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重庆市大学生“大数据+”新文科应用创新大赛组委会 

关于举办 2022 重庆市大学生“大数据+”新文科 

应用创新大赛的通知 

重庆市各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

深入践行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以及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发展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和教育部《新文科

建设宣言》“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任务，切实提高

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新文科专业的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助力人才

交流平台的搭建，从而更好地促进“大数据+”新文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培养

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22年市级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的通知》（渝教高函〔2022〕31号）

要求，现就组织参加 2022重庆市大学生“大数据+”新文科应用创新大赛有关通

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承办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计学会 

技术支持单位：悦岚（上海）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坊德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竞赛由组织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组成，竞赛秘书处

办公室设在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具体负责竞赛组织工作。  

（一）  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 

温  涛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委员： 



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蒋云芳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处处长 

冉渝南   重庆市统计学会秘书长 

委  员： 

    

      

      

    

    

    

    

      

      

    

    

      

    

    

      

    

王怀勇

陈 刚

      

      

      

陈 锋

陈 亮

黄钟仪

代  彬

邵兵家

何建洪

陈天培

颜帮全

游  静

简玉刚

张 平

张熙悦

黄志平

何春华

高 翔

王  芳

杨 旭

西南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院长

重庆工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重庆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重庆三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重庆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重庆工程学院管理学院院长

重庆移通学院淬炼·国际商学院院长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管理学院院长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商学院院长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财经与旅游商贸系主任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经贸学院副院长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商务大数据学院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主任

（二）  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余劲松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副主任委员： 

哈宁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处 

薛  健   重庆市统计学会常务理事 

刘苓玲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委  员： 

罗先文   西南大学商贸学院副院长 



代  应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李  豪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  进   重庆邮电大学经管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熊  膺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罗文宝   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邓丽纯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安平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管理学院院长 

李  亮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商贸学院副院长 

陈现军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罗达丽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财经与旅游学院副院长 

邱  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吴  敏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孟  华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财经学院副院长 

张立明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三）  仲裁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杨  化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纪委书记                   

委  员： 

韩振国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菊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数智财经学院副院长 

（四）  秘书处 

秘书处办公室设在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秘书长： 

李永奎   西南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系主任 

副秘书长： 

路  瑶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张俊仪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办公室主任 

陈玮琪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团委书记 

郑  芳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务科长 

 秘书： 

廖雪竹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务秘书 

卜偲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二、赛项名称 

2022年重庆市大学生“大数据+”新文科应用创新大赛（"Big Aata +" New Liberal 

Arts Applicati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2022） 

三、赛道划分 

本赛项分 10个赛道，参赛队伍可任选其中的一个赛道参加： 

（1） 财务大数据 

（2） 金融大数据 

（3） 经济贸易大数据 

（4） 工商管理大数据 

（5） 电子商务大数据 

（6） 物流管理大数据 

（7） 旅游管理大数据 

（8） 公共管理大数据 

（9） 新闻传播大数据 

（10） 法律大数据 

四、参赛对象 

各普通高校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法学类、新闻

传播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电子商务类和旅游管理类等专业在校大学生（本科和高职高专）符合报名条件的

均可报名参赛。 

五、竞赛内容 

竞赛的内容基于行业完整的大数据应用六大环节：（1）提出业务问题；（2）

框定业务数据；（3）探索业务问题；（4）开发数据流程；（5）编写业务方案；

（6）解决业务问题。本赛项主要考察参赛学生综合数据思维和创新应用技能： 



编号 主要模块 竞赛内容 

1 框定业务数据 
业务问题和哪些业务数据有关联？来自哪些数据源？

这些数据有哪些基本画像特征？ 

2 探索业务问题 
通过对框定的业务数据进行探索式分析，进一步细化

业务问题，把业务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 

3 
大数据竞赛平台基

本操作 

平台的基本功能 

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功能 

4 数据思维之数据源 

大数据应用场景中，各种数据源及其读写方法，包括：

关系数据库、云数据库、课程数据库、云文件、课程

文件、HDFS、我的数据等。 

5 
数据思维之数据加

工 

大数据应用场景中，常见的数据加工方法：文本函数、

数值函数、日期函数、逻辑函数、根据业务条件进行

数据筛选、数据抽样、行数据缺值处理、各种数据关

联加工、数据聚合加工、数据标签化等。 

6 
数据思维之分析与

挖掘 

描述性统计分析、线性回归、聚类、朴素贝叶斯、关

联规则等。 

7 数据思维之可视化 

大数据应用场景中，各种数据可视化设计方法：柱形

图、热力点图、面积图、文本图、地图、漏斗图、仪

表盘、气泡图、雷达图等。 

8 
综合商业数据应用

案例 

针对商业场景中的常见大数据应用场景，通过商业案

例的方式考察学生利用数据思维和数据工具解决具体

商业数据问题的能力。案例涉及到现在典型企业的财

务部门、营销部门、电商部门、物流、资本金融、企

业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业务需求。 

9 
大数据应用商业报

告 

结合综合商业案例的分析结果，从不同的业务维度出

发，把数据分析的结果形成商业行动方案，指导各相

关业务部门联动，推动企业整体目标的达成。 

六、组织方式 

1.学生组以团队为单位报名，每队 3人，其中设队长 1人，参赛人员不得同

时加入多支参赛队。学生组参赛队可配备 1～2 名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并指定 1

名指导教师作为领队。领队负责赛前辅导和参赛的组织工作。 

2.参赛组队可跨年级、专业，但不得跨校，每所学校不超过 6支队伍。 



3.竞赛分本科组、高职组两个报名通道，分别参赛，各院校按对应通道组队

报名参赛。 

    4.竞赛分初赛和决赛。初赛由各参赛学校自行组织，技术支持单位可提供技

术支持，协助学校完成初赛选拔，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 

七、竞赛流程 

大赛分为六个阶段，每个赛队应该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分工与合

作，合作完成既定工作任务，彰显高等院校文科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体现岗位

通用技能、团队合作精神及职业道德等综合素质。 

比赛阶

段 
时间 

比赛

方式 
比赛内容 

提交结

果 
成绩评定 

互联网

在线训

练 

2022.7.30 

-- 

2022.9.30 

在线 无 无 无 

报名 

2022.7.30 

-- 

2022.9.15 

在线 无 无 无 

赛项启

动会 
2022.9.17 在线 无 无 无 

初赛 

2022.9.22 

-- 

2022.10.31 

在线 

2022.9.17 公布

初赛题目（综合

性题目） 

大数据

工作流 

由比赛系统自动

评判成绩 

决赛 2022.11.12 在线 

2022.10.30 公布

决赛题目（各赛

道专业性题目） 

大数据

工作流+

文档和

报告 

由比赛系统自动

计算成绩 

颁奖典

礼 
2022.11.26 在线 总结研讨会   

赛项采用统一规格的硬件、软件和辅助工具，确保竞赛平台统一、结果公平。 

八、报名方式 

网 上 报 名 和 更 多 赛 事 信 息 ， 参 赛 院 校 请 关 注 大 赛 官 网 ：

https://es.swupl.edu.cn/。 

1.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报名。填写《XXX大学-2022 年重庆市大学生“大数据+”

新文科应用创新大赛报名表》，打印盖章并扫描或拍照后，将电子版和扫描件发

https://es.swupl.edu.cn/


送至邮箱：xzdsjjwk@163.com。 

2.下载《参赛承诺书》，团队成员签字后扫描或拍照，与报名表一起发送到

组委会邮箱：xzdsjjwk@163.com。 

3.报名时间：2022 年 7 月 30 日-9 月 15 日，逾期不接受补报；报名后无特

殊情况，不得变更报名信息。 

九、比赛费用 

     本届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十、线上培训 

      竞赛组委会将在赛前免费举行培训，介绍赛事情况以及系统平台基本操作及

规则等，具体培训时间请各学校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加入培训交流群，培训相关

事宜将在群内公告。 

十一、奖项设置 

各参赛队按照决赛成绩进行排名，且大赛按参赛队伍数量的比例颁发相关荣

誉证书： 

一等奖：各竞赛组参赛队伍数量的 10%，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均可获得由大

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荣誉证书； 

二等奖：各竞赛组参赛队伍数量的 20%，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均可获得由大

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荣誉证书； 

三等奖：各竞赛组参赛队伍数量的 30%，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均可获得由大

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荣誉证书。 

十二、其他事项 

    其它未尽事宜将在大赛官方 QQ 交流群中群文件《一问一答》作进一步解释

说明。本次大赛最终解释权和仲裁权归竞赛组委会所有。 

十三、联系方式 

mailto:xzdsjjwk@163.com
mailto:xzdsjjwk@163.com


 



渝教高函〔2022〕31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公布2022年市级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

竞赛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切实提高大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竞赛组织管理，市教委

组织市内普通本科高校开展了 2022 年大学生竞赛项目申报工作。

经专家评审、市教委审核、公示等环节，同意重庆大学“第八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等48个项

目为 2022 年市级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现将名单予以公

布（详见附件），并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落实主体责任。各赛项承办单位应切实履行办赛主体责

任，做好竞赛筹备和组织工作，明确具体牵头部门和负责人，落

实专人加强统筹管理，特别要遵守各项规定，做好竞赛安全和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参赛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2 -

竞赛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应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

约，坚持勤俭办赛。市级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均为公益

性赛项，严禁竞赛组织单位向学生个人收取费用。

二、明确组织机构。各赛项应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成立赛项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本赛项

有关工作。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裁判专家组等应吸纳主要

参赛单位人员和相关行业企业专家参加，确保竞赛的客观公正。

有条件的赛事可接受高职高专院校参赛，但应分类组织开展比赛。

三、规范奖项设置。除国赛有特别要求外，同一项目仅允许

设立一种奖项，原则上不同时设立团体奖和个人奖项。各赛项分

设一、二、三等奖，以参赛队总数为基数，获奖比例分别不高于

10%、20%、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各赛项根据赛事组织和参

赛情况，可设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组织奖若干。

四、做好赛事总结。市教委将不再对 2022 年市级普通本科高

校大学生竞赛项目的竞赛方案进行发文通知，由各赛项组委会另

行通知。所有赛项应于 12 月底前完成，各赛项承办单位应在项目

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赛项工作总结和获奖名单上报市教委高

教处。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市级赛事的单位，即取消其本年度市

级赛事项目。完成市级赛事后，未及时按照要求上报赛项工作总

结和获奖名单的单位，暂停其承办院校 2022 年市级赛项的申报资

格。

市教委将对赛项进行随机督查，并依据督查的结果，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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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和组织赛事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的单位将给予通报，并暂停

其承办院校 2023 年市级赛项的申报资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哈宁武（市教委高教处），023-67618591。

电子信箱：cqedugjc@163.com。

附件：2022 年市级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名单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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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市级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竞赛项目名单

序号 承办学校 拟承办赛项名称 备注

1 重庆大学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

庆赛区选拔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2 重庆大学 2022 年重庆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3 重庆大学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重庆市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4 重庆大学
重庆市第 32 届大学生英语演讲、写作、阅读比赛暨
2022 年“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

大赛重庆赛区比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5 重庆大学 iCAN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6 重庆市工业与应用
数学学会、重庆大学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重庆市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7 西南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8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高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9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企业财务大数据智能决策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0 重庆邮电大学 “合泰”杯重庆市大学生单片机应用设计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1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高校数据库应用程序设计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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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庆邮电大学 RoboCom 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西南大区赛（重庆）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3 重庆交通大学 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重庆分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4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隧道设计大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5 重庆工商大学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6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会计信息化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7 重庆文理学院 2022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重庆市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8 重庆文理学院 第四届重庆市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19 重庆文理学院、西南
大学

第二届重庆市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20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21 重庆科技学院 2022 年重庆市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2021 年市级竞赛延续项目
22 重庆大学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重庆赛区竞赛
23 西南大学 首届重庆市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24 重庆邮电大学
第九届“大唐杯”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 5G 技术大赛

重庆市赛

25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信息安全大赛

26 重庆邮电大学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西部赛区比赛（重

庆）

27 重庆交通大学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重庆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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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庆工商大学
2022 年第十二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

易竞赛重庆市赛

29 重庆工商大学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重庆市赛

30 重庆工商大学
第九届“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重庆

赛区选拔赛

31 四川外国语大学
第 12 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

战赛重庆赛区决赛

32 重庆文理学院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

（重庆）

33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市先进成图技术创新大赛

34 重庆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

35 西南大学 重庆市高校营销策划大赛

36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大数据+”新文科应用创新大赛

37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旅行线路创意策划设计大赛

38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力学竞赛

图雷恩ο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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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 RPA 财务机器人应用与开发竞赛

40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市数智化管理会计虚拟仿真实验竞赛

41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市第一届渝新欧 VR 口译大赛

42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市大学生智能网联汽车大赛

43 长江师范学院 2022 重庆市大学生供应链设计大赛

44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市大学生安全与应急技能大赛

45 重庆科技学院 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重庆市赛

46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022 第三届东方创意之星设计大赛重庆市赛

47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重庆市大学生应急救护大赛

48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2022 年重庆市大学生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