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会〔2020〕27 号 

关于举办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文件精神，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持续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加快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经研究，我会决定举办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人生出彩，创赢时代，职等你来 

二、大赛意义 

激发大学生双创热情，切实提高就业能力。大赛旨在激

发大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干事创业的热情，前置大学生社会实

践，激励大学生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将所学知识转化为社会

实践能力，切实提升就业技能，为实现大学生顺利就业创业打

好基础。 

搭建大学生就业平台，有力推进产教共育。大赛旨在搭建

人才和企业流通的健康机制，解决学生就业创业和企业招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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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痛点。推动赛事成果转化，产学研用精密合作。协助学校

直播培训板块教学体系的开发与完善，努力推进高校毕业生更

高质量就业创业。 

创新大学生就业模式，有效促进就业创业。大赛旨在通

过直播等信息化手段，创新就业创业模式，拓宽就业渠道，发

现学校中的优秀人才，展现每一个人的才华，创造更多的就业、

创业机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主人

翁意识、感恩精神，明确自身定位，找准就业方向，积极投身

社会实践，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知行合一，实现自我价值。 

三、大赛总体安排 

将举办四个主题的系列活动。“网络主播”赛项（详见附件

1）、“扶贫（我为家乡代言）”赛项（详见附件 2）、“青年红色

助梦之旅”赛项（详见附件 3）、“非遗”赛项（详见附件 4）、“退

伍军人”赛项（详见附件 5）。 

四、组织机构 

（一）机构安排 

主办单位：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支持单位：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 

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业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唯吾优选科技有限公司（V5 直播） 

          中国传媒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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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支持：新浪新闻、搜狐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 

大赛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支

持单位领导组成，负责大赛的重要事项决策。为全面组织、协

调竞赛各项工作，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成员由主办人员、承

办和各参赛单位人员共同组成。大赛秘书处负责大赛具体组织

实施工作。大赛设立监督和仲裁委员会，由高校毕业生就业协

会选派专家组成。 

五、比赛赛制  

大赛全部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评比，比赛平台为“V5

直播”。“网络主播”赛项分为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

赛三级赛制，校级初赛由各校负责组织，省级复赛和全国总

决赛由获奖选手、团队所在学校配合工作。其他赛项均为全

国总决赛一级赛制。 

六、赛程安排 

1.参赛报名。参赛选手和团队登陆微信公众号（“V5 直播”）

进行报名，点击公众号“直播大赛-我要报名”板块进行报名。

相关技术说明、直播学习资料见公众号“关于我们”板块，选手

可通过 V5 操作手册、V5 商学院等进行学习。赛前培训请关

注公众号“直播大赛”板块，具体信息将在参赛微信社群内另行

通知。 

2.初赛复赛。初赛复赛的比赛环节、评审方式等，由各地

各校根据“网络主播”赛项方案自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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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总决赛。参赛选手和团队根据本通知要求参加相关

赛项，及时关注微信公众号和参赛微信社群信息，决出各赛项

奖项并予以公布。“V5 直播”平台将为参赛团队和选手提供技

术服务和资源支持。 

七、评审规则 

评审规则请登陆“V5 直播”微信公众号“直播大赛”板块，

查看具体内容。 

八、大赛奖项 

大赛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分别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和

各类单项奖；另设团队奖、学校集体奖、优秀创新教师奖。 

九、工作要求 

1.请各地各校协助做好大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为在

校生和毕业生参与比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做好初赛组织

保障工作。 

2.参赛单位和个人要遵守法律法规，鼓励原创直播内容，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严禁传播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违背社会

良俗等行为，严禁抄袭、虚假宣传、侵犯专利权等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严禁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涉及版权

注册或推广的，须利益各方达成一致。 

3.各地各校积极推进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

创新创业人才水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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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通知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官方平台进行下载

（http://jyxh.eduindustry.cn），大赛重要通知在协会和大赛官网

及时予以公布。 

十一、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1. 大赛组委会微信社群二维码。请参赛学校指定两名工作

人员加入该群，便于赛事工作沟通交流。 

 

 

 

 

 

 

2.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人： 

联系人：陈老师 

座机：4006781555 

手机微信同步：13810550014 

邮箱：chenxue@v5youxuan.com 

 

附件： 

1.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网络主播”赛项方案 

2.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扶贫（我为家乡代言）”

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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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青年红色助梦之旅”活

动方案 

4.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非遗”活动方案 

5.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退伍军人”活动方案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202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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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网络主播赛项方案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网络主播赛项方案，具体

实施方案如下。 

一、参赛方式和要求 

1.赛事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个人和团队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以团队为单位参赛的要求团队人数不少于 3 人，不多于

10 人。不允许跨校组建团队。 

2.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的内容。需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二、参赛对象 

高等学校在校及毕业 5 年（含 5 年）内大学生，地方有关

部门邀请的部分中职学校学生。 

三、比赛赛制 

1.模式 

大赛采用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校

级初赛由各校负责组织，省级复赛和全国总决赛由获奖选手、

团队所在学校配合工作。大赛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销售额、

粉丝量、连麦、短视频）评选出每所高校的个人、团队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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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院校推荐和评分标准综合评选单项奖进入省级复赛；大赛

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销售额、粉丝量、连麦、短视频）评选

出省级个人、团队前六名和单项奖进入全国总决赛；大赛组委

会根据评分标准（销售额、粉丝量、连麦、短视频）评选出个

人、团队前九名和单项奖。 

2.展现形式 

方式：线上直播、短视频。 

内容：直播卖货、才艺展示等。 

3.记分规则 

每一轮成绩累计上一轮赛制汇总记分。 

四、奖项设置 

1.分类 

网络主播三级赛项分别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单项奖令

设最佳人气奖、最佳带动创业就业奖、最佳带货奖、最佳创意

奖、最佳管理奖。设置高校集体奖（包括不限于最佳组织奖、

最佳创意奖、最佳贡献奖等），优秀教师。获奖个人、团队、

学校、教师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2.数量安排 

校级赛：每个院校共 16 个奖项，其中 

个人赛：金奖、银奖、铜奖各一名，单项奖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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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赛：金奖、银奖、铜奖各一名，单项奖 5 名； 

省级赛：每个省共 22 个奖项，其中 

个人赛：金奖一名、银奖二名、铜奖三名，单项奖 5 名； 

团队赛：金奖一名、银奖二名、铜奖三名，单项奖 5 名； 

全国赛：共 28 个奖项 

个人赛：金奖一名、银奖三名、铜奖五名，单项奖 5 名； 

团队赛：金奖一名、银奖三名、铜奖五名，单项奖 5 名； 

高校集体奖：共 30 个。 

优秀教师：若干。 

五、流程、时间及评分 

阶段 时间 记分标准 

报名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校级选拔赛 11月16日—11月29日 
粉丝量一人，记 1 分； 

销售额一元，记 2 分； 

连麦一次，记 1 分； 

短视频一条，记 1 分； 

省级选拔赛 11年30日—12月13日 

全国选拔赛 12月14日—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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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奖项说明（对于参赛的所有选手，有资格统一参加每月定期举办的主播培训密训课程） 
奖项 

阶段 单项奖 铜奖 银奖 金奖 

初赛 
（校级） 

1.荣誉证书 
2.五千流量扶持 
3.出具实习证明 
4.网红打造 

1.荣誉证书 
2.一万流量扶持 
3.出具实习证明 
4.推荐就业企业 
5.网红打造 

1.荣誉证书 
2.三万流量扶持 
3.出具实习证明 
4.推荐就业企业 
5.网红打造 

1.荣誉证书 
2.五万流量扶持 
3.出具实习证明 
4.推荐就业企业 
5.网红打造 

复赛 
（省级） 

1.荣誉证书 
2.一万流量扶持 
3.推荐就业企业 
4.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1.荣誉证书 
2.五万流量扶持 
3.推荐就业企业 
4.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1.荣誉证书 
2.八万流量扶持 
3.推荐就业企业 
4.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1.荣誉证书 
2.十万流量扶持 
3.推荐就业企业 
4.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决赛 
（全国） 

1.荣誉证书 
2.十万流量扶持 
3.推荐就业企业 
4.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1.荣誉证书和奖杯 
2.流量扶持配比 1:1 
3.创业孵化项目及 1 万创业基金 
4.品牌方代言及明星同台直播 
5.推荐就业企业 
6.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7.全国直播带货商演活动 

1.荣誉证书和奖杯 
2.流量扶持配比 1:2 
3.创业孵化项目及 3 万创业基金 
4.品牌方代言及明星同台直播 
5.推荐就业企业 
6.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7.全国直播带货商演活动 

1.荣誉证书和奖杯 
2.流量扶持配比 1:3  
3.创业孵化项目及 5 万创业基金 
4.品牌方代言及明星同台直播 
5.推荐就业企业 
6.参加主播培训训练营 
7.全国直播带货商演活动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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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 

“扶贫（我为家乡代言）”活动方案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扶贫（我为家乡代言）”

活动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参赛方式和要求 

1.赛事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个人和团队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以团队为单位参赛的要求团队人数不少于 3 人，不多于

10 人。不允许跨校组建团队。 

2.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内容。需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二、参赛对象 

高等学校在校及毕业 5 年（含 5 年）内大学生，地方有

关部门邀请的部分中职学校学生。 

三、比赛赛制 

1.模式 

大赛采取全国总决赛一级赛制。由各校负责组织。大赛

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粉丝量、销售额、连麦、短视频）分

别评选出全国个人、团队获奖者。 

2.展现形式 

方式：线上直播、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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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家乡产品宣传直播，家乡产品短视频拍摄，与地

方政府企业共同直播或连麦等形式。 

3.记分规则 

按成绩汇总记分排名。 

四、奖项设置 

1.分类 

扶贫（我为家乡代言）赛项分别设置金奖、银奖、铜奖。

单项奖令设最佳人气奖、最佳扶贫奖、最佳带货奖、最佳影

响力奖、最佳代言人奖。设置高校集体奖（包括不限于最佳

组织奖、最佳创意奖、最佳贡献奖等），优秀教师。获奖个

人、团队、学校、教师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2.数量安排 

全国（个人）：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全国（团队）：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高校集体奖：共 20 个。 

优秀教师：若干。 

五、流程、时间及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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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记分标准 

报名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全国选拔

赛 
11月16日—12月27日 

粉丝量一人，记 1 分； 

销售额一元，记 2 分； 

连麦一次，记 1 分； 

短视频一条，记 1 分； 

六、奖项说明 

 单项奖 铜奖 银奖 金奖 

全 国

赛 

1.荣誉证书 

2. 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 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 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 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 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 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 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 推荐就业

企业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 2020 年高校创业就

业直播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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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 

“青年红色助梦之旅”赛项活动方案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青年红色助梦之旅”赛

项活动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 参赛方式和要求 

1.赛事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个人和团队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以团队为单位参赛的要求团队人数不少于 3 人，不多于

10 人。不允许跨校组建团队。 

2.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内容。需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二、参赛对象 

高等学校在校及毕业 5 年（含 5 年）内大学生，地方有

关部门邀请的部分中职学校学生。 

三、比赛赛制 

1.模式 

大赛采取全国总决赛一级赛制。由各校负责组织。大赛

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粉丝量、连麦、短视频）分别评选出

全国个人和团队获奖者。 

2.展现形式 

方式：线上直播、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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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红色题材旅拍短视频、直播，讲红色故事，走访

敬老院，参观革命旧址，讲述老红军、下乡知青们的故事等。 

3.记分规则 

按成绩汇总记分排名。 

四、奖项设置 

1.分类 

“青年红色助梦之旅”赛项分别设置金奖、银奖、铜奖。

单项奖令设最佳人气奖、最佳设计奖、最佳宣传奖、最佳影

响力奖、最佳演说奖。设置高校集体奖（包括不限于最佳组

织奖、最佳创意奖、最佳贡献奖等），优秀教师。获奖个人、

团队、学校、教师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2.数量安排 

全国（个人）：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全国（团队）：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高校集体奖：共 20 个。 

优秀教师：若干。 

五、流程、时间及评分 

阶段 时间 记分标准 

报名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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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选拔

赛 
11月16日—12月27日 

粉丝量一人，记 1 分； 

连麦一次，记 1 分； 

短视频一条，记 1 分； 

六、奖项说明 

 单项奖 铜奖 银奖 金奖 

全国赛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 2020 年高校创业就

业直播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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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 

“非遗赛项”活动方案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非遗赛项”活动方案，具

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参赛方式和要求 

1.赛事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个人和团队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以团队为单位参赛的要求团队人数不少于 3 人，不多于

10 人。不允许跨校组建团队。 

2.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内容。需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二、参赛对象 

高等学校在校及毕业 5 年（含 5 年）内大学生，地方有

关部门邀请的部分中职学校学生。 

三、比赛赛制 

1.模式 

大赛采取全国总决赛一级赛制。由各校负责组织。大赛

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粉丝量、连麦、短视频）分别评选出

全国个人、团队获奖者。 

2.展现形式 

方式：线上直播、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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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

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

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

质文化遗产。 

3.记分规则 

按成绩汇总记分排名。 

四、奖项设置 

1.分类 

“非遗赛项”分别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单项奖令设最

佳人气奖、最佳宣传奖、最佳影响力奖、最佳创意奖、最佳

继承奖。设置高校集体奖（包括不限于最佳组织奖、最佳创

意奖、最佳贡献奖等），优秀教师。获奖个人、团队、学校、

教师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2.数量安排 

全国（个人）：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全国（团队）：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高校集体奖：共 20 个。 

优秀教师：若干。 

五、流程、时间及评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7%BB%9F%E6%8A%80%E8%89%BA/13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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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记分标准 

报名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全国选拔

赛 
11月16日—12月27日 

粉丝量一人，记 1 分； 

连麦一次，记 1 分； 

短视频一条，记 1 分； 

六、奖项说明 

 单项奖 铜奖 银奖 金奖 

全国赛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 2020 年高校创业就

业直播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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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 

“退伍军人赛项”活动方案 

2020 年高校创业就业直播大赛“退伍军人赛项”赛项活

动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参赛方式和要求 

1.赛事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个人和团队均可报名参赛。

其中以团队为单位参赛的要求团队人数不少于 3 人，不多于

10 人。不允许跨校组建团队。 

2.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内容。需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二、参赛对象 

高等学校在校及毕业 5 年（含 5 年）内大学生，地方有

关部门邀请的部分中职学校学生。 

三、比赛赛制 

1.模式 

大赛采取全国总决赛一级赛制。由各校负责组织。大赛

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粉丝量、连麦、短视频）分别评选出

全国个人和团队获奖者。 

2.展现形式 

方式：线上直播、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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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讲述退伍军人故事、退伍军人创业历程等。 

3.记分规则 

按成绩汇总记分排名。 

四、奖项设置 

1.分类 

“退伍军人赛项”分别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单项奖令

设最佳人气奖、最佳策划奖、最佳传播奖、最佳影响力奖、

最佳感动奖。设置高校集体奖（包括不限于最佳组织奖、最

佳创意奖、最佳贡献奖等），优秀教师。获奖个人、团队、

学校、教师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2.数量安排 

全国（个人）：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全国（团队）：金奖、银奖、铜奖分别 2 个、4 个、6

个，单项奖 5 名，共 17 个。 

高校集体奖：共 20 个。 

优秀教师：若干。 

五、流程、时间及评分 

阶段 时间 记分标准 

报名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全国选拔

赛 
11月16日—12月27日 

粉丝量一人，记 1 分； 

连麦一次，记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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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一条，记 1 分； 

六、奖项说明 

 单项奖 铜奖 银奖 金奖 

全国赛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1.荣誉证书 

2.参加主播

培训训练营 

3.推荐就业

企业 

七、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 2020 年高校创业就

业直播大赛组委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