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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教办学〔2020〕221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举办 2020 年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大赛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普及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进一步提升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能力，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做好 2020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豫政办

〔2020〕15 号）部署，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0〕

157 号）要求，我厅将举办 2020 年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

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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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组织

（一）大赛主题

规划精彩自我，成就靓丽人生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河南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城建学院

（三）大赛组委会

大赛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共同组成，负责大赛的

领导、统筹和全省总决赛的组织、实施工作；5 个分赛区承办

高校承担所在片区复赛的组织、实施工作；各普通高等学校负

责本校校内选拔赛的组织、实施工作。

（四）参赛对象

全省各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

二、大赛内容

（一）比赛内容为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及展示，主要包

含：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实际，运用职业生涯规划专业知识，撰

写《职业生涯规划书》（40 分），并进行 PPT 展示（40 分）、回

答评委专家提问（20 分）。

（二）《职业生涯规划书》包括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职业

决策、计划与路径、评估与调整、职业道德等 6 个方面，以近

期目标规划为主，即大学期间和毕业后 5 年内的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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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生涯规划书》须有扉页，扉页填写参赛者的真

实姓名、性别、所在城市、学校、院系、班级、学号、联系电

话、手机、电子邮件地址。电子版须为 Word 格式（*.doc 文件），

文件大小不超过 2M。选手可根据自身情况个性化完善。

（四）现场比赛环节每个选手比赛时间 7 分钟，其中 5 分

钟 PPT 展示，2 分钟回答评委专家提问（详见附件 1）。

三、大赛流程

本届大赛实行三级联赛制度——校内选拔赛、全省分赛区

复赛和全省总决赛三个阶段。具体流程：

（一）校内选拔赛。各高校要广泛宣传动员广大学生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实践，组织实施好校内选拔赛。2020 年 11 月 8

日前各高校完成校内选拔赛，并推荐 1-3 名选手参加全省分赛

区复赛。

（二）全省分赛区复赛。全省设豫东、豫西、豫南、豫北

和郑州等五个分赛区（详见附件 2）。各分赛区承办高校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大赛组委会统一制定评分标准和比赛规程，2020

年 11 月 23 日前完成分赛区复赛工作。各分赛区评出一、二、

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详见附件 3），一等奖获得者进入全省

总决赛。具体比赛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三）全省总决赛。2020 年 11 月底在郑州举办全省总决

赛，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全省总决赛将评选出全省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之星·金奖、银奖、铜奖，最佳指导教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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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铜奖获得者指导教师，每名选手指导教师不超过 3 人），以及

优秀组织奖、先进工作者奖若干。

四、大赛系列活动

（一）深入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月等系列活动

各高校要积极开展就业政策咨询周、职业生涯规划月、名

师讲座、优秀企业家及杰出校友专题报告会等系列活动，进一

步普及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引导大学生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意

识，提高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二）开展专题讲座

各承办单位及高校要适时邀请企业人力资源、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省内外知名专家，开展高校就业指导教

师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班，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职场

技能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就业指导教师职业指导能力，提

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水平。

（三）开展分赛区专题研讨会

各分赛区承办高校要加强与片区高校的沟通和联系，适时

召开后疫情时代就业形势、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方面专题研讨

会，提高各高校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就业工作的认识。

（四）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名师进校园活动

大赛期间，我厅将组织全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名师进入

校园，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设计、规划书

撰写、职业指导等方面进行近距离指导咨询服务。



— 5 —

五、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以大赛

为契机，大力推动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开展、普及和提升，

帮助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明确职业目标，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就业观，将个人的发展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主动服从国家和

我省发展战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面向基层就业，用奋斗

成就青春之我。

（二）积极宣传。各高校要认真做好校内宣传，广泛动员

学生参加比赛。要切实做好校内选拔赛的组织实施工作，按规

定时限完成校内比赛。各参赛高校要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前向

我厅报送《高校参赛回执表》（见附件 4）、学校报名参赛花名

册、规划书、校内选拔赛及职业生涯规划月等系列活动开展情

况，届时将作为大赛优秀组织奖评选参考条件。

（三）相关事项。大赛期间，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将开设活动专栏，大赛相关文件及通知等各种信息

将在网上及时更新，各高校要及时关注并下载有关信息，如无

特殊事宜，不再逐个通知。同时，高校和参赛学生均可积极投

稿，内容围绕此次大赛，可包含校内、片区赛事组织、宣传、

评选情况，以及参赛感想、建议等，形式新、质量高的优秀文

章将在大赛专栏上展播。

联 系 人：李玉伟、钱鹏俊 0371-65798638

文正建、杨媛媛 0371-6579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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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jyzxjycy@163.com

大赛负责人微信交流群：

地 址：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 A608 室（郑

州市郑东新区相济路 81 号）

附件：1.评分参考标准

2.分赛区设置情况

3.大赛奖项设置

4.高校参赛回执表

2020 年 9 月 30 日

mailto:jyzxjyc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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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评分参考标准

一、书面作品（40 分）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书》主要包括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职

业决策、计划与路径、评估与调整、职业道德等 6 个方面，选手

可根据自身情况个性化完善。作品以近期目标规划为主，即大学

期间和毕业后 5 年内的职业生涯规划。

1.职业规划设计的完整性。作品内容要求真实、完整，分析

透彻,运用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知识理论，结合自身，合理运用相关

测评工具，客观准确地规划职业生涯。

2.职业规划设计的科学性。要基本体现人职匹配的思路，目

标确定和路径设计要符合自身和外部环境实际，正确处理职业生

涯规划与测评工具的关系，避免主观臆想。

3.职业规划设计的操作性。作品要求思维缜密，目标明确，

分析有深度，可操作性强，要有一定的分阶段目标，尤其是近期

（大学至毕业后五年）目标规划，分析要具有说服力。

4.职业规划设计的逻辑性。作品逻辑清晰、组织合理，准确

把握职业规划设计的核心和关键。

5.职业规划设计的创新性。创意新颖，充分体现个性而不落

俗套, 充分展示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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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PT 制作及展示（40 分）

1.PPT 制作。PPT 制作美观，条理清晰。

2.表达的完整性。能够准确表达作品内容，准确把握职业规

划设计的核心和关键。

3.自我表达力。选手必须脱稿陈述，普通话要标准清晰，语

言流畅，语速适中，表达简洁。

4.表达生动性。表现力强，有感染力，控场灵活有效，能够

调动观众气氛，现场互动效果优良。

5.仪态。着装得体，仪态端庄、大方、美观。

三、现场答辩（20 分）

1.准确性。准确回答专家所提出的问题，内容完整。

2.条理性。逻辑清晰，语言组织能力强。

3.把控性。思路敏捷，现场把控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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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分赛区设置情况

分赛区 地区名称 参赛高校 承办单位

郑州分赛

区（30 所）

部分郑州市高

校（30 所）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牧业经济学院、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铁道警察学院、

河南警察学院、黄河科技学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河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郑州信息

科技职业学院、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河南轻工职

业学院、河南测绘职业学院、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郑

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郑州

商贸旅游职业学院、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郑州亚

欧交通职业学院、河南女子职业学院、郑州电子商务

职业学院、河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郑州轨道工

程职业学院、郑州体育职业学院

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

豫北分赛

区（30 所）

新乡（10 所）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医学院、河南工

学院、新乡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河南科技学

院新科学院、河南物流职业学院、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师范

大学

安阳（7 所）

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工学院、安阳学院、河南护理职

业学院、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鹤壁（3 所）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鹤壁能

源化工职业学院

濮阳（3 所）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濮阳石

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济源（1 所）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焦作（6 所）

河南理工大学、黄河交通学院、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

业学院、焦作大学、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焦作工

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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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分赛

区（31 所）

洛阳（7 所）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河南

推拿职业学院、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

院、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郑州大学

三门峡（2 所）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部分郑州市高

校（22 所）

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中原工

学院、河南工程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郑州科技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郑州

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郑州商学院、郑州财经学院、郑

州西亚斯学院、郑州经贸学院、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

院、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河

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嵩山

少林武术职业学院、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郑

州城市职业学院

豫东分赛

区（30 所）

商丘（6 所）
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学院、商丘工学院、商丘职业技

术学院、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永城职业学院

河南大学

周口（3 所）
周口师范学院、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周口职业技术学

院

开封（6 所）

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开封大学、黄河水利

职业技术学院、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兰考三农职

业学院

部分郑州市高

校（15 所）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郑州工商学院、郑州电力高

等专科学校、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检察职业

学院、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河南

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河南地矿职业学院、郑州旅游

职业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郑州电力职

业技术学院、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信息

工程职业学院、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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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分赛

区（30 所）

平顶山（7 所）

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平顶山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河南城建

学院

信阳（6 所）

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信阳学院、信阳职业

技术学院、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信阳航空职业学

院

驻马店（3 所）
黄淮学院、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驻马店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南阳（7 所）

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南

阳职业学院、南阳科技职业学院

漯河（3 所）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漯河食

品职业学院

许昌（4 所）
许昌学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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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赛奖项设置

赛程 奖项 名额 奖励办法

分赛区

复赛

一等奖 10%

颁发分赛区荣誉证书

二等奖 20%

三等奖 30%

优秀奖 40%

每个赛区一等奖晋级全省总决赛

全省总

决赛

规划之星·金奖 15%
奖金人民币

3000 元/人

总决赛荣

誉证书
规划之星·银奖 30%

奖金人民币

2000 元/人

规划之星·铜奖 55%
奖金人民币

1000 元/人

优秀指导教师奖
金银铜奖获得者

指导教师
荣誉证书

优秀组织奖 若干 优秀组织单位奖牌

先进工作者 若干 先进工作者证书

备注
1、各参赛高校可自行决定对本校的获奖者给予其他奖励。

2、网站大赛专栏将按比赛阶段对获奖者名单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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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校参赛回执表

参赛学校 拟参赛人数

负 责 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任职部门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学校参赛意见：

签章（学校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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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9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