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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实施方案

为做好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工作，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第一章指导思想

为了深入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文件精神，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

工程教育合作，探索新时代大湾区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模式，实现三地工程教育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合作共赢，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注入新活力。根据《全国大

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章程》，落实“重在实践，鼓励创新”的指导思想，旨在加

强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养，激发大学生进行科学研究与探索

的兴趣，挖掘创新潜能与智慧，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推动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章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协办单位：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香港分部

广州海关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学校按照省教育厅规定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

办单位、协办单位及有关专家组成，全面统筹、指挥竞赛的各项工作，负责竞赛结果的

最终审定。组委会名单见附件 1。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评审委员会以及监督与仲裁委员会。

2.1 秘书处

秘书处设在华南理工大学，由秘书处办公室、赛务组、宣传组、安保组、医疗组、

后勤保障组和志愿者组等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处理竞赛的日常工作和具体的竞赛组织筹备工作，保障竞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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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进行。

2.2 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由高校或科研机构获得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组成，设组长一名，非承办

单位专家比重不低于 80%。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名单见附件 2。

主要职责：负责审核竞赛方案，制定竞赛评分标准和评定成绩。

2.3 监督与仲裁委员会

由承办单位、相关高校主管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组成。监督和仲裁委员会专家组

名单见附件 3。

主要职责：负责对竞赛进行全过程监督，仲裁参赛各方对竞赛评判结果提出的异议

和申诉。

第三章报名和参赛资格审核

3.1参赛对象

粤港澳地区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含独立学院）在校学生，无专业限制。

3.2参赛资格要求

竞赛以学校为单位报名，不接受个人报送项目。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学生证或身份

证参加竞赛及相关活动。

每支参赛队的选手不超过 4人，指导教师不超过 2人；每个学校设领队 1名，领队

可以由指导教师兼任。

3.3日程安排

报名时间：2019年 09月 16日截止

竞赛时间：2019年 10月 26、27日

3.4、报名要求

各参赛学校要认真逐项填写“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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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报名表”，并打印加盖学校主管部门公章。2019年 9月 16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版（要

求可编辑）及其盖章扫描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组委会秘书处指定的报名邮箱

xuzhy@scut.edu.cn，发送时文件名注明：项目名称+队名+学校名称。

报名表请从竞赛网站下载。

（http://ecourse.scut.edu.cn/web/gt/1/index.html?id=5035&tdsourcetag=s_pcqq

_aiomsg）。

第四章竞赛组织实施

4.1 竞赛内容和方案

根据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命题要求说明进行准

备，按照竞赛的实施方案有序进行。

4.2 竞赛规则

1、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必须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学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

本科生。评审时，如发现有非本科在校生参加，将取消评奖资格。不得跨校组队。违者

取消竞赛资格。

2、参赛选手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队员因故不能参赛，须

由学校主管部门于竞赛开赛前 10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证明，经竞赛组委会核实后予以

替换；参赛选手注册报到后，不得更换。

3、参赛选手必须按照竞赛时间到达赛场，并按照赛场人员的安排参加竞赛。迟到 5

分钟以上按自动弃权处理。各参赛队的领队和指导教师不得进入赛场。

4、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随意离开赛场。如有特殊问题，需举手向

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协商解决。

5、参赛选手必须遵守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并接

受裁判的监督和警示；在竞赛过程中，若因选手操作失误而导致人身、设备收到伤害等

严重问题，裁判有权终止比赛并取消该参赛队的成绩。在竞赛过程中不按要求操作，出

现人为损坏赛项提供的设备情况，由参赛队照价赔偿，并取消参赛资格。

6、全部竞赛过程都以公平、公正和公开为首要原则。在统一命题的基础上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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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赛前公布各项竞赛过程的评分标准及计算方法。

（2）赛前所有参赛队统一参与参赛排序确定赛道的公开抽签。

（3）设立由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的竞赛仲裁组，负责及时处理参赛各方提出的诉

求。

（4）竞赛结束后，向全体参赛人员，公布各队成绩的最终结果。

第五章竞赛结果评审和认定

5.1 评审原则

1、评审委员会在竞赛和评审规则范围内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原

则进行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在竞赛开始时公布，赛前保密。评审工作组按照

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规定组成。

2、评审委员会在赛前通过竞赛网站公布各赛项的评分标准及计算方法。竞赛结束

后，向全体参赛人员，公布各队的每项得分及成绩计算的最终结果。

3、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的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比赛成绩评定标准进行评分。每个参赛队的得分由各评委给

出的分数综合得出。按照得分高低，确定作品的获奖等级。当遇到多个参赛队同分时，

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各自的比赛情况确定排序规则。

4、评审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在评审结束之前任何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

对外宣布、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

5、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对竞赛的评判有异议，可向竞赛监督与仲裁委员会提出

申诉，申请仲裁。仲裁结果为终审结果。

6、反对任何形式的竞赛舞弊行为。对违反规则的单位或个人，一经发现即取消竞

赛成绩，并视情节轻重对所在院校予以通报、警告，直至取消其下一届参赛资格的处分。

5.2 奖项设置

根据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工程训练竞赛实施方案，每个赛项均分别设

置设一、二、三等奖，和最佳创意奖一名、最佳组织奖一名、最佳合作奖一名。其中各

项竞赛排名前 10%一等奖，20%二等奖，20%三等奖。

一等奖获得者的第一指导教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奖。



5

第六章竞赛评审监督和信息公开

为了体现竞赛公开、公平、公正，竞赛获奖名单将在竞赛网站进行公示，获奖结果

没有异议或异议得到妥善处理的，视为通过获奖公示环节。参赛队对参赛作品所涉知识

产权负完全责任。

6.1获奖公示

竞赛评审工作结束后，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

6.2提出异议

若对获奖名单有异议，通过网络和电话在公示期内以实名制向竞赛监督与仲裁委员

会反映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匿名提出异议不予受理。

竞赛监督与仲裁委员会受理异议，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在公示期后的 10个工作

日内，在竞赛网站上公布裁决意见。

第七章竞赛保障条件支持

7.1竞赛场地和设施

主场地一：华南理工大学海丽文体中心。海丽文体中心作为竞赛作品运行赛场。

主场地二：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工培大楼。工程训练中心为零件 3D打印、

作品拆装等提供竞赛场地和必要的竞赛设备，竞赛需要的通用工卡量具由参赛队自带。

7.2比赛组织实施

大赛在组委会秘书处下成立秘书处办公室、赛务组、宣传组、安全工作组和志愿者

组等各项工作小组。秘书办公室负责大赛的组织联系、报到、食宿和缴费等，赛务组负

责赛场组织实施，宣传组负责比赛的报导，安全工作组负责比赛的安全教育、事故应急

处理，志愿者组负责对参赛的高校进行一对一的引导和帮助。

承办学校组织大赛所必须的人力物力，保障大赛的安全有序高质量地进行。

第八章竞赛应急处理办法

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方针，确保参赛师生的人身安全，杜绝比



6

赛期间安全事故的发生，进一步提高参赛师生外出参赛时突发事故的处置能力，最大限

度地减少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特制订大赛的应急预案。

8.1成立安全工作小组

大赛组委会成立安全工作小组，各参赛学校领队老师是小组成员之一，参赛领队老

师为安全第一责任人。

比赛现场裁判长为突发事故处理指挥员，现场指定工作人员为突发事故应急疏散引

导员。

8.2安全职责要求

1、安全工作小组在赛前必须组织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小组需与承办学校保卫处、

物业保安通力协作，负责竞赛场地的安全管理，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赛前可在比赛现

场做一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安全工作小组联系校医院派遣医疗组，全程跟踪比赛，及

时处理伤害，保障人身安全并降低损失。

2、竞赛场地的裁判组亦是事故应急现场指挥员，负责竞赛过程中的学生安全，突

发事故时及时终止比赛，确保比赛师生的人身安全。

3、各校参赛队伍必须向本校教务处申报审批备案，各项目领队教师为所带学生的

安全第一直接责任人，参赛领队老师需留有电话号码，领队老师参赛出发前负责对学生

做好安全教育，以及宣传比赛活动安排的注意事项。

4、参赛过程中领队教师必须经常清点本校人数，保持与本校学生、安全工作组联

系畅通，学生外出要报告，确保学生不走失，保证参赛过程安全。

5、比赛中要严格按规操作，确保人生和设备安全。带有危险性的操作必须先向裁

判请求，经裁判同意并保证安全前提下方能操作。

6、学生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在救助行动中师生要加强自我保护，确保抢救行动过

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8.3事故发生报告程序

1、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安全工作小组组长，组长根据现场情况指挥

救援并逐级向上级汇报。汇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现场情况、受伤人数及简要经过。

现场人员并对事故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听从组长命令，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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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工作小组各成员之间必须保证通讯畅通。领队教师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工作组的统一部署，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配合、服从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并加以督察和指导。比赛期间发生事故，应第一时间与裁判和主办单位取得联系，积极

有效争取援助。

8.4事故处理

1、交通事故：迅速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并拨打 120急救中心、110指挥中心

和 122等处理中心，同时将事故详情立即报告领队老师和参赛组委会。情况紧急时，可

先求助过路车辆，第一时间内将急、重伤员送往就近医院。

2、火灾事故：住宿宾馆、比赛场地出现火情时，带队负责人在现场指挥员和引导

员的指引下应迅速疏散人员，并组织学生有序地从安全通道撤离。疏散撤离时应听从指

挥，防止拥挤、踩踏。如遇烟雾，用手帕或衣物等捂嘴、鼻，俯身行走迅速离开现场。

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带队负责人应立即清点人数，并报告安全工作小组组长。

3、机械事故：立即关闭运转机械，保护现场，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小组及有关部

门汇报，应急指挥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抢救。现场医疗

组立即对伤者进行包扎、止血、止痛、消毒、固定等临时措施，防止伤情恶化。在就地

抢救的同时，应立即拨打 120电话，向医疗单位求救，并准备好车辆随时运送伤员到就

近的医院救治。

4、触电事故：a.立即切断电源；b.救出触电者，现场医疗组并立即实施抢救，同时

拨打“120”；c.迅速向相关部门报告；d.如引起火灾，先切断电源再进行灭火。

5、若发生其他安全事故，安全工作组成员、领队教师要本着救人为主，灵活处理

的原则。同时稳定现场参赛队员情绪，疏导人员撤离事故区域。

第九章其他事项

1、如遇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竞赛的，组委会将启动应急预案，应急预

案由承办单位负责制定。

2、竞赛信息将在竞赛网站及时发布，各参赛队的领队应及时浏览竞赛网站的最新

通知与消息，保持与组委会秘书处联系畅通。

3、竞赛秘书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秘书长：郑志军老师 13724886696 办公电话：020-871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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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徐忠阳（多能源装置接力竞赛）13533094951

黄心深（无人机救援竞赛） 15813394361

鲁忠臣（机器人拾放球竞赛） 15820225902

地址：广州市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邮编：510640

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工程训练

综合能力竞赛组委会

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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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组委会主任李正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

组委会副主任郑文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组委会副主任项聪 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组委会副主任李琳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

组委会秘书长郑志军 华南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主任

附件 2、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名单

组 长：

胡青春 教育部高校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副组长：

李明斌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香港分部秘书长, 香港机电工程署工程师

于兆勤 广东省高校工程训练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成 员：

黄明新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香港分部中国组主席

陈志强 香港大学 教授

李奕阳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马诺宏 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

吴 骏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杜政诺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教授

黄承发 澳门大学 教授

刘 强 中山大学 教授

邓元龙 深圳大学 教授

王立欣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教授

融亦鸣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丁洪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教授

陈少克 汕头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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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志 东莞理工学院 高级工程师

李德荣 广东海洋大学 高级实验师

李剑英 肇庆学院 副教授

李 浩 广州海关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副研究员

高 君 深圳市产教融合促进会 秘书长

附件三、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监督和仲裁委员会专家组名

单

组 长：

于兆勤 教授(兼)；

组 员：

李明斌 高级工程师

吴上生 教授

莫海军 副教授

陈松茂 副教授


	首届（2019）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实施方案
	第一章指导思想
	第二章组织机构
	2.1 秘书处
	2.2 评审委员会
	2.3 监督与仲裁委员会

	第三章报名和参赛资格审核
	3.1参赛对象
	3.2参赛资格要求
	3.3日程安排
	3.4、报名要求

	第四章竞赛组织实施
	4.1 竞赛内容和方案
	4.2 竞赛规则

	第五章竞赛结果评审和认定
	5.1 评审原则
	5.2 奖项设置

	第六章竞赛评审监督和信息公开
	6.1获奖公示
	6.2提出异议

	第七章竞赛保障条件支持
	7.1竞赛场地和设施
	7.2比赛组织实施

	第八章竞赛应急处理办法
	8.1成立安全工作小组
	8.2安全职责要求
	8.3事故发生报告程序
	8.4事故处理

	第九章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