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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学〔2020〕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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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分赛区复赛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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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学〔2020〕221 号）文件要求，为进

一步做好 2020 年全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以下简称大赛）

分赛区复赛等各项工作，确保赛事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省级分赛区复赛时间

郑州赛区：11 月 12 日报到，13-14 日比赛

豫北赛区：11 月 13 日报到，14-15 日比赛

豫南赛区：11 月 14 日报到，15-16 日比赛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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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赛区：11 月 18 日报到，19-20 日比赛

豫西赛区：11 月 19 日报到，20-21 日比赛（详见附件）。

二、评审及组织安排

1.各分赛区复赛评审组织工作。大赛组委会由河南省教育厅

学生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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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城建学院等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组成，秘书组设立在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办公

室。省大赛组委会将为各分赛区分配一名联络员，协助赛区联络、

指导、监督工作。各分赛区复赛承办高校负责本赛区比赛中的组

织、评审、协调、后勤保障、疫情防控等与大赛有关的工作。

2.各分赛区复赛评委组成。大赛组委会设立各分赛区复赛评

审专家组，统一委派 7 名专家担任评委。在委派评审专家时秉承

统筹安排、专业互补、片区回避原则，在评审过程中坚持大赛组

委会与承办高校协同全程监督原则，各评审专家严格自我约束并

主动接受监督，确保评审结果公平、公正、公开。

3.省级各分赛区复赛规程、评分参考标准、奖项设置。详见

附件 1、2、3。

4.省级分赛区复赛各赛区设置（见附件 4）。经大赛组委会研

究，根据各高校办学规模及综合实力，郑州大学推荐参加省赛分

赛区复赛的名额为 8 人以内、河南大学 6 人以内，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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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大学每所高校 5 人以内，其他高校推荐为 3 人以内。

三、相关要求

1.请各高校遴选出优秀选手，并对选手给予有效指导和帮助。

组织选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参加复赛和省级总决赛。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先进典型，采取巡回报告、讲座等有

效措施，充分发挥典型人物示范带动作用，普及职业规划意识，

提高大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2.各承办高校要认真做好比赛的组织、服务、防疫、保障、

宣传等工作，营造良好比赛氛围，并于 11 月 10 日前将承办实施

方案报送大赛组委会审核后，由承办高校通知片区内高校。参赛

人员食宿由承办高校统一安排，费用由参赛高校自理。

3.参赛选手须为在校大学生，比赛时须出示学生证、身份证

核对，同时需要携带《职业生涯规划书》（一式 7 份，加盖学校有

关部门公章）及现场展示 PPT 电子版；参赛者须为参赛作品的原

创作者，作品提交即视为参赛选手拥有该作品的合法著作权。大

赛组委会拥有参赛作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获奖作品如发现有抄

袭、盗用、作弊等不良行为、或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取消其参赛

资格、追回奖励，且一切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行负责。

4.各参赛高校按照各分赛区复赛承办高校实施方案按时填写

并报送参赛选手作品等相关资料。所有参赛作品上交后不得调换，

概不退稿，请自行保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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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校带队参加复赛的老师，请及时加入所在分赛区微信工

作群。群二维码见附件 5（有效期 7 天）。

大赛组委会联系人：李玉伟、钱鹏俊 0371-65798638

文正建、杨媛媛 0371-65795552

电子邮箱：jyzxjyc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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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赛区复赛规程

2.评分参考标准

3.大赛奖项设置

4.分赛区设置情况

5.分赛区微信工作群二维码

2020 年 11 月 9 日

mailto:jyzxjyc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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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分赛区复赛规程

省级分赛区复赛为期两天，包括 3 个环节：书面作品评比、

现场 PPT 展示及现场答辩。专家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

最低分后求平均值，并排序。具体安排如下：

项目 时间 比赛内容

报到

（参赛选手

及专家）

10:00-16:30
参赛选手以学校为单位报到、现场抽签、提交并调试

PPT、提交《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书》纸质版一式 7 份

19:00-20:00 专家组工作会

比赛首日

8:00-8:15 开幕式

8:16-12:00 1-25 号进行现场 PPT 展示及现场答辩

14:00-18:00 26-52 号进行现场 PPT 展示及现场答辩

比赛次日

8:00-12:00 53-78 号进行现场 PPT 展示及现场答辩

14:00-16:00 79-90 号进行现场 PPT 展示及现场答辩

16:30-17:00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注：具体参赛选手数量以实际报送为准，选手比赛进度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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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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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容仪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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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赛奖项设置

为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参赛热情，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决定：扩

大省级总决赛奖项规模，分赛区奖项设置不变。具体如下：各分

赛区复赛前 18 名进入省级总决赛，其中前 10 名到总决赛现场角

逐规划之星·金奖、银奖；后 8 名获得规划之星·铜奖，无需参

加总决赛现场比赛，在学校带队老师的统一组织下，参加总决赛

颁奖典礼，也可到现场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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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总

决赛

规划之星·金奖 20 名
奖金人民币

3000 元/人

总决赛荣

誉证书
规划之星·银奖 30 名

奖金人民币

2000 元/人

规划之星·铜奖 4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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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赛区设置情况
分赛区

地区

名称
参赛高校 承办单位、联络人 组委会联络人

复赛

时间
报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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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建波：

18695900505

陈超：

17803863298

杨媛媛

13838330482

11 月 13

日-14 日

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

（龙子湖

校区）综

合楼中楼

102 房间

就业服务

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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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科：

15836047390

王岩：

18637376391

荣文静

13783631600

11 月 14

日-15 日

河南师范

大学学术

交流中心

（河南师

范大学西

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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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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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伟：

13837104689

0371-67739612

文正建

13526675251

11 月 20

日-21 日

云士酒店

（郑州市

高新区长

春路与梧

桐街交汇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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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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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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一竹：

18537115206

王 科：

13569516583

李玉峰 ：

1850378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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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西恒

17839933993

11 月 19

日-20 日

新东苑大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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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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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娜：

13783230681

王居东：

18537525001

毕明

15093178005

11 月 15

日-16 日

豫达未来

大酒店一

楼大厅

（平顶山

市新城区

长安大道

与和谐路

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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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赛区微信工作群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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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