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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文杯”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旅游创新策划
大赛决赛通知 

旅协教育发[2016]第 016号 

各入围决赛参赛队： 

“兴文杯”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旅游创新策划大赛决赛将于

2016 年 12 月 10-11 日在四川省兴文县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决赛时间： 

（一）现场考察时间：2016 年 11 月 12 日—11月 25 日。 

（二）报到时间：2016年 12月 9日。 

（三）决赛时间：2016 年 12月 10 日-11日。 

二、决赛地点 

四川省兴文县 

三、决赛项目 

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旅游产品设计 

四、决赛内容 

进入决赛的参赛队伍将获得到兴文县实地考察的机会,考察

点为兴文县两个主要景区以及具有发展乡村旅游资源优势的贫

困村。除两个主要景区外，各参赛队须从组委会提供的村中选择

不多于 3个村进行考察，并根据现场考察贫困村的实际情况、查

阅相关资料及结合参赛队所在客源地（省或城市）情况，为所选

定的贫困村设计乡村旅游产品（最多选定 1 个村进行设计）。该



旅游产品必须体现旅游扶贫主题，符合所选择贫困村实际情况，

并将兴文旅游与参赛队所在地客源市场需求相结合，且有一定创

新性和可操作性。现场考察的具体地点和要求，请见附件 1。现

场考察结束后，鼓励参赛队对各自选定进行产品设计的村进行微

信宣传，宣传效果将作为决赛加分的参考依据。 

五、决赛形式 

决赛队将作品制作成为 PPT并进行现场展示，由评审专家根

据决赛评分标准进行现场打分。评委就参赛队展示内容进行提

问，每个参赛队回答两个问题（总时限为 6 分钟）。PPT 要求不

得有参赛队学校、指导老师和队员的信息出现，否则将取消决赛

资格。具体注意事项和评分标准，请见附件 2和附件 3。 

六、奖项设置 

决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4 名。获奖团队

将颁发奖金和奖状。初赛进入专家评审但未进入决赛的队伍将获

得优秀奖并颁发证书。     

七、联系人 

兴文县旅游局  杨骥：0831-8802213   0831-8820110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6 年 11 月 5日 

 

附件 1：现场考察要求及考察地点 

附件 2：决赛相关事项 

附件 3：现场考察/决赛来兴文人员信息表 

附件 4：决赛评分标准 



附件 1： 

现场考察具体要求及考察地点 

 

一、具体要求 

（一）实地考察时间：11月 12日—11 月 25日。 

（二）各参赛队伍来兴文县考察的人员必须是初赛报名的人

员，且总数不得超过初赛报名人数，并且须在 11月 10 日下午 6

时前，将考察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手机）、来兴文行

程安排及在兴文的考察安排（附件 3）发送到大赛指定邮

箱:lvyouchuangxin2016@126.com，并与兴文县沟通确认（联系

电话：0831-8802213，联系人：杨骥）。 

（三）相关费用 

实地考察期间，兴文县人民政府负责参赛队伍从兴文县城到

各个考察点的交通及景区门票费用。参赛队伍所在城市往返兴文

县的交通费用以及在兴文县的食宿费用由各参赛队伍自理。“兴

文旅游”微信公众号有推荐食宿信息以及从宜宾、泸州、重庆和

成都转站到兴文的汽车时刻表。详见“兴文旅游”微信公众号底

部菜单—游客通道—餐饮酒店与旅游攻略。 

（四）安全保障 

参赛单位需要安排至少 1 名老师带队，往返兴文途中及在兴

文考察期间参赛队员的安全保障由各参赛队伍自行负责。兴文县

将会为参赛队伍所有成员（含带队老师）购买在兴文期间的意外

伤害保险。因此，请务必正确填写所有成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二、考察地点 

按照大赛要求，提供给各参赛队现场考察的地点均是具有乡



村旅游资源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村（组委会将提供以下各村的相关

资料，见表 1）。决赛考察村落简介资料下载路径：

http://pan.baidu.com/s/1skHXuCd。 

 决赛考察村落信息 

乡镇 贫困村 联系人 电话 

僰王山镇 
永寿村 

邵  升 13808296010 
太安村 

麒麟苗族乡 德应村 罗  珊 13281979962 

石海镇 顺河村 何  娜 18227253387 

共乐镇 毛  村 丁  杰 13990927730 

仙峰苗族乡 
居坪村 

古  兵 15883171720 
兴隆村 

大河苗族乡 

峰岩村 罗剑秋 18090976228 

九龙山村 马  福 13890970778 

 

http://pan.baidu.com/s/1skHXuCd


附件 2: 

决赛相关事项 

一、参赛人员 

参加决赛的人员必须是初赛报名人员，且总数不得超过初赛

时的报名人数。请各参赛队（含“最佳推广奖”）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中午 12 点前，将参赛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

来兴文行程与考察安排等信息填写完整（附件 3），发送到大赛

指定邮箱：lvyouchuangxin2016@126.com，并与兴文县沟通确认

（联系电话：0831-8802213），以便安排食宿交通。 

二、相关费用 

决赛期间，兴文县人民政府对参加决赛的队伍按每人 400元

标准补贴往返交通费用，参赛人员决赛期间在兴文县的食宿由兴

文县人民政府承担。 

三、安全保障 

参赛单位需安排至少 1名老师带队，往返兴文途中和决赛期

间参赛队员的安全保障由各参赛队自行负责。兴文县将为参赛队

所有成员（含带队老师）购买在兴文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因此，

请务必正确填写所有成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附件 3： 

现场考察/决赛来兴文人员信息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 
是否是带

队老师 
备注 

       

       

       

       

       

       

来兴行程安排 

出发时间  乘坐车次（航班）信息  离开时间  

在兴文县的考察行程计划 

 

 



附件 4： 

决赛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8-10 分） 

良好 

（5-7 分） 

一般 

（1-4 分） 

作品质量 

（90 分） 

1.体现旅游扶贫主题    

2.符合贫困村的实际    

3.将兴文旅游与参赛队伍所在地客

源市场需求相结合 

   

4.作品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5.资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6.分析的深刻性和逻辑性    

7.作品的组织结构与语言表达    

8.作品的创新性    

9.作品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3 分） 

良好 

（2 分） 

一般 

（1 分） 

PPT 质量 

（6 分） 

1.PPT 内容的全面性和可观赏性    

2.PPT 展示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4 分） 

良好 

（2-3 分） 

一般 

（1 分） 

回答评委提

问（4 分） 

1.选手回答评委提问条理清晰，逻

辑性强，且时间不超过 6 分钟 

   

附加分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4-5 分） 

良好 

（3 分） 

一般 

（1-2 分） 

微信宣传效

果 

（10 分） 

1.微信阅读量    

2.微信点赞量    

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