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

参赛指南

一、 组织方式

指导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承办单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委

第八届大学生世界遗产论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

由大赛指导单位、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负责人组成，共同组织此次

大赛。

二、 赛事背景与介绍

截止 2019 年 9月，中国已经是全球世界遗产 55项，世界遗产

数量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从世界遗产涉及的地点、项目类型与

差异性来看，中国无疑已经是世界遗产大国。与此同时，中国数量

众多的世界遗产地往往也是中国贫困地区集中的区域，在党和国家

2020 年全面脱贫攻坚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在保护世界遗产的背景下，

帮助世界遗产地居民精准脱贫成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学生世界遗产论坛”是由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2011 年发起，

先后受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

风景名胜区协会、原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心、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指导过的一项全国性大学生竞赛

活动，至今已经顺利完成了七届，已经成为世界遗产校园教育的品

牌活动，迄今共 74所院校 570 名学生参与过本项活动决赛，154 名

学生获得过奖项。



鉴于此，本次大赛面向全国大学生征集方案，讨论社区如何在

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探索合理的遗产利用方式，为保护世界遗产、

增进社区福祉、实现世界遗产地贫困区域居民精准脱贫的具体方案

与行动计划。

三、 赛事主题阐述

本次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将以“世界遗产与社区发展”

作为赛事主题。

在该主题下，我们将重点关注如下问题：

（1）社区如何在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

升对世界遗产的认知、保护、利用能力；

（2）在全面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总结全国各类保护地居民脱

贫攻坚的经验基础上，为世界遗产地社区居民脱贫攻坚提出具体、

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与行动计划。

四、 竞赛形式

本届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全国比赛共设置初赛与决赛

两轮比赛。

初赛：以参赛队伍提交参赛提案作品文档，评委线上评分的方

式进行。初赛在全国邀请“双一流”建设高校 20-30 所，每所受邀

高校可通过校内选拔或者其他方式选出 1 份参赛作品，并推荐其队

伍参加全国初赛。推荐队伍的报名信息及提案作品统一由各参赛高

校负责人打包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所有初赛作品将由大赛

组委会邀请的评审团统一进行线上评分，总分前五名的队伍晋级全

国总决赛，并将参加“世界遗产专家讲堂”及“世界遗产跨学科对

话”。

决赛：决赛队伍对各自的提案作品进行完善并提交展示文档和

提案，于决赛当天进行现场展示和答辩。由现场评委评分，决出冠、



亚、季军。在决赛阶段还会进行线上人气队伍评选，评出最佳人气

奖一组。

五、 参赛资格

1.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校本科学生（不限年级

和专业）。

2. 本次大赛邀请 20-30 所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推荐团队参加

比赛

3. 本次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每支参赛团队应由 3-5 名全日

制在校本科学生组成。其中队长所属高校应与其参赛团队推荐高

校保持一致；队员可以来自全国不同本科高等院校(队员院校也

应在“双一流”重点本科院校范围内)、不同年级或不同专业。

每支参赛团队可以由就读于不同专业的队员组成，且该队伍指导

老师不得超过 1 人。

4. 参赛选手不得同时申报多支参赛团队。一经发现，取消该选手比

赛资格。

5. 本次大赛接受非受邀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主动报名。非受邀

高校报名须经由大赛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可成为受邀高校。

6. 受邀参赛高校在初赛前可自行进行校内选拔或者以其他方式选

出 1 份提案作品，并推荐其团队参加初赛。各高校负责人统一将

参赛队伍的报名表与参赛作品打包，并在规定日期前发送至大赛

组委会指定邮箱（sysuworldheritage@163.com 下同），其推荐

队伍自动确认为初赛参赛队伍。

六、 赛事时间地点

(一)主要阶段



本届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全国赛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正式启动，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结束。大赛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

1. 各参赛高校校内选拔

2. 全国赛初赛

3. 线上人气队伍投票评选

4. 全国赛总决赛

表 6-1 赛事日程表

竞赛起止时间 2019 年 9 月 20 日-11 月 17日

参赛高校校内选拔时间 2019 年 9 月 20 日-10 月 27 日

初赛作品提交截止日期 2019 年 10 月 27 日中午 12:00

初赛作品评审时间 2019 年 10 月 28日-11 月 3日

入围决赛作品公布日期 2019 年 11 月 4日

提交线上评选材料日期 2019 年 11 月 5 日晚 22:00

线上人气队伍评选活动时间 2019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13日

决赛提案作品提交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14日中午 12:00

决赛展示文件提交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15日晚 20:00

决赛日期 2019 年 11 月 17日

决赛地点 广东·珠海

（二）具体日程



表 6-2 具体日程安排表

序号 阶段 时间 内容

1
参赛高校

校内选拔
2019.9.20 -10.27

参赛高校可自行组织校内选拔

赛或以其他方式选出1份作品，

推荐其队伍参加初赛

2
提交国赛初赛

作品

2019.10.27 中午 12:00

截止

各参赛高校负责人将推荐参赛

队伍的报名表及提案作品打包

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

sysuworldheritage@163.com

3
评选入围决赛

作品
2019.10.28 -11.03

由大赛组委会邀请的评审团进

行评分，总分排名前 5 的队伍

晋级决赛

4
公布入围决赛

名单
2019.11.04

大赛组委会通知入围决赛的队

伍并于信息发布平台公布

5 决赛准备 2019.11.05 -11.14
决赛队伍将作品进行完善，并

准备现场展示

6
线上评选材料

提交

2019.11.05晚20:00截

止提交

决赛队伍自行将队伍介绍、方

案简介、成员合照等评选材料

发至大赛组委

会指定邮箱

7 线上评选 2019.11.10-11.13

将线上评选材料发布于主办方

指定微信公众号，进行网络投

票活动

8
提交决赛提案

作品

2019.11.14

中午 12:00 截止

决赛队伍自行将决赛终版提案

作品打包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

定邮箱，提案作品发送确认后

不可修改

9
提交决赛展示

文件

2019.11.15

晚 20:00 截止

决赛队伍自行将决赛展示文件

（包括展示文件、视频、音频

等）打包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

定邮箱，展示文件发送确认后

不可修改

10 决赛彩排准备 2019.11.16 决赛队伍依次分别进行彩排

11 决赛 2019.11.17 队伍现场陈述与答辩

mailto:sysuworldheritage@163.com


七、 赛事奖励

1. 本届提案大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设立前三

名及人气队伍奖项。

2. 凡进入前三名的团队均可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相关证书。

3. 本次大赛最终将按决赛表现总得分评选出：冠军：奖金 5000 元；

亚军：奖金 3000 元；季军：奖金 1000 元。

4. 本次大赛在决赛期间将根据线上评选活动的网络投票数量评选

出：最佳人气奖（1 组）：奖金 500 元。

八、 赛事相关声明

1. 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

2. 参赛团队提交报名表，则视其认可本次大赛赛程赛制。参赛团队

需严格遵守大赛组委会制定的规则及比赛要求，尊重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尊重评委，尊重对手。

3. 凡参赛作品涉嫌抄袭等不良行为，经组委会发现将取消此参赛队

伍比赛资格。

4. 比赛期间（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参

赛团队不得将参赛作品进行二次投稿或在其他公开场合发表。入

围初赛作品的使用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5. 经由高校推荐后确定具有初赛资格的队伍，其队员名单提交确认

后，不得更改队员或冒名顶替。如有违反，经组委会发现将取消

此参赛队伍比赛资格。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

6. 决赛入围名单公布后，入围决赛的队伍需要在两天内向组委会确

认能否出席决赛，并告知组委会到场参加决赛的成员名单。每支

参加决赛的队伍的到场人数（不含指导老师）需在 3 人或以上，

否则将视为退赛。



7. 若有入围决赛的队伍选择退赛或被取消参赛资格，则由排名下一

位的队伍替补参加比赛。

8. 组委会将为入围决赛的队伍的参赛队员与队伍指导老师提供一

定的交通补贴，并承担与会期间的食宿费用。

9. 如各大高校需要赛事相关宣传资料或对提案大赛有其他疑问，请

联系大赛组委会。

10.大赛组委会拥有赛事全部解释权以及最终确认权。

九、 联系我们

信息发布平台：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团委微信公众号：中大旅院学工

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sysuworldheritage@163.com

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靖雯同学：15857059702

Email: 1907588933@qq.com



吕泳蓥同学：13427201980

Email: 853815473@163.com

QQ 咨询群：762176315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2019 年 9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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