局面，特举办旨在推行创新创造的该项竞赛暨大学生知识产

权培训活动。 

一、创新创业大赛的组织机构 

（一）大赛主办单位 

中国发明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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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 

（二）大赛指导单位 

国家知识产权局人教部 

国家知识产权新闻宣传中心 

（三）大赛承办单位 

中国发明协会高等职业院校发明创新分会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四）大赛支持单位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中国高教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五）媒体支持 

中国科技网、中国知识产权报社、中国职业教育网、中国科

协科学时报、《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社、《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杂志社、中国发明网、中国创业网、高等职业院校网、高职创新

工作网、河南省就业信息网、河南日报、河南青年报、许昌日报、

许昌晨报、许昌电视台等媒体。                                                                                                                                           

二、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和目标 

（一）大赛主题：发明创新实现梦想、创意创业改变生活  

（二）大赛目标 

通过竞赛和培训的方式，以“发明创新实现梦想、创意创业

改变生活”主题活动为依托，把课内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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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培养广大在校大学生的科技创

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激发他们设计创造的乐趣，使广大大学

生大胆创意，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在大学生中形成学习、创新、

创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氛围。 

广泛发动和组织在校大学生、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创

新创业活动，形成本届大赛活动最为广泛的参与基础和社会影

响，搭建一个促进大学生创造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发展的展

示、互动、交流的平台，构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参与的大学生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三、创新创业大赛的参赛内容和要求 

（一）参赛内容 

本次参赛活动主要包括：发明制作类、创业类、创意类比赛

三项内容。 

（二）参赛要求 

1.参赛作品应以积极、健康、科学的创新发明为主。 

2.按照“自主选题、自主研究、自行设计、自行制作”的

基本原则，参赛选手必须自行设计创新方案；参评的创新作品必

须由作者本人选题、自主设计和制作（可在教师指导下，广泛征

求家长、专家和同学的意见）。 

3.参赛作品应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特点。 

4.以第一作者参赛选手上报的参赛作品不得超过 2件。 

5.已经参加过往届竞赛的作品不得再次参加本届竞赛。 

6.参赛作品必须是未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不得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不得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否则，由此而引发的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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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7.提交作品附件：发明制作类作品必须上传作品成品的照

片（不同角度 4 张以上）或视频（20M 以内），创意类作品需上

传创意方案，创业类作品需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三）分类 

1.发明制作类 

发明制作作品——主要是通过技术发明制作的具有一定现

实意义并具有创新性和较好开发前景的实物作品，特别鼓励已经

获得专利授权的作品参赛。 

2.创业类 

创业实施作品——主要是在创业计划书基础上的已经付诸

实施的创业方案，该创业实体主要管理人员是该项目团队的学生

本人（原则上是在校学生）并需提供佐证材料（店址、营业执照、

学生在实体中的任职证明）。 

3.创意类 

技术创意作品——主要是应用已有技术解决现实或社会中

的问题而形成的技术创意方案。 

管理创意作品——主要是管理创意书、广告创意作品和营销

策划书等管理创意方案。 

四、创新创业大赛的申报办法 

实行网上申报——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活动的报名采用在线提交方式进行。 

参赛学校联系人首先点击http://gzcxcz.cap.edu.cn/中的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创新创业管理系统平台，进入系统

http://gzcxcz.ca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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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先注册，学校联系人按照【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创新创业

大赛管理系统操作指南】网上填报【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

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学校信息表】，完成后方可组织

学生报名参赛。 

各个学校下载并填写【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作品申报表-见附件 3】，并要求学生手签签字

确认，经参赛选手所在学校或单位盖章留存。联系人应将参赛选

手签章后的申报表、纸质【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学校信息表-见附件 2】（信息应与联系人

所填网上信息一致）扫描件汇总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大赛

指定邮箱（liuhong511@163.com）。 

未有网评专家的学校（含首次参加）可以推荐网评专家进入

网评专家库（原则上每个学校推荐 1名，已经入专家库的专家不

再推荐，各个学校推荐网评专家截止时间为 9月 10日），拟推荐

网评专家网上下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网评专家推荐表-见附件 4】，填写并发送[电子文档]和[纸质

签章扫描件]至组委会指定邮箱。 

五、创新创业大赛的评审办法 

（一）本次评选活动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 

（二）评审程序 

1.自愿报名，学校初审、推荐。 

2.通过性评审：大赛组委会网上查真。 

3.网络评审：由网评专家库产生本届大赛网评专家评审组，

并采用网上盲评的方式进行初评并确定入围终评现场作品名单。 

mailto:fm2011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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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评审：第 2次通知入围的作品参加现场评审。 

5.组委会确定获奖作品等级及其他奖项名单。 

六、创新创业大赛的表彰奖励办法 

（一）本次大赛经专家评委按照评审程序，分别评出发明制

作类、创意类与创业类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颁发证书。  

（二）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教师评出优秀指导教师并颁发证书。  

（三）对积极组织参与的个人和学校给予优秀组织奖。 

（四）根据近几年的参赛情况确定获得创新发明教育基地的

学校并授牌。 

（五）对前 11届获得创新发明教育基地的学校遴选双创先进

工作单位并授牌。 

七、参赛事宜 

（一）报名日期为 2017年 6月 20日—9月 18日，网上报名

并提交纸质报名表扫描件以及作品和作品附件，过期不再接受报

名。作品于 9月 20 日—10月 7日进行网上初评，经初评入选的

参赛选手将于 10月 19日—10 月 20日（18 日报到）参加在河南

省许昌市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终评、培训及颁奖大会。 

（二）现场终评时，入围的发明制作类和创意类作品需带介

绍作品的喷绘图纸（尺寸统一为：80 cm×120 cm），发明制作类

作品参赛选手还必须带上作品的实物，若因为携带不便，必须携

带作品的工作过程演示视频（自行准备电脑）等设备，向评委介

绍作品，演示作品，并回答提问。入围的创业类作品自行准备和

网上提交作品内容相同的 PPT 并提交组委会进行现场答辩。现场

答辩每个作品由 1 名参赛选手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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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评期间开展中国发明协会高等职业院校发明创新分

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培训班（培训专家为

全国知名专家），培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本届大赛不收取评审费、培训费。现场参赛选手和带

队教师组委会协助安排在许昌金意来大酒店等同类就近酒店，培

训住宿费 450元/人（共住宿两晚），交通费、材料费等自理。 

（五） 联络方式 

秘书处  成都 

联 系 人：刘  红 

联系电话：（028）88459392      手机：13608045036 

联系邮箱：liuhong511@163.com 

邮寄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车城东 7 路 699 号成都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科技处                    邮编：610100 

秘书处  河南许昌 

联系人：单士睿 

手机：18603748905              QQ: 330353931  

邮箱：330353931@qq.com 

邮寄地址：河南省许昌市新兴路 4336 号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就业指导中心                    邮编：461000 

附件 1：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组委会名单 

附件 2：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学校信息表 

附件 3：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mailto:liuhong5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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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申报表 

附件 4：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网评专家

推荐表 

附件 5：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终评暨大学生知识产权培训日程安排表 

 

 

 

 

 

 

 

 

                             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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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届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组委会名单 

组委会名誉主任： 

潘云鹤  中国发明协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工

程院原常务副院长 

组委会主任： 

余华荣  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科技奖励监督委员会

委员 

组委会副主任 

赵建军  河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曹  奎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周建松  中国高教学会职教分会会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高  康  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教育部部长 

唐大立  中国发明协会副秘书长 

张蕴启  中国发明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发明协会高等职业院校发明创新分

会会长、中国高教学会职教分会副会长、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袁海涛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组委会秘书长： 

武智慧  中国发明协会高等职业院校发明创新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成都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 

组委会副秘书长： 

亓正申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刘云霞  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赵喜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教育部副部长 



 10 

朱  宏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新闻宣传中心主任 

张  松  中国发明协会组织宣传部部长 

李明富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处长 

组委会成员及专家评委： 

张  泽  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渝生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张开逊  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研究员 

井文涌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设计院原院长教授 

刘彭芝  国务院参事、北京人大附中校长 

陈泉涌  科技日报总编编审 

刘诗海  教育部教育仪器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刘  坚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劳技教育分会秘书长 

胡宏伟  国家知识产权局调研员 

关原成  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巡视员（正厅级） 

孙国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  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人教部教育一处处长 

彭耀林  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社主编 

杜  颖  国防专利局 高级工程师 

钱  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 

吴泉洲  国家专利二级审查员，技术文献专家 

吴文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教授 

徐晓敏  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前调研员 

于  革  中关村轨道交通视频与安全产业技术联盟副秘书长 

王三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助理，鼎臣超导公司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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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浩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刘鲁山  山东泰安发明协会秘书长 

许  可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何展荣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霍雄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张命华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张志华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叶加冕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杨  跃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吴明军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夏  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张  耀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彭  涛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王保军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处长 

组委会秘书处： 

宋丽思  中国发明协会组宣部副部长 

刘  红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赵仕伟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单士睿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郭  鹏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