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
序号 主办单位 竞赛备案编号 竞赛备案名称 竞赛级别

1 教育部 G2021001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2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
育部、全国学联 G202100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国家级

3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
育部、全国学联 G2021003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国家级

4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深
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G2021004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RoboCon 国家级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
江苏省人民政府 G2021005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国家级

6 教育部 G2021006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国家级

7
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和无锡市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

G2021007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8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G2021008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9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基础课
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G2021009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

1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
专业委员会、高等学校土木
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育工作
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环境与土木水利学部

G2021010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国家级

11

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
业委员会

G2021011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国家级

12 教育部高校电子商务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12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国家级

1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
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

G2021013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英语演讲、英语
辩论、英语写作、英语阅读 国家级

14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系
统仿真学会联合主办

G2021014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国家级

15 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教
育协会 G2021015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国家级

16

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
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产品
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
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组委
会

G2021016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
大赛 国家级

17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商
业统计学会

G2021017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国家级

18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华中
山文化交流协会、北京歌华
文化发展集团 G2021018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 国家级

19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
委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教育研究会

G2021019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团体程序
设计天梯赛、移动应用创新赛、网络技术挑战
赛

国家级



20 中国自动化学会、RoboCup
中国委员会 G2021020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

赛 国家级

21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21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国家级

22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力学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力学学
会、周培源基金会

G2021022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国家级

2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23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国家级

24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G2021024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国家级

25 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25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国家级

2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 G2021026 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 国家级

27 中国自动化学会 G2021027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国家级

28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

G2021028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国家级

29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文
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

G2021029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国家级

30 中国光学学会 G2021030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国家级

31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委员会 G2021031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国家级

32 交通工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G2021032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国家级

3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
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G2021033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国家级

34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教育研
究中心 G2021034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国家级

35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物理学科组、全国高等
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
教育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大学物理实验专项
委员会、中国物理学会物理
教学委员会

G2021035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国家级

36 教育部高教司 G2021036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国家级

37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 G2021037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国家级

38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 G2021038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3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G2021039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国家级

40 国际计算机协会 G2021040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家级



41

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
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
职业教育社、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

G202104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国家级

42 世界技能组织 G2021042 世界技能大赛 国家级

4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G2021043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 国家级

44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中国地质学会 G2021044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国家级

45
教育部医学教育临床教学研
究中心、教育部临床医学专
业实践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G2021045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国家级

46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46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国家级

47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
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
会商业行业商会、商业国际
交流合作培训中心及中国会
展经济研究会

G2021047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会展
专业创新创业实践竞赛、国际贸易竞赛、创新
创业竞赛

国家级

48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
育研究会、中国电子视像行
业协会

G2021048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国家级

49

3D动力、国家制造业信息化
培训中心、全国三维数字化
技术推广服务与教育培训联
盟（3D动力）、光华设计发
展基金会

G2021049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

50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联席会 G2021050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国家级

51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和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G2021051 “大唐杯”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5G技能大赛 国家级

52 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 G2021052 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创新大赛 国家级

53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 G2021053 RoboCom机器人开发者大赛 国家级



54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生物学
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生物科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54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CULSC）-生命科学
竞赛、生命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55 华为 G2021055 华为ICT大赛 国家级

56 中国电子学会 G2021056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国家级

57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
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
意大赛组委会

G2021057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国家级

58 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人
民政府 G2021058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 国家级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

G2021059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国家级

60 文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G2021060 中国设计大展 国家级

61 教育部 G2021061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国家级

62 教育部高等学校动画、数字
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62 全国大学生原创动漫大赛 国家级

63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仪器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G2021063 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64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系
统仿真学会、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工业领域工业
自动化与驱动技术集团

G2021064 全国大学生控制仿真挑战赛 国家级

65 中国自动化学会 G2021065 中国机器人大赛服务机器人专项赛 国家级

66 中国数学会 G2021066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国家级

67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
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联席会、《高校生物
学教学研究》编辑部

G2021067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68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G2021068 长江钢琴.全国高校钢琴大赛 国家级

69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G2021069 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及创意竞赛    国家级

70 上海市物理学会 G2021070 全国部分地区（上海赛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国家级

71 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71 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创新性课外科技作

品展 国家级

72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协
会 G2021072 CCPC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国家级

73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
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
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G2021073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赛 国家级

74 中国计算机学会 G2021074 CCF-CCSP大学生计算机系统与程序设计竞赛 国家级

75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 G2021075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院奖”    国家级

76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中
国英语外语教师协会、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G2021076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77
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方法教
学指导委员会、国际工程机
器人联盟

G2021077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 国家级

78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机
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智能制造技术类专业委员会

G2021078 自动化控制应用设计大赛 国家级

79 中国美术家协会 G2021079 全国版画作品展览 国家级

80 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G2021080 中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教育年会系列竞赛 国家级

81
中国建筑学会、山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威海市人民
政府

G2021081 威海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 国家级

82

中国建筑学会、全国高等学
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和中国联合工程有限
公司创办，中国联合工程有
限公司主办，全国高等学校
建筑学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
、中国建筑学会作为支持单
位

G2021082 “中联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国家级

83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建筑师》杂志社、广州市
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学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

G2021083 “天作奖”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国家级

84

国际太阳能学会、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全国高等学校
建筑学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国家住宅与居住
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太阳能建
筑专业委员会承办，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支
持，台达集团冠名赞助

G2021084 台达杯国际太阳能竞赛 国家级

85 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G2021085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评选 国家级

86 中国美术家协会 G2021086 为中国而设计—环境设计大赛 国家级

87 中国美术家协会 G2021087 全国油画作品展览 国家级

88

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
员会、教育部创新方法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北京大学、
iCAN国际联盟、全球华人微
纳米分子系统学会

G2021088 iCAN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中国总决赛 国家级

89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
术家协会

G2021089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国家级

90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生物学
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090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国家级

91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
电子学会

G2021091 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大赛 国家级

92 中国通信学会、全国移动互
联网产业孵化中心 G2021092 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 国家级

93 中国计算机学会 G2021093 CCF大数据与计算智能大赛  国家级

94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G2021094 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技能大赛  国家级

95 中国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协会 G2021095 全国大学生加筋土挡墙设计大赛 国家级



9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
专业委员会、高等学校土木
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育工作
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环境与土木水利学部

G2021096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技术大赛 国家级

97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社
会学会

G2021097 “河仁杯”全国大学生社会调查技能大赛 国家级

98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

G2021098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大
赛 国家级

99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G2021099 中国机器人技能大赛 国家级

100 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100 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

101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自动化
学会

G2021101 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统应用大赛 国家级

102

教育部兵器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自动化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自动
化学会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G2021102 全国大学生智能机电系统创新设计大赛 国家级

103

上海市外文学会、上海外国
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外
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

G2021103 “外教社杯”全国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 国家级

104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G2021104 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BIM-CIM创新大赛 国家级

105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中国机械工业教
育协会

G2021105 “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国家级

106 教育部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106 “中国建材杯”全国高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基础知识

大赛 国家级

107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中
国热处理行业协会

G2021107  “丰东杯”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大赛 国家级

108 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 G2021108 全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实验实践大赛 国家级

109 中国金属学会 G2021109 “内科大杯”全国模拟炼钢-轧钢比赛 国家级

110 中国翻译协会 G2021110 全国口译大赛（英语）             国家级

111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111 CCPC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女生赛 国家级

112 中国广告协会 G2021112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 国家级

113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
育研究会、中国电子视像行
业协会

G2021113 中国好创意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国家级

114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 G2021114 中国国际大学生设计双年展 国家级

115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国教
育技术协会影视传媒专业委
员会

G2021115 “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 国家级

116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G2021116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国家级



117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国际机
器人竞技与创客教育联盟 G2021117 中国智能机器人格斗大赛 国家级

118
中国电子学会、教育部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电子学科组

G2021118 全国大学生FPGA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

119

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江苏
省科技翻译者协会、国家技
术转移东部中心、中国高校
（华东）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G2021119 商业英语辩论大赛 国家级

120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
业指导委员会建筑数字技术
教学工作委员会

G2021120 全国大学生可持续建筑设计竞赛 国家级

121
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

G2021121 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 国家级

122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 G2021122 费孝通田野调查奖 国家级

123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G2021123 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 国家级

12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
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G2021124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邀请赛 国家级

125

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
、全国3D技术推广服务与教
育培训联盟、光华设计发展
基金会

G2021125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大学生组） 国家级

126
中国日报社、深圳第26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组委会
执行局

G2021126 “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国家级

127
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学双语研
究会、河南大学、北京语言
大学

G2021127 “儒易杯”中华文化国际口译大赛（含翻译） 国家级

128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
学研究会项目管理研究委员
会

G2021128 全国高等院校项目管理大赛 国家级

129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
与建设学术委员会 G2021129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乡村规划方

案竞赛 国家级

130 全国设计大师奖组织委员会 G2021130 全国设计大师奖 国家级

131 机器人学术研讨会与机器人
技术挑战邀请赛组委会 G2021131 海峡两岸机器人学术研讨会与机器人技术挑战

邀请赛 国家级

132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组
织委员会

G2021132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国家级

13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G2021133 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 国家级

134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艺术与设
计教育分会 G2021134 “国青杯”全国高校艺术设计作品大赛 国家级

135 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联席会 G2021135 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国家级

13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深圳市
人民政府 G2021136 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金鹏奖） 国家级

137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G2021137 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138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G2021138 全国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 国家级

139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智慧城
市与智能建造产业创新联盟 G2021139 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 国家级

140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G2021140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 国家级

141 劳动经济学会、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 G2021141 中国大学生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 国家级

142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气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自动
化学会

G2021142 “三菱电机杯”全国大学生电气与自动化大赛 国家级

143 中国自动化学会 G2021143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机器人旅游、机器人武术擂台专项赛 国家级



144 中国电源学会、中国电源学
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G2021144 全国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 国家级

145
中国化学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

G2021145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 国家级

146 中国信息协会 G2021146 iCAN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国家级

147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雕塑学
会、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
委会、大同市人民政府

G2021147 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 国家级

148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
导委员会、同济大学 G2021148 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暨纸板建筑设计与建造竞

赛 国家级

149
清华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
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G2021149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国家级

150 中国绿色建筑协会 G2021150 全国绿色建筑设计竞赛 国家级

151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
导委员会、《中国建筑教育
》出版社、北京清润国际建
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G2021151 “清润奖”大学生论文竞赛 国家级

152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中
国建筑学会、中国勘察设计
协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G2021152 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 国家级

153

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中国
英语外语教师协会（TEFL 
China）、高等学校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G2021153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ational English 
Competi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简称NECCS)(A,B,D类）

国家级

154

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智媒
体专业委员会、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
员会、上海大学

G2021154 上海国际青年影像展映周 国家级

国际级

序号 主办单位 竞赛备案编号 竞赛备案名称 竞赛级别

1 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 G2021155 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 国际级

2 RoboCup国际委员会 G2021156 RoboCup世界杯地区公开赛 国际级

3 意大利政府、米兰三年展基
金会 G2021157 米兰装饰艺术和当代建筑国际三年展 国际级

4 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等 G2021158 威尼斯双年展 国际级

5 日本ASPaC事务局 G2021159 ASPaC亚洲学生包装设计大赛 国际级

6 Museum Fridericianum 
gGmbH G2021160 卡塞尔文献展 国际级

7 威斯特法伦北威设计中心 G2021161 Red Dot Award:Brands & Communication Design
红点品牌与传达设计奖 国际级

8 约翰·莫尔绘画奖基金会、上
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G2021162 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 国际级

9

国际建筑师协会（UIA）、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TJU）
、《城市·环境·设计》杂志
社（UED）

G2021163 UIA－霍普杯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 国际级

10 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组
委会 G2021164 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 国际级

11 美国国际法学生联合会 G2021165 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 国际级

1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G2021166 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 国际级

13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组委会 G2021167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国际级



14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
培训中心、北京策马翻译有
限公司

G2021168 中华口译大赛 国际级

15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德国DFKI，
意大利IIT

G2021169 室内机器人学习全球挑战赛 国际级

16

日本赛区：日本大阪视觉艺
术协会 东京都生活文化局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
韩国分赛区：韩国商业设计
协会
中国分赛区：艺赛中国(代
理)

G2021170 CADA日本概念艺术设计奖 国际级

17
丹麦欧登塞·安徒生博物馆、
丹麦王国安徒生文化艺术发
展委员会

G2021171 安徒生(国际)艺术奖大赛 国际级

18

世界规划教育组织（World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Network）、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iCity网站（UNESCO-
iCity Website）、Guihua杂
志

G2021172 WUPENiCITY城市设计学生作业国际竞赛、
WUPENiCITY城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际竞赛 国际级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
筑师协会 G2021173 UIA（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大学生建筑设计竞

赛 国际级

20
国际建筑联盟（UIA）和欧
洲建筑教育协会（EAAE） G2021174 国际VELUX建筑学生设计大赛 国际级

21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北京
策马翻译有限公司 G2021175 中华笔译大赛 国际级       

22 日本侨报社和日中交流研究
所 G2021176 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 国际级       

23

中国外文局旗下人民中国杂
志社、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
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

G2021177 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译大赛 国际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