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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北航党政办字„2019‟15号 

 

 

关于启动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的通知 
 

各单位： 

为积极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创新实践与科学研究活动，培养学生

自主创新能力，大力营造有利于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实践创新的校

园文化氛围，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经研究决定启动第二十九届“冯

如杯”竞赛。 

“冯如杯”竞赛自举办二十九年来，逐渐形成了以“创新、求

实、团队、公平”为核心的竞赛精神，倡导协同创新，学科交叉，

国际化发展，鼓励团队合作，崇尚学术道德，强调公平竞争。“冯

如杯”竞赛精神是二十九年来积淀而成的宝贵财富，激励了我校一

代又一代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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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如杯”竞赛已经成为我校师生参与度高、范围覆盖面广、

社会影响力大的品牌活动。竞赛充分贯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章程》

中培养具备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

等综合素质的领军领导人才，坚持“把一流学生培养成一流人才”

的工作理念，创新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届“冯如杯”竞赛采用“一杯三赛”制度，即同时举办“冯

如杯”学生创意大赛、“冯如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冯如

杯”学生创业大赛，继续推动“创意、创新、创业”三创体系，激

发创意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创业能力，实现从创意到创新再

到创业的传承与转化，同时引导学生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实践、推动优秀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进一

步服务于学校领军领导人才培养体系。 

为打造一流本科生教育，加强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促进教学与

科研相融合，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突出作用，

本届“冯如杯”竞赛加大了创新创业人才的选拔和培植力度，鼓励

以技术为核心的优秀作品参赛，加大对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资金支

持和专家指导，全方位营造北航浓郁的学生科技创新文化氛围，为

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强有力支撑。 

为做好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的各项工作，现将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竞赛指导思想 

本届“冯如杯”竞赛力争体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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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秉承“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的理念，

传承发扬冯如精神，营造航空航天特色学术科技氛围；培养具有学

科前瞻性、多学科交叉性、结构多元化和广泛应用前景的科技项目，

注重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逐步实现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

变、从“单学科”到“多学科”转变、从“课外”到“课内”转变、

从“奖励重学院”向“奖励重团队”转变；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题，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促进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完善学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让创新成为每一位北航人的习惯。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业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共青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委员会 

承办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共青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委员会 

组委会主任：  赵  罡 

组委会副主任：王荣桥、马进喜、王祖林、王晓峰 

肖  洪、董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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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委员：  郭洪波、肖  杰、王  俊、郑  磊、郑  征、

王艳东、胡殿印、方  志、万志强、梁颖华、

胡春明、纪一鹏、李东升、从保强、秦中峰、

单  伟、张  筱、丁  丁、蒲  放、侯丹丹、

赵世奎、张  驰、董  敏、王  扬、鲁光泉、

郑晓宁、刘  斌、梁帮龙、董云峰、苗建军、

钱  政、张京娟、沈成平、王雷华、泮伟江、

张  渊、宋  友、王  亚、吴文峻、陈  新、

张  巍、李  牧、胡  勇、董萍萍、程群锋、

张绍丽、泮伟江、杜治洲、于金龙、吕浩宇、

丁永斌、刘科生、高  静、马  锐、李广玉、

闵  敏、李俊良、祝  贺、陈晓娟 

组委会秘书：   刘  洋、谢  琴   

组委会办公室：校团委（知行北楼 107） 电话：010-82313231。 

三、竞赛时间安排 

2019年 3月 25日 14:00- 

2019年 4月 7日 12:00 

创意大赛、科技竞赛、 

创业大赛 
网上申报 

2019年 4月 8日 8:00- 

2019年 4月 19日 18:00 

创意大赛、科技竞赛、 

创业大赛 
学院有效性审查、生成排名 

2019年 4月 19日 

08:00-18:00 

创意大赛、科技竞赛、 

创业大赛 

学院提交科技竞赛排名、创意大赛项

目汇总表、创业大赛项目汇总表、累

进创新项目推荐表的纸质版（一式一

份、科研副院长签字、盖学院行政章），

及表格电子版；不涉密承诺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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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类、哲学社科类纸质版论文、创

业策划书。 

2019年 4月 20日 
创意大赛、科技竞赛、 

创业大赛 
学校有效性审查 

2019年 4月 21日 
创意大赛、科技竞赛、 

创业大赛 
学校有效性审查结果公示 

2019年 5月 4日 创意大赛 入围一等奖答辩结果公示 

2019年 5月 4日 创业大赛 入围现场答辩结果公示 

2019年 5月 4日 科技竞赛（哲学社科类） 入围一等奖答辩结果公示 

2019年 5月 10日 科技竞赛 入围现场答辩结果公示 

2019年 5月 11日 创意大赛 特等奖现场答辩 

2019年 5月 12日 创业大赛 现场答辩、集中评审 

2019年 5月 12日 科技竞赛（哲学社科类） 一等奖答辩 

2019年 5月 17日 创业大赛 金奖现场答辩 

2019年 5月 18日  文化节主场活动、展览展示 

2019年 5月 19日 科技竞赛 现场答辩、集中评审 

2019年 5月 19日 科技竞赛 入围一等奖答辩结果公示 

2019年 5月 25日 科技竞赛 一等奖现场答辩 

2019年 6月 1日  “冯如杯”闭幕式暨冠军路演赛 

四、竞赛申报工作 

1.由各学院、书院主管科研和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本学院、书

院竞赛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参赛项目选拔和推荐；原则上由各学院、

书院分团委书记担任本学院、书院领导小组秘书。 

2.本届“冯如杯”竞赛申报采取网上申报。竞赛下设“互联世

界”和“节能减排”两类主题专项竞赛。具体申报方式参见附件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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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学院、书院应严格按照启动文件要求和各项竞赛章程认真

细致的做好项目申报工作，竞赛期间组委会对参赛项目的有效性进

行审核确定，对出现的问题根据附件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

杯”竞赛奖惩条例》进行严肃处理。 

五、竞赛评审工作 

1.在学校有效性审查前，各学院、书院完成所有项目有效性审

查和“冯如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项目的院级评审，并向组委

会提交项目学院、书院评审意见表。具体审核要求参见附件二《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学院、书院审核说明》。 

2.“冯如杯”学生创意大赛项目由评审委员会进行网上评审，

确定部分二、三等奖的获奖项目，并推荐优秀项目进入一等奖答辩

环节。  

3.“冯如杯”学生创业大赛项目由评审委员会进行网上评审，

确定入围现场答辩项目名单，由现场答辩成绩确定铜奖获奖项目，

并推荐优秀项目进入金奖答辩环节。 

4.“冯如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采用院级评审、网上评审

和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审委员会综合考虑院级评审和网上评

审成绩，其中科技发明制作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项目取各院级

评审排名前 40%（不含校级有效性审查未通过的作品）和校级网上评

审排名前 40%项目进入现场评审环节，根据现场评审成绩确定三等奖

的获奖项目，推荐优秀项目进入一等奖答辩环节；哲学社会科学类

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项目取院级评审排名前 15%（不含校级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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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项目）和校级网上评审排名前 15%的项目进入一等奖答辩环节，

并确定部分三等奖名单，由评审委员会统一组织一等奖答辩并确定

获奖名单。 

5.学院、书院通过“冯如杯”竞赛网站下载展板模板，自行制

作展览所需宣传材料。“冯如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作品以项

目类别为单位集中布展，学生创业大赛作品设创业展区单独布展，

展览地点在新主楼二层环廊。 

六、竞赛期间交流活动 

1.为进一步弘扬冯如精神，组委会将于 4-5 月举办冯如文化节

活动，文化节相关活动将在北航新闻网等平台进行跟踪播报，打造

学生科技创新盛宴。 

2.为营造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加强对拔尖科技创新团队的培

育和指导，加大学生创新思维交流，在评审工作结束后，将举办“冯

如杯”冠军路演赛，由学生评委现场打分，对本届竞赛最优秀的学

术科技作品项目进行观摩和评比，深度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与创造激

情。 

3.为丰富我校学生的科技创新视野，促进多元科技文化交流融

合，打造国际化竞赛，组委会鼓励各学院、书院邀请香港、澳门和

台湾地区及海外高校大学生到我校交流访问，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

活动，交流创新实践经验。 

4.为推动优秀项目成果转化，突出科技实践作品实用性，届时

组委会将向全国企业发出关注北航学生优秀科技创新作品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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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广泛邀请校友、校外媒体、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参观冯如

文化节活动，对我校优秀学生作品进行推广，促进成果转化。 

七、工作要求 

1.“冯如杯”竞赛的组织和参赛工作要与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

工作紧密结合，与教学实践环节相互促进；要与学校科研工作有机

结合，充分认识教师科研项目与学生科技创意作品和创新作品的区

别与联系，做到理论知识与实践动手能力相结合；要与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相结合，提高竞赛水平、提升参赛效果，为学生成长成才服

务。 

2.为确保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的顺利进行，各相关部处、

学院、书院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竞赛；

要做好相关组织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制定必要的应急预案，确保

整个竞赛过程安全、公平、有序、高效。 

3.各学院、书院应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冯如文化节期间的各项活

动。组委会将对各学院、书院活动承办、竞赛宣传、项目申报、展

览展示等组织工作进行考核，作为计算团体总分的重要参考依据，

若组织过程中出现严重纰漏，组委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取消学院、书

院评选团体奖项资格。 

特此通知。 

 

 

附件：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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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二十九届“冯如杯”竞赛学院、 

书院审核说明 

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不涉密审查书 

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学生创意大赛章程 

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章程 

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学生创业大赛章程 

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竞赛组委会工作条例 

8.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竞赛评议条例 

9.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杯”竞赛奖惩条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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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年3月13日印发 

共印 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