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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竞赛名称 适用学院 主办单位

A 1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生态环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经济学院

、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2 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3 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4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5 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商学院、电商与物流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6 中国MPAcc学生案例大赛 商学院、电商与物流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7 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8 中国研究生石油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9 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 /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10 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A 11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全体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学联
A 1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全体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
A 13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全体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全国工商联、共青团中央、致公党中央、国家外国专家局、招商银行
A 14 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 商学院、电商与物流学院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A 15 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创新创业精英挑战赛 全体 全国国际商务教育指导委员会
A 16 全国高校资产评估专业研究生知识竞赛 经济学院 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A 17 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经济学院 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A 18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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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9 全国法律翻译大赛 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MTI）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华东师范大学

A 20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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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A 21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生态环境学院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A 22 “华为杯”中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A 23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

院
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A 24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

院
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和广东省人民政府A 25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
院

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国信蓝桥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A 26 世界机器人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A 27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经济学院、商学院、电商与物流学院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
拟专业委员会

A 28 “中企华杯”全国高校资产评估专业研究生知识竞 经济学院 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B1 1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
B1 2 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国际纪录片大赛大学生纪录片单 传媒与设计学院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
B1 3 北京市大学生数字媒体设计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B1 4 人工智能与安全国际学术会议 人工智能学院 国际计算机协会（ACM）、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等
B1 5 北京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术论文征文比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B1 6 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B1 7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B2 8 北京市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 外国语学院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B2 9 中国大学生智能设计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B2 10 全国计算机仿真大奖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中国系统仿真学会、中国控制与指挥协会、教育部高教司联合
B2 11 全国云计算设计应用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中国云计算应用联盟
B2 12 3S杯全国大学生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三创”大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商与物流学

院
中国通信学会

B2 13 中国绿色环保包装与安全设计创新大赛 生态环境学院 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教育委员会



B2 14 国际商务谈判精英赛 商学院、电商与物流学院、国际经管学院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员会
B2 15 韩素音青年翻译奖 外国语学院 中国翻译协会
B2 16 全国口译大赛 外国语学院 中国翻译协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B2 17 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 商学院、电商与物流学院、国际经管学院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
B2 18 中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 商学院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B2 19 李锦记杯学生创新大赛 食品与健康学院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B2 20 杜邦营养与健康两岸学生创新竞赛 食品与健康学院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B2 21 盼盼食品杯烘焙食品创意大赛 食品与健康学院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B2 22 “中金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知识竞赛 经济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业协会
B2 23 中国物流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电商与物流学院 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B2 24 华文公关奖 商学院 台湾暨台北市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B2 25 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暨法律职业技能大赛 法学院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

B2 26 “万慧达北翔杯”中华商标协会全国高校商标热点
问题辩论赛

商学院 中华商标协会

B2 27 全国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 经济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北京工商大学
B2 28 中国OOH（OUT-OF—HOME）青年广告创意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广告行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北京工商大学
B2 29 国际图像与图形会议（ICIG）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数学与统计学

院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承办

B2 30 大学生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国学企联盟、中国北京（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国商业史学会老字号专业委员会、陶行知教育基
金会非遗老字号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等。

B2 31 “经观大学生训练营·未来创新计划”作品大赛 经济学院 经济观察报社、经观传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现代广告》杂志社
B2 32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中国电子学会
B2 33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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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34 时报金犊奖 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
B2 35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 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国广告协会
B2 36 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创意征集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B2 37 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 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国工业设计学会
B2 38 正大杯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数学与统计学院 中国商业统计学会
B2 39 APMCM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 北京图像图形学学会、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B2 40 全国大学生算法设计与编程挑战赛 人工智能学院 全国大学生算法设计与编程挑战赛组委会、中国未来研究会大数据与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
C1 1 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 生态环境学院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C1 2 京津冀大学生食品节 食品与健康学院 北京农学院
C1 3 天池大数据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阿里巴巴集团
C1 4  Kaggle数据竞赛 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学院 Kaggle Inc.
C1 5 12335全国商务知识竞赛 商学院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C1 6 全国新闻学子优秀论文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大众报业集团《青年记者》杂志、人民网传媒频道联合举办
C1 7 全球华文网络互动新闻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办
C1 8 中国数据新闻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各高校
C1 9 人民网优秀论文奖 传媒与设计学院 人民网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
C1 10  “半夏的纪念”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 传媒与设计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

C1 11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系列赛（大学生原创电影大赛, 青
年剧本与创意大赛, 大学生影评大赛, 大学生摄影大

赛, 微电影大赛）

传媒与设计学院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

C1 12 全国法律英语大赛 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C1 13 全国大学生职场与商务英语沟通技能大赛 全体学院 北京全球语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1 14 中国烘焙包装创新设计大赛 食品与健康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永华晴天设计包装有限公司、美狮传媒集团

C1 15 首都高校税务案例大赛 经济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社科院大学）轮流主办

C1 16 学生服务设计挑战赛（student service design 
challenge)

传媒与设计学院 Philips Experience Design, SERVICE DESIGN COLLEGE



C2 17 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读书报告会暨学术演讲比赛 全体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
C2 18 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 全体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C2 19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青菁杯”论文写作大赛 法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