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食大创〔2021〕01号 

关于举办“迎驾霍斛杯”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

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的通知（第一轮) 

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营造我省食品科学类专业大学生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氛围，

激发创造潜能和学习热情，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

培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决定举办“迎驾霍斛杯”2021 年

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省内高校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专科生，均可组队参赛。 

二、组织领导 

“迎驾霍斛杯”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由安徽省教育

厅主办，皖西学院、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合作委员

会承办。由安徽省农产品加工技术协会、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等

协办。本赛事设立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组委会，负责领导本届

赛事；组委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具体赛事组织工作。 

（一）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储常连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副 主 任： 

张尔桂  安徽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组委会 



孔  敏  皖西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 

委    员： 

朱永国  安徽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刘仁金  皖西学院教务处处长 

杜先锋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合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 

魏兆军 教育部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陈存武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院长 

李大祥 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院长 

朱国萍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徐宝才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张  敏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薛正莲 安徽工程大学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杜传来 安徽科技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江启成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桂双英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 

纪  平 合肥学院生物食品与环境学院书记 

吴  彦 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刘  勇 阜阳师范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张  斌 蚌埠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高贵珍 宿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王顺昌 淮南师范学院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徐忠东 合肥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方  强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院长 

朱双杰 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佘新松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金声琅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院长 

周裔彬 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刘生杰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食品系系主任 

蒲顺昌 亳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系系主任 

陶兆林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副院长 

陈  彦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 

郑  志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周守标 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 

李先保 安徽科技学院食品工程学院教授 

各有关高校教务处和分管创新创业工作部门负责人 

（二）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杜先锋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合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   员:  

每组由 5-7 位相关专家组成，共 6 组。 

（三）仲裁委员会 

主   任： 

黄志传  皖西学院纪委书记 

委   员：  

邵栋梁  安徽省农产品加工技术协会执行会长 

刘 超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 

（四）秘书处 

秘 书 长： 



熊国远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合作委员会

秘书长 

佘德勇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副院长 

秘    书： 

李  艳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副书记 

熊延椿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团支部书记 

三、竞赛内容 

比赛分新产品研发、工艺设计(新技术、新工艺)、产品创意（含包装

设计、营销策划等）三组进行。各高校作品总数不超 8 件（作品组别各校

自定），且必须是 2020年 11月 30日以来至今完成的作品。入围决赛作品

需提交完整的研制、设计或创意报告、作品实物及实物图片（jpg 格式）、

答辩用 PPT（时长 5分钟），报到时交至大赛组委会。 

参赛作品要求： 

1.研发类作品需提交样品实物及产品研发报告；工艺设计类提交设计

方案；产品创意类作品需提交产品实物及创意策划书或营销创意企划书以

参加决赛答辩。 

2.各类参赛作品均以原创性为主要标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符合民族文化传统、行业规范等要求。 

3.参赛作品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品制作过程应体现出

食品制作的专业技能、创新性和艺术性。 

4.所需物料、设备由参与互动企业提供或自行解决。鼓励利用企业现

有条件进行研发。 

5.作品的保密性：参赛作品对社会公开，作品所有权属作者个人所有。

参赛作品转让时，参与企业有优先受让权。 



6.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队员亲自完成，并保证竞赛作品的原创性，

且是第一次参加本项大赛，如发现一个作品多次参赛，将其除名，通知所

在学校，并停止该作品的作者和指导老师参加下年的本项大赛的参赛资格。 

四、时间安排 

（一）初赛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结束，初赛在各参赛高校进行，要求每个学校在

11 月 5 日前提交最终决赛作品（包括申报书电子版、大赛报名汇总表、参

赛回执表，均需加盖所在学校教务处或双创部门公章，发至邮箱：

871424459@qq.com），标题注明：学校+作品编号+作品名称。考虑到实物

的保鲜性，作品实物及申报书原件在参加决赛报到时提交。 

（二）决赛 

决赛定于 2021年 12月 10日至 12月 12日举行，地点在皖西学院，请

各校提前安排好行程于 12月 10日报到。具体接待工作请联系秘书处。 

五、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按三个组别（新产品研发、工艺设计、产品创意）分别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分别占入围决赛作品数的 10%、20%、30%。获得一等奖

的指导教师原则上为优秀指导教师；同时评选出参赛单位总数的 20%授予优

秀组织奖，申请优秀组织奖的高校须提交初赛工作总结，组委会根据各校

初赛工作组织情况评定。 

六、报名办法 

请各参赛高校填写《“迎驾霍斛杯”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

新大赛参赛作品申报书》（附件 1）、《“迎驾霍斛杯”2021 年安徽省大

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报名汇总表》（附件 2）、《“迎驾霍斛杯”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参会回执》（附件 3），并于 11 月 5 日

前发送给组委会秘书处。 



参赛队由所在学校统一向赛会组委会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创作作

品的选手和指导老师应在报名表中按序填写，每支参赛队选手不超过 6人，

参赛选手的专业和年级不限。原则上同一指导老师最多指导 2项参赛作品，

参赛作品也可以不需要指导老师，每个学校参赛作品不得超过 8项。 

七、竞赛服务 

竞赛具体规则及要求详情，请参见教育厅网站上“安徽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办公室关于发布 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赛项规程

的通知”，网址：http://jyt.ah.gov.cn/content/article/40460687。 

联系人：佘德勇、熊延椿； 

电  话：15855281060，13856474936； 

大赛邮箱：871424459@qq.com； 

大赛网站：www.ahspds.com 或 http://www.ahstu.edu.cn/jwc/（皖西学院

教务处网站）。 

八、其他 

1.本项赛事不收报名费，但作品制作费用、参赛交通食宿费用由参赛

学校自理。 

2.关于赛事相关事宜由组委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规定。 

 

附件： 

1.“迎驾霍斛杯”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参赛作品申报书 

2.“迎驾霍斛杯”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报名汇总表 

3.“迎驾霍斛杯”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参会回执表 

 

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组委会 

                 2021年 8月 25日 

 

  

mailto:871424459@qq.com
http://www.ahspds.com/
http://www.ahstu.edu.cn/jwc/


附件 1 

 

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 

参赛作品申报书 

 

 

 

 

 

 

 

参赛学校：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申报日期：                           

 

 

 

 

  



一、参赛作品基本情况 

作品名称 
 

专利申请情况    已申请      准备申请       不申请 

作者姓名、专业、

年级 

1、 

2、 

3、 

4、 

5、 

6、 

所在院校  

联系电话、邮箱  

指导老师  

属原创作品 

声明签字 

 

推荐学校意见（盖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团体创作，作者姓名最多可填 6 人。 



二、参赛作品报告书 

作品名称  

创作背景 

（限 500 字） 

 

作品简介 

（限 1000 字） 

研发过程(使用材料、设备、工艺流程等) 

产品说明（产品标签、风味特色、生产及包装工艺

说明等） 

设计方案及方案的依据或试验结果 

创意方案说明 

 

 

创新点 

（限 400 字） 

 

附件材料 

清单： 

 

 

 

附件材料包括：作品报告书（产品研发类提交研发报告书；工艺创新类

提交工艺创新设计报告；包装工艺、营销创意类提交创意策划书）和作

品实物、图片、设计工艺图等其它材料。  



附件 2 

 

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 

报名汇总表 

推荐学校（盖章） 

序号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联系电话 

     

     

     

     

     

     

     

     

 

  



附件 3 

 

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食品设计创新大赛 

参赛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职务/职称 
 

手 机 
 

邮箱 
 

QQ号 
 

微信号 
 

预计参加

人数 

 

学生：       人；教师         人。 

住宿安排 

住宿费用标准：  

标间（学生 ）：   间 

标间（老师 ）：   间 

入住时间： 月    日 

返程日期： 月    日 

其他 

要求 

 

 

 

注：本表由各高校领队填写。请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前将参会回执发至邮

箱 871424459@qq.com，以便安排赛程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