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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函〔2019〕92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报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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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5〕36 号）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6〕59 号），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

于报送 2019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

（教高司函〔2019〕8 号）要求，现就做好我省 2019 年国家级和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则，各高校要

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在项目培育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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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国创计划”项目，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团队报名参加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根据建立国家、省、高校三级计划实施体系的要求，各高校在

组织实施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基础上，从校级计划项目

中遴选优秀项目上报至我厅。我厅将根据工作开展和经费支持情况，

遴选确定省级项目，并从中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级项目。 

二、项目类型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分为三类：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

目和创业实践项目。 

1.创新训练项目：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

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

交流等工作。 

2.创业训练项目：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商业计划书

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创业报告撰写等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

基于前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成果，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

品或者服务，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创新训练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

个层次。创新训练重点项目和创业项目推荐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遴选。 

请各本科高校认真做好组织遴选工作，按照项目实际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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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训练项目和创业训练项目的比例，逐步覆盖本校的各个学科门

类。鼓励跨院系、跨专业、跨年级组建团队申报项目，团队参与

学生数在 5 人以内。每个项目配备指导教师 1-2 名，创业项目鼓

励配备企业导师。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1 年。 

三、项目经费 

为确保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目标和项目水平，各高校应对推

荐申报的创新训练重点项目和创业项目按照不低于平均 2万元/项、

创业实践项目不低于 5万元/项、创新训练一般项目不低于平均 1万

元/项的标准予以资助。 

鼓励高校和企业等联合设立创新创业基金，吸引更多的企业投

入资金委托开展产学研结合的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高校可根据情况

组织学生向企业申报（项目指南发布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页

上）。 

四、项目报送 

请各本科高校务于 5 月 20 日前登录“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计划平台”（网址 http://dcjh.haedu.cn，操作指南可在网页

的“通知公告”栏查看下载），在平台“学校登录”栏选择对应学

校进行申报。各校须指定专人负责，填写学校职能部门管理人员

的个人信息，分配学生项目（请设置学号为学生的登录账号），可

加入 QQ 工作群 208509593。项目编号命名规则为“2019+学校代

码+3 位数序号”，如郑州大学第一个项目编码为“201910459001”。 

同时报送学校审核盖章后的创新训练计划申报表、创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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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表和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表格

请从省级申报平台下载）。 

尚未实施项目的本科学校应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本科教

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

函〔2012〕5 号）要求，制定学校项目实施方案，随项目一并报

我厅审核备案。 

五、项目分配 

为加强对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 

2016 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未进行结项验收的

高校在今年推荐国家级项目和立项省级项目时予以核减名额；对积

极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学校给予指标倾斜。具体分配

指标见附件。 

六、项目验收 

我厅决定对 2018 年度立项的国家级和省级项目进行结项验收

（两年期的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请在“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平台”提交有关材料，并于 5 月 20 日前同时将纸质版结项材料

（一份）报送至我厅高教处。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对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

管理办法和政策，将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纳入本科生教学管理体系，

进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要积极创造实施条件，加强导师

队伍建设，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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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联 系 人：张俊丽   赵万勇 

联系电话：0371-69691855 

电子邮箱：hngaojiao@126.com。 

通讯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 省直机关综合办公

楼 D825 房间 

 

附件：2019 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申报指标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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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9 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指标 
序号 学校名称 申报指标 备注 

1 郑州大学 200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2 河南大学 150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3 黄淮学院 70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4 黄河科技学院 70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5 河南农业大学 75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6 河南科技大学 70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7 中原工学院 70 国家级双创示范校 

8 河南理工大学 65  

9 河南师范大学 65  

10 河南工业大学 60  

1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60  

12 河南中医药大学 60  

1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50  

14 郑州轻工业大学 55  

15 新乡医学院 40  

16 信阳师范学院 40  

17 河南科技学院 40  

1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45  

19 安阳师范学院 40  

20 南阳师范学院 40  

21 洛阳师范学院 40  

22 商丘师范学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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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申报指标 备注 

23 周口师范学院 20  

24 许昌学院 20  

25 河南城建学院 20  

26 南阳理工学院 20  

27 平顶山学院 20  

28 安阳工学院 20  

29 河南工程学院 10  

30 洛阳理工学院 10  

31 新乡学院 10  

32 郑州师范学院 10  

33 河南警察学院 10  

34 铁道警察学院 10  

35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10  

36 信阳农林学院 10  

37 郑州科技学院 15  

38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10  

39 河南财政税金融学院 10  

40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10  

41 河南工学院 10  

42 商丘工学院 10  

43 商丘学院 10  

44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10  

45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10  

46 郑州财经学院 10  

47 黄河交通学院 10  

48 信阳学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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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申报指标 备注 

49 安阳学院 10  

50 郑州工商学院 10  

51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10  

52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10  

53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10  

54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10  

55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10  

56 郑州西亚斯学院 10  

合计 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