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 期 要 目 

 
 

1.关于做好2022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工作的通知……………………………………………………………1 

2.关于做好2022届毕业生课程成绩录入工作的紧急通知…………….5 

3.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补考工作的通知………………………….6 

4.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课程重修（补修）的通知……………….7 

5.关于做好2021春季学期部分实践课程成绩录入工作的通知……...10 

6.关于开展2022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11 

7.关于收看2021年下学期教师发展直播讲堂的通知………………...13 

 

8.学校召开秋季学期第一次本科教学工作例会暨一流专业（课程）

建设工作推进会………………………………………………………..14 

 

9.关于举办学校第三届大学生智能导航科技创新竞赛的通知……...16 

10.关于举办 2021 年学校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的通

知………………………………………………………………………..17 

11.关于举办 2021 年学校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的通……...19 

12.关于举办学校第四届大学生测绘综合技能大赛的通知………….21 

13.学校 2021 年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公示………………...22 

14.学校举行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现代物流设计竞赛校赛启动仪式.24 

 

 

工作动态

动态动态 

文件通知 

通知

书通知 

学科竞赛 



 

 1 

 

   

关于做好2022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单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 号）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推荐和

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要

求，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2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以下简称“推免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 2022 年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廖小平 

副组长：王忠伟 闫文德 

组  员：刘高强 李建兵 李贤军 李  凯 张学文 易  锦 谭晓风 

        祝海波 周文化 蒋兰香 李雄光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教务处，具体负责推荐组织工作。 

二、推免生资格  

推免生申请条件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推免生申请条件及综合测评指标体

系（2021 年修订）》（中南林发﹝2021﹞14 号）规定执行。 

三、推免生候选人名额分配 

学校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指标数，确定学校单列指标和下拨学院指标。 

单列指标是为鼓励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等活动而设置，不超过推免生总数的

10%，具体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推免生申请条件及综合测评指标体系（2021

年修订）》（中南林发﹝2021﹞14号）规定执行。 

下拨学院指标根据各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人数、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建设

点、专业数、上年度推免生工作完成情况以及研究生招生就业具体情况等将指

标分配到各学院。 

文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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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院达到学校推免生申请条件的人数不足或没有候选人，学校将下拨

的指标收回并统一调配。 

教育部规定时间截止后，被确定的推免生如果无招生单位接收或本人放

弃，则该生推免生资格作废，名额不得转让。 

四、推免生工作流程 

第一阶段（单列指标推免） 

1．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国家政策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研究

制订我校推免生工作的程序和办法。 

2.各学院组织符合单列直通推免条件的学生报名。 

3.各学院成立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推免生推荐工作专家审核小组（专家

组成员原则上应具有相关学科副教授以上职称，一般不少于 5 人），根据《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推免生申请条件及综合测评指标体系（2021 年修订）》“推免

生申请条件”的第(一)、(二）款及第（四）款第 2 条审查后，确定单列直通指

标候选人，并将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专家审核小组名单及学生的申请材

料报送教务处审核。 

4.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审查符合单列直通选拔条件的学

生材料，根据附加分从高到低进行审定，确定在学校单列指标中直接确定的推

免生并公示。  

第二阶段（下拨学院指标推免） 

5.学校根据推免生候选人名额分配原则计算并公布下拨学院指标。 

6.各学院根据学校政策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制订本院推免生工作方案。 

7.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资格申请表》及承诺书，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8.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按专业对下拨学院指标的申请者进行综合测评（综合

测评分=基本分*100%+附加分*10%，附加分 50 分封顶），按照综合测评分从高

到低的原则，确定推荐名单并公示。 

9.学院将推荐学生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交教务处初审，初审合格名单报学

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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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务处将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名单在校园网公示。如有

异议，学校查明情况并公布处理结果。如无异议，通过上述程序的学生即取得

推免生资格，由教务处将学生材料交研究生院，并报省级招办审查备案。 

11.取得学校推免资格的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教育部推免生管理系统进行

网上报名。 

五、工作安排及要求 

1.2022 年推免生工作日程安排（见附件 1）。 

2.相关要求 

（1）请各学院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推免生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及学校政策

规定，做好宣传发动。在选拔推免生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择优选拔的原则，鼓励交流、优势互补、协调发

展的原则，严格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果公开。 

（2）学校鼓励具有推免生资格的学生填报本校。 

（3）加强对推免生特殊学术专长的审核。学院专家审核小组对申请推免资

格学生的科研创新成果、论文（文章）、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

排除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并组织相关学生在学校一定范围进

行公开答辩，专家审核小组及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

档。答辩全程必须录音录像，并存档备案；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未通过审核

鉴定或答辩的学生不得推荐。 

（4）严查违规违纪行为。对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有论文（文章）抄

袭、虚报获奖或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即取消推免生资

格，并报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视情节暂停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1 至 3 年，并按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

理。对在推免工作中管理松懈、把关不严，未能尽到审核责任的推荐学院，核

减下一年度推免生名额；情节严重的，取消学院推免工作资格，并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5）为加强对推免生工作的监督，学校纪检监察处对推免生的推荐过程全

程参与。如发现违纪违规行为，请向纪委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0731-

8562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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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务处联系人：李老师，电话：85623137（62211）。 

六、特别注意事项 

1.过程监督：学院须加强对推免生候选人特殊学术专长的审核，应成立专

家审核小组（专家组成员原则上应具有相关学科副教授以上职称，一般不少于

5 人），对推免生候选人的科研创新成果、论文、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

核鉴定，并组织推免生候选人在学院一定范围进行公开答辩。答辩全程要录音

录像，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候选人不得推荐。学院

面试全程须录音录像，并存档备案。 

2.成绩排名：综合测评的附加分在 20 分及以上者，课程成绩排名可放宽至

专业排名前 40%以内（未设定不及格课程门数限制）。 

成绩排名结果以从教务管理系统导出的时间点为准，未录入的课程成绩不

参与排名。 

3.体质测试成绩：各学院将需要测试体质的学生名单分别于 9 月 8 日（单

列指标申请人）、9 月 14 日（下拨指标申请人）以前统一报送体育学院，由体

育学院安排测试并提供成绩证明纸质材料。 

附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2年推免生工作日程表 

                                                     

教务处     

2021 年 9月 6日 

 

附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2年推免生工作日程表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8.30-9.5 

1.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国家政策并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研究制订我校推免生工作的程序和办法，确定工作方案，并

下发相关文件； 

研究生院、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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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9  

2.各学院组织符合单列直通推免条件的学生报名； 

3.各学院成立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推免生推荐工作专家审核小

组，审查并确定单列直通候选人名单（附加分在 20 分及以上、专

业成绩排名在前 40%以内），在 9 月 9 日 11:30 前将推免生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推免生推荐工作专家审核小组、单列指标推免学

生的申请材料报送教务处审核； 

各相关学院 

9.10-9.12  
4．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审查确定单列直通推免

生名单，并在教务处网上进行公示； 
教务处及相关部门 

9.9-9.15 

5.学校根据单列指标不超过 10%的原则，公布下拨学院指标（推

免下拨指标的专业成绩排名将于 9月 10日下午公布）； 

6．各学院根据学校政策并结合各学院的实际情况制订本院推免生

工作方案，以文件的方式报教务处； 

7．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向各学院提交申请，填写《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推免生资格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8．各学院推荐工作小组按专业对候选人进行综合测评，确定推免

生推荐名单 （排名必须是前 15%，在实践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的最多可放宽到前 40%以内；参与团队竞赛的项目，由承办学院

对排名是否分先后作出说明），各学院在本单位公示； 

9．各学院于 9 月 15 日 17:00 之前上报推免生推荐工作方案、下

拨学院指标的推免生推荐名单汇总表及相关材料到教务处，逾期

不予受理； 

各相关学院 

9.16-9.18 

10.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下拨学院推免生名单，并在

教务处网上进行公示； 

11.推免生填写《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到

教育部推免生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研究生院、教务处 

 

关于做好2022届毕业生课程成绩录入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学院： 

2022年推免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现发现还有部分2022届毕业生一至六学

期（五年制的一至八学期）的课程还未录入成绩，请紧急通知您所在学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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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凡涉及到2022届学生前六个学期（五年制前八个学期）的课程，请务必于

2021年9月10日12点整完成录入工作！因延迟录入课程成绩影响学生专业成绩排

名者，按教学事故处理。 

所有课程成绩须由老师手动提交，系统不会自动提交；提交后请注意查看

审核状态是否为“审核通过”，如果不是说明未提交成功，需重新提交！ 

 

                                               教务处 

                                            2021年9月7日 

  

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补考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本学期普通本科生理论课程补考将于第二周（9月13日－18日）进行，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补考采用教务系统排考，补考安排已由教务管理系统发送给相关

学生，请各学院提醒学生进系统查看:教务处网页--教务管理平台--教务管理系

统--考试报名--我的考试，点“查询”即可。 

二、本次考试所有考场将全程开放电子监控并录像。请所有监考老师和补

考学生自觉维护学校的考风考纪，坚决杜绝各类违纪行为。 

三、请各学院做好监考安排（见附表），并于9月10日前反馈到考试管理科

邮箱：znlkaoshi@163.com。 

四、请各学院做好监考员培训工作。 

1.监考员须提前15分钟到树人（一教）楼北305领取补考试卷，考试结束后

送还所有试卷。 

2.监考员须提前10分钟到考场：①提醒学生将手机关机连同随身物品一起

放到指定位置；②查验学生证件（身份证或学生证，且人、证、补考名单要一

致），无证件者或者人-证件-名单不一致者不得参加考试；③分课程、分专业

按补考名单安排学生座位；④提前3分钟发试卷，按时回收试卷。⑤考试过程

中，加强考场内的巡视，防止、制止考生的违纪行为，若发现有舞弊行为者请

mailto:znlkaos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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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报告巡考员处理。 ⑥考生迟到30分钟不得进入考场，视为旷考。 

3.所有考场将全程开放电子监控并录像，请提醒监考员认真履行监考职

责，不得做与监考无关之事。 

五、请各学院做好学生诚信考试教育。 

1.补考学生须按教务系统安排的时间、地点，带好身份证或学生证（校园

卡不认定为考试证件）提前10分钟到考室候考。迟到30分钟者不得进入考场，

视为旷考。 

2.严禁学生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随身物品须按监考老师要求放

到指定位置。 

3.考试过程中，所有考场将全程开放电子监控并录像，学生须自觉遵守考

场纪律，服从监考老师安排，坚决杜绝各类考试违纪行为。 

六、零分、缺考、重修不及格的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不予补考。缓考课程

可参加补考，但其成绩按补考成绩记载。 

七、未列入第二周补考的考试课程，请开课学院自行安排补考。考查课一

般不补考。                                                                                 

                                                     

 教务处      

                                                   2020年9月6日 

 

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课程重修（补修）的通知 

各学院： 

为做好2021秋季学期的课程重修（补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2021秋季学期的课程重修继续实行跟班重修；转专业、转学、保留学籍或

休学后复学等有学籍异动的学生部分课程可以申请补修。 

一、重修范围 

在校在籍各年级各专业学生，因成绩不及格或其他原因未获得学分的课程

(不含公共选修课)，本学期重修课程的总学分不得超过15学分(国际学院与班戈

学院学生本学期重修课程的总学分不得超过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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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修范围 

转专业、转学、保留学籍或休学后复学等有学籍异动的学生，根据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要求可以对部分课程（即转入专业要求修读而转出专业未修读，或

虽已修读但低于转入专业的学时和学分要求）进行补修。补修后的课程成绩按

照正常考试成绩录入，补修报名的流程参照重修流程。 

三、报名缴费时间 

1.报名、选课时间： 

第一阶段 2021年9月7日起至2021年9月15日12点整,除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

秋季学期课程都可以进行重修报名、选课，选课成功后学生马上参与跟班重修

学习； 

第二阶段 2021年9月 28日起至2021年10月15日12点整，仅限第一学年第一

学期的课程重修（补修）报名、选课，选课成功后学生马上参与跟班重修学

习。 

特别注意：课程类别为理论（含实践）的课程在选课时，必须选择课程名

称为“XXXX[讲课学时]”的课程，不得选择“XXXX[实验学时]”的课程！ 

2.缴费时间及方式：2021年10月9日至2021年10月15日17点整，缴费方式为

微信平台缴费。 

确定教务系统重修报名、选课都成功后，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

“添加朋友”，选择“公众号”后搜索“湖南非税”，关注并进入该公众号后

点击“在线缴费”（或扫码关注该公众号，原“湖南非税移动缴费”公众号已

停止使用，请大家不要混淆），点击“教育缴费”进入登录界面，地区选择

“湖南省本级”，学校选择“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缴费类别选择“重修

费”，号码类型选择学号，输入学生学号、姓名，点击“查询”后缴费。（请

大家切勿重复缴费，联系电话：85623986 朱老师）  



 

 9 

重修报名、选课、缴费三个步骤须全部完成，系统显示均为“√”才算重

修报名成功，请同学们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处理重修报名、选课、缴费事宜，过

期不予办理！ 

四、操作步骤 

（一）查询重修课程：确定须重修（补修）的课程，详见附件1。 

（二）报名选课：（请务必先报名选课再缴费！）  

进教务系统报名重修（补修）选课，操作步骤详见附件2，若有替代课程或

停开课程需重修，安排如下： 

替代课程重修安排：如学生在选课过程中找不到需要重修的课程,表示2021

秋季学期未开该课程，或开设的课程与需要重修（补修）课程的课程代码不

同，此时学生可在“附件3.2021秋 季学期教学任务”中查找类似课程，并填写

“重修（补修）课程替换表”进行课程替换，替换后方可选课。“重修（补

修）课程替换表”由学院收集整理后，在报名选课缴费时间段内，由学院统一

提交给教务科（不接收学生个人申请）。 

停开课程重修安排：若有成绩不合格的课程，确定后续年级专业不再开

设，且无相似课程可以替代，则以学生所在学院为单位汇总，经教学院长审定

并将电子档和纸质文档于2021年9月 14日17点前报教务科，复核后可单独开

班。 

缴费：微信平台缴费 

查验： 

1.参照下图检查“重修报名选课”页面“是否报名、是否选课、是否缴

费”三个状态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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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照下图检查自己个人课表是否显示有已报名选课的课程； 

 

3.若上述两步骤均成功，则表示报名、选课、缴费已成功。 

五、注意事项 

1.重修（补修）报名、选课、缴费三项均成功后，请及时关注个人课表，

且必须按教务管理系统上的选课信息去任课老师处报到、跟班学习、考试。凡

未按照重修（补修）流程自行找老师重修（补修）的成绩无效。 

2.学生重修（补修）课程原则上应跟班听课。因课程时间冲突无法跟班听

课的，须凭自己的个人课表向任课教师书面请假，征得任课老师同意后，可利

用空闲时间自修在时间上有冲突的节次，无冲突的节次仍须跟班上课。结业生

返校重修的，应书面向任课教师提出申请，可选择跟班重修或自修方式学习。 

3．接纳跟班重修（补修）学生的任课老师根据教务处提供的重修（补修）

学生名单组织考勤、授课、考试，考试结束后在教务管理系统上提交重修（补

修）成绩。 

4.重修报名如有疑问，请咨询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 

 

教务处 

                                                    2021年9月3日 

 

关于做好2021春季学期部分实践课程成绩录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2020春季学期部分实验实践课老师还未及时录入成绩，请通知相关老师务

必于2021年9月6日至2021年9月13日24点整，完成所有课程成绩录入工作。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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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影响2022届硕士研究生的推免工作，未按期录入者将予以通报。 

温馨提示： 

1.未录入成绩的课程见附件,文件里标红的课程是已录入成绩未提交成功的

课程，还有部分录入人显示空白，请开课学院确定到负责老师； 

2.所有课程成绩须由老师手动提交，系统不会自动提交；提交后请注意查

看审核状态是否为“审核通过”，如果不是说明未提交成功，需再次提交！ 

                                  

教务处           

                                               2021年9月3日 

 

关于开展2022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全流程、无纸化的网上操

作和管理，学校继续依托“‘中国知网’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开展我校2022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及对象 

2022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学院教学管理人员、教务处

管理人员。 

二、软件平台 

“中国知网”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  

登陆网址：http://csuft.co.cnki.net 

三、账号设置及使用方法 

1.教职工账号由教务处设置，账号和初始密码均为职工号。登陆后请及时

修改初始密码。一个账号可以具备多种角色的权限，所有教师默认具备指导教

师权限。如需新增权限或新增账号，请学院实验秘书联系教务处管理人员新增

账号信息。 

2.学生账号由教务处设置，账号和初始密码均为学号。登陆后请及时修改

初始密码。 

http://csuft.co.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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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使用方法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国知网”毕业设计（论文）管

理系统使用手册》。 

四、操作流程、角色及操作方法 

1.流程及角色 

课题申报与审核（指导教师及专业负责人）——选题（双向：学生及指导

教师）——下达任务书（指导教师）——提交开题报告（学生）——过程指导

（教师学生互动）——中期检查（多角色）——提交论文及检测（学生及教

师）——评阅、答辩安排（评阅专家、答辩秘书、实验秘书）——评优及成绩

录入 

2.操作方法：具体请参阅《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国知网”毕业设计（论

文）管理系统使用手册》 

五、工作时间（时间为计划安排，如有变动会下发通知） 

模块 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 

课题申报与审核 2021.9.13 2021.10.31 

课题汇总 2021.11.1 2021.11.12 

选题（师生互选） 2021.11.15 2021.12.10 

下达任务书 2021.12.13 2022.1.7 

提交开题报告 2022.1.10 2022.3.11 

中期检查 2022.4.4 2022.5.6 

毕设论文提交及查重 2022.5.9 2022.5.25 

毕业答辩 2022.5.26 2022.6.3 

六、允许部分学业优秀的学生提前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条件 

1.申请提前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前四（六）学期应修课程均已考

核合格,平均绩点在2.8以上。 

2.指导老师有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并且所申报的毕业设计（论文）课题

与教师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相对应。 

3.提前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的，需报教务处审核批准。 

4.由指导老师先与学生沟通，在申报毕业设计（论文）课题时直接指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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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要求 

1.请学院转告能承担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2.教师要申报非本学院毕业课题，须先和相关学院沟通，待对方批准后方

可申报； 

3.为便于中国知网专家进行在线答疑，请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人员

加入中南林知网毕设管理交流QQ群：514305271。  

                                         

教务处                                         

                                            2021年9月10日  

 

关于收看2021年下学期教师发展直播讲堂的通知 

各学院： 

本学期直播讲堂继续，围绕“教学创新经验成果分享”，从教学创新与助

力人才培养、教学创新经验分享、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学评价等方面，引导教师

潜心育人，推动教学示范引领，多途径提升教学质量。汇聚全国教学名师，邀

请多位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国赛获奖选手，分享参赛成果、经验与

心得。 

2021年9月23日-12月23日，邀请您在每周四 15:00-16:00进行观看。 

直播课程具体安排如下表： 



 

 14 

备注：1.学校邀请码：hncsuft 

2.若登录有技术问题，请咨询超星联系人阳青，电话：17377810520 

 

教务处 

                                                   2021年9月6日 

 

 

学校召开秋季学期第一次本科教学工作例会 

暨一流专业（课程）建设工作推进会 

9月10日下午，学校在崇德楼四楼四会议室召开秋季学期第一次本科教学工

作例会暨一流专业（课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副校长王忠伟出席。教务处处长

刘高强主持会议，教务处工作人员，各学院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教务办主任

（副主任）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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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伟就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做了简要总结，就如何推进做好一流专

业、一流课程建设、教学成果奖培育等秋季学期重点工作做了部署和要求，对

加强全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全校教学管理人员要进

一步明确责任担当，带头做好本科教学各相关工作；要及时学习掌握国家有关

方针政策和学校出台的相关文件，全面熟悉教学工作业务；要有全局观大局

观，注重加强与相关单位和职能部门的沟通，持续提升服务学校本科教学工

作、服务师生的能力和水平；要立足岗位尽职尽责，切实推进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事业的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 

刘高强就推进国家一流专业和省一流课程申报、教学成果奖的遴选和培

育、2022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认证等工作做了具体布置和要求。他

强调，各学院要认真推进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的申报和建设工作，尤其要做好

线上课程建设等短板项目的建设规划和实施；要锚定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的

标准和要求，提前谋划，加快培育和加强有关建设项目和成果；要抓实抓细教

学研究与改革、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教材建设、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工作。 

教务处副处长陈自勇就2022届研究生推免工作相关要求做了详细说明，并

就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会上，全体本科教学管理队伍的同志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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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三届大学生智能导航 

科技创新竞赛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做好 2021 年第三届湖南省大学生

智能导航科技创新大赛的校内选拔工作，学校决定举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三

届大学生智能导航科技创新竞赛，拟选拔优秀学生经过培训后参加省级赛事。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校物联网协会  

二、参赛对象  

我校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地理信息类、物流交通类等专业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三、竞赛说明  

1.采用组队申报的形式参加，每队 1～4 人。  

2.校赛与省级竞赛规则一致，分为科技创意类、科技制作类两个赛项，详

细说明请见附件。  

四、竞赛流程  

1.2021 年 9 月 9 日～2021 年 9 月 16 日：组织报名，说明参赛要求与注意

事项；  

2.2021 年 9月 26日～各参赛队截止提交作品和创意方案；  

3.2021 年 9月 29日～进行校内答辩选拔；  

4.2021 年 10 月 10 日～提交省赛材料，组队参加 2021 年湖南省导航科技

创新大赛。  

五、报名事宜  

1.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 9月 16日。  

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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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方式：学生自由组队，可选科技创意类/科技制作类其中一项，并将

附件中的报名表、方案简介（科技创意类）或作品概要（科技制作类）填写好

后将电子档发送至北斗众创空间学生联系人邮箱 1249679025@qq.com。  

3.联系人：刘同学 19873066096，QQ：2938512551；唐同学 18390703513，

QQ：1924214790  

4.中南林导航科技校赛通知 QQ群：908311010。请参赛同学务必加群。  

六、奖项设置  

校级选拔赛采用现场答辩的方式，按照成绩高低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和

三等奖若干名，经公示无误后，由学校发文通报、颁发获奖证书，并根据《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的创新创业学分。  

 

          教务处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校物联网协会    

                     2021年 9月 9日  

 

关于举办 2021 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酒店管理 

商业策划创意大赛的通知 

为推动我校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

习思维能力、研究创新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营造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浓厚氛围，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选拔优秀学生参加 10 月由省教育

厅主办的湖南省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学校决定举办 2021 年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旅游学院  

二、竞赛目的  

选拔优秀学生参加 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  

三、参赛对象  



 

 18 

旅游类专业（旅游、酒店、会展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在校学生均可组

队参加比赛。每支参赛队由 3 名学生（可由旅游类不同专业、年级的学生）及

1 名指导老师组成。推荐参加省级比赛的学生（往届获本项大赛省级一、二等

奖学生不允许参赛）和指导教师须经校内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一经确定，不得

更换。  

四、竞赛内容  

（一）选题范围  

A.我眼中的未来酒店（商业策划书）；  

B.我眼中的未来公寓（商业策划书）。  

具体案例参照《2021 年湖南省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大赛案例》

（见附件 1）。  

（二）作品形式  

参赛团队需要提交商业策划书文本、商业策划书陈述电子稿（PPT 软件制

作）。  

（三）作品要求  

1.根据大赛选题范围，选择有关内容参赛。参赛团队可围绕主题的品牌价

值与市场定位、产品与服务设计、营销策划与市场推广等方面进行商业策划书

的撰写。  

2.商业策划书要求目标明确，有充分的市场调研与分析，有可靠的数据支

撑。  

3.商业策划书应富有创意，体现时代和产业的新理念、新动态、新要求，

具有完整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4.商业策划书须理念正向、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参赛方案所涉及的发

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明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报名时需提

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

等。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一经发现即刻取消参

赛资格并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5.作品文本字数不超过 8000字，PPT或电子书不超过 80页。  

五、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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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有意愿参赛的团队于 9 月 15 日 24 点前将报名表电子版及汇总表发

送至邮箱 3193720781@qq.com，逾期不予接收。  

（2）参赛学生请加 QQ群：490702018，比赛相关事宜将在 QQ群发布。  

六、竞赛安排  

（一）竞赛时间、地点  

竞赛暂定 2021 年 9 月 23 日（周四）下午 2:30 举行，具体地点另行通

知。  

（二）竞赛流程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委参照《2021 年湖南省大学生酒店管理商业策划创意

大赛评分标准》（见附件 4）对作品进行评分。参赛团队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每个团队进行 8分钟现场项目展示，4分钟时间答辩，共计 12分钟。  

七、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按照参赛队伍 10%、15%和 20%的比例分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和

三等奖。学校将对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教务处    

                    旅游学院   

                        2021年 9月 8日  

 

关于举办2021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旅游专业 

综合技能大赛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举办 2021 年全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学科

竞赛的通知》（湘教通〔2021〕82 号）文件要求，推动我校旅游类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强化大学生研究创新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选拔

优秀学生参加 10 月由省教育厅主办的湖南省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学

校决定举办 2021 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现将大赛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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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旅游学院  

  二、参赛对象  

  本次竞赛分为专业组和综合组参赛。每个参赛小组只能选择 1 种参赛形

式，不能同时参加两项。每人只能选择参赛一个项目。  

  （1）专业组  

  旅游管理类专业在校学生组队参加，每支参赛团队成员 3 人（即 3 人全部

为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生），每支参赛团队指导老师限 1-2人。  

  （2）综合组  

  旅游管理类专业或其他专业在校学生组队参加，每支参赛团队成员为 3-5

人，其中必须有 1 名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生参与，每支参赛团队指导老师限 1-2

人。  

  三、竞赛内容  

  1.竞赛案例：平江县仙姑崖-红军营景区及平江红色文化  

  2.作品形式及具体要求：文案类、食品类、展示类 、导游词撰写，具体要

求参照《关于举办第八届湖南省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方案》（见附件

1）。  

  四、参赛方式  

  1.请有意愿参赛的团队于 9 月 15 日 24 点前将报名表电子版及汇总表发送

至邮箱 3193720781@qq.com，逾期不予接收。  

  2.参赛学生请加入 QQ群：666947317，比赛相关事宜将在 QQ群发布。  

  五、竞赛安排  

  （一）竞赛时间、地点  

  竞赛暂定 2021 年 9 月 23 日（周四）上午 9:00 举行，具体地点另行通

知。  

  （二）竞赛流程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委参照《2021 湖南省大学生旅游专业综合技能大赛评

分标准》（附件 1）对作品进行评分。参赛团队抽签决定比赛顺序，每个团队

进行 8分钟现场项目展示，7分钟时间答辩，共计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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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按照参赛队伍 10%、15%和 20%的比例分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和

三等奖。学校将对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教务处     

                          旅游学院    

                       2021年 9月 8日  

 

关于举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四届大学生测绘 

综合技能大赛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做好2021年第四届湖南省大学生

测绘综合技能大赛的校内选拔工作，学校决定举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第四届大

学生测绘综合技能竞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主办单位：教务处  

承办单位：土木工程学院  

二．参赛对象 

我校测绘类、地理信息类、土木工程类、交通运输类、林学类、园林类等

专业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三、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设虚拟仿真数字测图、虚拟仿真水准测量和GIS应用三个竞赛项

目，每人限报一个项目。  

四、竞赛程序 

1.报名 

大赛自即日起接受报名、咨询和培训，报名截止至9月30日17:00。报名请

到求是楼903室，同时将电子报名表发送至lwd2315@163.com。 

2.竞赛时间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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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技能校内选拔竞赛，初步定在10月10日8:00在求是楼9楼901机房举

行。 

五、成绩评定与奖项设置 

大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得分由高到低确定，其中一等奖比例为

15%，二等奖比例为15%，三等奖比例为20%。比赛名次并列时，按照并列数相应

空出并列以后的名次。 

评奖结果经公示无误后，由学校发文通报、颁发获奖证书。 

  

                                       教务处  

           土木工程学院  

                 2021年 9月 7日   

 

学校2021年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名单公示 

  由教务处主办、理学院承办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 年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于 8 月 30 日落下帷幕。此次竞赛共有来自全校各专业的 36 个参赛队、108

名同学参加。经过数学建模竞赛指导组全体老师的严格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2

个队、二等奖 4个队、三等奖 6个队，总计 36位同学获奖。  

获奖名单如下（同一等级奖项的排名不分先后），公示期为 2021 年 9 月 7

日-9 月 9 日。对公示结果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理学院或教务处反映，联

系电话：0731-85623836、85623094。 

序号 学号 姓名 年级专业 选题编号 获奖等级 

1 

20191733 陈静 2019信息与计算科学 

A 一等奖 20196061 朱晨明 2019林学（中外合作办学） 

20190747 谭新纪 2019软件工程 

2 

20192902 段志超 201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 一等奖 20194353 夏一嘉 2019会计学 

20194127 杨静怡 2019信息与计算科学 

3 
20191620 肖王凯 2019汽车服务工程 

A 二等奖 
20193296 汤智文 2019信息与计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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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303 王晓聪 2019工程力学 

4 

20193697 首云涛 2019软件工程 

B 二等奖 20193675 曾雨晴 2019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0669 李遇奇 2019软件工程 

5 

20194057 童谣 2019地理信息科学 

B 二等奖 20194135 张星宇 2019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94449 郭佑煌 2019信息与计算科学 

6 

20193200 肖淳钟 2019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A 二等奖 20191352 贺江波 2019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4359 杨海玲 2019会计学 

7 

20191112 余子音 2019金融学 

A 三等奖 20192566 聂源 2019电子信息工程 

20192564 吕晗韵 2019电子信息工程 

8 

20192732 倪聪燕 201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A 三等奖 20190359 刘宇健 2019通信工程 

20194370 曾畅 2019会计学 

9 

20193285 黄沙 2019工程力学 

B 三等奖 20202882 邓榆宝 2020自动化 

20201503 席浩然 2020能源与动力工程 

10 

20194939 黄子垚 2019金融学 

B 三等奖 20194958 唐心悦 2019金融学 

20192661 杜志宇 201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20202584 雷昆儒 202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 三等奖 20203882 钱振文 2020软件工程 

20202601 杨飞向 202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 

20204027 徐梓轩 2020信息与计算科学 

B 三等奖 20204275 石庄 2020会计学 

20201474 杨乔亦 2020能源与动力工程 

  

教务处  

理学院          

                                          2021年 9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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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现代物流设计竞赛 

校赛启动仪式 

8月 18日，物流与交通学院通过线上方式举行了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现代

物流设计竞赛校赛启动仪式，学院院长庞燕、全体竞赛指导教师和各参赛选手

参加本次活动。启动仪式由学院副院长魏占国主持。  

 

  学院院长庞燕首先做了勉励致辞。她指出，近年来学院积极组织相关专业

学生代表学校参加湖南省大学生现代物流设计竞赛，获得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2项、优秀组织奖 5 项等傲人成绩。这是与学校上下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指导

教师认真严谨、参赛队员吃苦耐劳分不开的。庞院长重点就本次竞赛案例进行

了精心讲解，详细解读了竞赛案例编撰的背景、相关国家及地方政策，以及如

何紧跟案例要求开展竞赛方案设计具体思路。最后，庞院长勉励各位参赛同学

继续发扬勇于创新、刻苦钻研的精神，充分发挥所学既有所用的优势，在指导

教师的细致严谨地指导下，再接再厉，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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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副院长魏占国进行了总结，期望所有参赛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牢

记誓言，努力备战。相信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在此次大赛中取得更加

优异的成绩，为学校、学院再添光彩！   

  湖南省大学生现代物流设计竞赛是由我校发起、湖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

省高等教育学会物流教育委员会和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教育与科技委

员会举办。该赛事面向全省高等院校物流工程与管理类及相关专业大学生，已

经成功举办五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