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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文件 

 

 

 

 

 

 

 

                     

 

 

关于公布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学生参加校外专
业比赛赛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本科学生参加校外各类专业比赛及奖励管理工

作，经 2019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认定国家级赛事 57

项，省级赛事 24项，市级赛事 10项。 

赛事认定根据竞赛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每年 5 月 15 日-31 日

和 11 月 15日-30 日教务处集中受理新增赛事认定申请。凡经学校

认定的赛事，学校将对参赛的教师和学生差旅费给予报销，同时

准予申报学校专业比赛奖励。未经学校认定的赛事，参加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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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经费由各教学单位自行安排，不能参加学校专业比赛奖励申

报。 

 

附件：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学生参加校外专业比赛赛事认定

结果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7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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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学生参加校外专业比赛赛事认定结果 

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1 
“莫斯科冒险游戏”俄罗斯文化

国情知识比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

联邦大使馆、俄中友好协

会、 

国家级 

2 成均馆韩国语作文大赛 韩国 成均馆大学 国家级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

说”多语言冠军挑战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球

说 
国家级 

4 
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大学生德语辩

论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分委

会、歌德学院（中国） 

国家级 

5 全国高校大学日语演讲比赛 

教育部高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日语分会 

国家级 

6 
“笹川杯”全国高校日本知识大

赛 
日本科学协会、北京大学 国家级 

7 
CASIO杯中国日语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演讲辩论大赛 

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中

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国家级 

8 中华全国日语演讲比赛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本华

人教授会议 

国家级 

9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

讲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国家级 

1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

作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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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11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

读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国家级 

12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

英语辩论赛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 

国家级 

13 
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

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中国日报社、可口可乐中

国 
国家级 

14 CHINA OPEN 中国辩论公开赛 华东理工大学 国家级 

15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组委

会、厦门大学 
国家级 

16 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中国翻译协会 国家级 

17 “永旺杯”多语种全国口译大赛 
中国翻译协会、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 
国家级 

18 
全球语通百万大学生外语听说大

赛 

中国翻译协会、北京全球

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19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俄语）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厦

门大学 
国家级 

20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国家级 

21 
“俄罗斯文艺”文学翻译奖·全

球俄汉翻译大赛 

中国翻译协会、中国俄语

教学研究会、西安外国语

大学、《俄罗斯文艺》 

国家级 

22 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 中国翻译协会 国家级 

23 
锦湖韩亚杯中国大学生韩国语演

讲大赛全国总决赛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韩中友好协会、中韩友好

协会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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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24 模拟 APEC大会（MODEL APEC) 

北京市环亚青年交流发展

基金会、亚太青年模拟

APEC 大会组委会 

国家级 

25 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 中国联合国协会 国家级 

26 
中国日报·21 世纪全国学生模拟

联合国大会 
中国日报 国家级 

27 长江钢琴• 全国高校钢琴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国家级 

28 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国家级 

29 
“移动互联+旅游创意”全国大学

生旅游创意大赛 

教育部高校旅游管理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 

30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中国

商业统计学学会 

国家级 

31 
“中金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知

识大赛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

国期货业协会 
国家级 

32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教育部语言文学应用管理

司 
国家级 

33 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赛 

中国报业协会、中国编辑

学会、中国新闻技术工作

者联合会、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等 

国家级 

34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 

35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网络技术

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

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

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

会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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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36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 

37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博弈大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 

38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

中心主办 
国家级 

39 
“外研社杯”全国高校法语演讲

比赛 

教育部高校外指委法语分

委员会、（中国）法语教

学研究会 

国家级 

40 法语诗歌翻译大赛 
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及法国

驻华总领事馆 
国家级 

41 全国法语歌曲大赛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

合作处（SCAC）、法国文

化中心（IFC） 

国家级 

42 
“外教社杯”全国大学生德语微

视频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

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

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德

语组等 

国家级 

43 全国葡萄牙语演讲比赛 
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

会、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家级 

44 徐日昇奖比赛 葡萄牙驻华大使馆 国家级 

45 世界中葡翻译大赛通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

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理

工学院 

国家级 

46 全国“西班牙语之星”演讲大赛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 国家级 

47 
CGTN 西班牙语大赛（原 CCTV 西

班牙语大赛） 
中国国际电视台 国家级 

48 全国高校西班牙语写作比赛 
厄瓜多尔驻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使馆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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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49 
“CRI 杯”全国阿拉伯语演讲比

赛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

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驻华代

表处、教育部高等院校外

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阿拉伯语分委会 

国家级 

50 全国高校阿拉伯语文学翻译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

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阿拉伯语专业教学指导

分委会、埃及阿拉伯共和

国驻华大使馆、北京语言

大学 

国家级 

51 
“意大利语桥”-全国高等院校意

大利语言与文化知识竞赛 
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中心 国家级 

52 全国意大利语演讲比赛 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 国家级 

53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教育部、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国家级 

54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

意及创业”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 

55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

教育部和全国学联、地方

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国家级 

56 “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

国科协、全国学联 

国家级 

57 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健美操协会 
国家级 

58 德岛杯日语作文演讲大赛 德岛日中青年交流协会 省级 

59 冈山杯日语演讲比赛 
冈山大学国际教育合作交

流中心 
省级 

60 
中国·陕西大学生日语才能展示

大赛 

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

西安外国语大学 
省级 

61 
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日语作文

演讲大赛 

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日本文化研

究中心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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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62 
“辽沈最美翻译官”外语演讲大

赛 

辽宁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省级 

63 

辽宁省普通高校本科大学英语挑

战赛暨“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大学英语挑战赛辽宁省分赛区演

讲、写作、阅读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 
省级 

64 
上海外国语大学多语种接力同传

赛 
上海外国语大学 省级 

65 “上译”杯翻译竞赛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 

省级 

66 俄语风采大赛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

江省委高校工委、黑龙江

省教育厅、黑龙江省俄语

学会、俄罗斯驻沈阳总领

馆 

省级 

67 
“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大学生

俄语竞赛 

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

立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

大学 

省级 

68 辽宁省模拟联合国大会 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省级 

69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

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教

育厅 
省级 

70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

导游大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 
省级 

71 辽宁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辽宁省语言文化工作委员

会 
省级 

72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

新媒体设计竞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 
省级 

73 
“朔日杯”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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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74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

计算机博弈竞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 
省级 

75 
“求是杯”国际诗歌创作与翻译

大赛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中美

诗歌诗学协会、北京外国

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省级 

76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电子

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战赛 

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财

政厅 
省级 

77 
“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 

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辽

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科学

技术厅、辽宁省科学技术

协会、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省级 

78 
“创青春”辽宁省大学生创业大

赛 

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辽

宁省教育厅、辽宁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厅、辽宁省

科学技术厅、辽宁省知识

产权局、辽宁省学生联合

会 

省级 

79 辽宁省大学生排球锦标赛 辽宁省教育厅 省级 

80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乒乓球比赛 辽宁省教育厅 省级 

81 
辽宁省大学生篮球联赛暨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辽宁分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辽

宁省教育厅 
省级 

82 大连市“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 

大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佳能大连办公设备有

限公司 

市级 

83 大连市“枫叶杯”英语演讲比赛 

大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大连市人民政府外事

办公室 

市级 

84 韩国语视频演讲大赛和唱歌比赛 

大连世宗学堂（韩国大邱

科学大学）大韩民国驻大

连领事办事处 

市级 

85 大连市模拟联合国大会 
共青团大连外国语大学委

员会 
市级 

86 大连市高校学生排球比赛 
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工作

委员会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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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比赛名称 主办单位 认定级别 

87 大连市高校学生网球赛 
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工作

委员会 
市级 

88 大连市高等院校乒乓球赛 
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工作

委员会 
市级 

89 
大连“羽协杯”高校学生羽毛球

赛 

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工作

委员会 
市级 

90 大连市大学生足球联赛 
大连市高等院校体育工作

委员会 
市级 

91 
大连市高校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

跑比赛 

大连市体育局 大连市高

等院校体育工作委员会 
市级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                          2019年 7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