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

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
及

“
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树立良好饮食风尚,推广文明健

康生活习惯
”
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广泛倡导

使用公筷公勺及分餐制,防范和减少交叉感染,倡 导健康、文明、

卫生、安全的用餐方式,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贵州省文化和旅

游厅、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贵阳

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等单位决定联合举办
“
贵州省公筷公勺分餐

制青少年创意设计邀请赛
”,现将 《贵州省公筷公勺分餐制青少

年创意设计邀请赛方案》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好教

师培训和参赛工作。

联系方式: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尸虱  静  0851-86625247

另阝茑目泛亍  15285902909

大赛组委会邮箱:gZgsgk@126。 com

丿c与亮孓QQ君莘  9750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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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州省公筷公勺分餐制青少年创意设计

邀请赛方案

一、目的意义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疫情

常态化防控下,分餐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推广分餐制,倡 导使

用公筷公勺,既能促进文明、健康用餐习惯的养成,守护大众舌

尖上的安全,同 时也是践行文明礼仪、引领餐饮文明新食尚的题

中应有之义。

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树立良好饮食风尚,推广文明健康

生活习惯。”
国家卫健委呼吁

“
将分餐制形成制度推广

”,全国

各地纷纷响应,并发出使用公筷、公勺、分餐制的倡议。

为广泛倡导使用公筷公勺,防 范和减少交叉感染,切 断
“口

口相传
”

的食源性疾病传播,倡 导健康、文明、卫生、安全的用

餐方式,拟决定举办贵州公筷公勺分餐制青少年创意设计邀请

赛。

同时,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 “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

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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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质提升,助力
“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本次比赛将创新

引入 3D打印技术,除征集常规平面设计作品外,面 向参赛者征

集 3D打 印三维创意设计作品。大赛将向所有参赛者及指导教师

提供免费 3D打印创意设计培训,通过比赛,以赛代训、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新,为参赛者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

流的平台,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设计的能力 ,

助推
“
创新贵州

”
建设。为确保本次大赛的顺利实施,特制订本

方案。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

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贵阳孔学堂文

化传播中心

承办单位:贵州省科技馆、贵州省疾控中心、贵州日报科技

·大数据周刊工作室、贵州博士俱乐部科协

协办单位:贵州机关学习联盟、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招待所(冠

洲宾馆 )、 贵州能辉酒店、贵阳孔学堂大成精舍、中国天眼迎宾

馆、贵州合韵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阳市云岩区少年宫

技术及课程公益支持: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长文科技有限公司、贵州玩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贵州紫金宸

工艺品有限公司

纽委会:本次大赛设组委会,由 主承办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 ,

同时邀请热心支持大赛的行业、企事业单位及媒体等参与组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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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活动组委会负责大赛组织、管理与协调工作。组委会下设办

公室、宣传组、竞赛组。

赛事总顾问:顾久、班程农

组委会成员:杨泳滨、袁伟、朱征明、代乐、万晓鸿

组委会办公室:刘嵘、周静、黄珊、肖丽、姚固涛、王平、

邓朝云

办公室负责协调有关单位及各组工作,检查落实活动各项准

各工作;负 责颁奖活动的组织安排,起草相关文字材料;组织颁

奖仪式,邀请主办单位领导出席颁奖;负 责筹集活动经费等。

宣传组负责活动的宣传报道、媒体协调及相关广告制作、发

布等。

竞赛组负责接受活动报名、审核名单;组织活动培训;编制

决赛秩序册;聘请并组织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制作、发放

评委聘书、获奖证书及工作证书等。

三、比赛要求

1.参赛公筷公勺创意设计作品需围绕贵州特色文化旅游资

源,包括但不限于贵阳孔学堂、中国天眼、黄果树瀑布、西江苗

寨、肇兴鼓楼、苗族刺绣等,提炼文化元素进行设计。通过设计

公筷公勺作品,推 动广大参赛者对分餐文化及贵州旅游文化的了

解,为 参赛者提供创意设计、交流学习的平台。

2.参赛公筷公勺作品可使用平面设计软件或三维设计软件

(推荐使用大赛组委会免费提供的 3Done软件 )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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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面设计参赛作品需提交以下内容:设计说明文档 (word

文档 ),作 品 JPG、 PNG文件及作品源文件;作 品 JPG、 PNG文件

精度不低于 72dpi、 像素不低于 380px咔 560px、 大小不超过 2M;

作品源文件精度不低于 300dpi。

4.三 维设计参赛作品需提交以下内容:设计说明文档 (word

文档 ),作 品源文件和作品缩略图,大小建议不超过 10㈨。

5.参赛分餐制创意设计作品可围绕商务餐会、政务餐会、亲

友餐叙、特色餐席 (如贵州长桌宴)等主题,结合分餐制历史文

化及贵州旅游文化对分餐制的实施进行创新设计,并录制视频作

品 (5分钟内)提交。

6.参赛公筷公勺作品及分餐制创意设计需满足安全、实用、

美观、创新、原创的要求。

安全性:公筷公勺作品拟用材质需考虑投产转化的安全性 ,

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分餐制创意设计需充分考虑使用中的健

康、安全、卫生等要求。

实用性:作 品需考虑投产转化成本及实施成本,有实用价值 ,

易被消费者接受;

芙观性:公筷公勺作品造型美观,分餐制席面能体现较高的

审美趣味 ;

创新性:作品有独特、创新的设计外观和设计理念;

原创性:作品需为原创设讨。

7.为 推动公筷公勺、分餐制等新冠肺炎防疫知识的普及,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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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参赛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疫情防控,大赛同步启动
“
防疫从公筷

公勺开始——爱的课题
”
疫情防控知识学习活动,参赛者可参加

线上学习,并按要求线上提交课程达标相关文档及图片。

四、活动对象

1.省 内外广大设计爱好者、文创企业、设计企业及设计师、

餐饮从业者、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师、手工艺制作者等均可报

名参赛。

2.活动对象分为三组:

儿童组:2010年 9月 1日 -2014年 8月 31日 出生的参赛者;

少年组:2004年 9月 1日 —2010年 8月 31日 出生的参赛者 ;

青年组:2002年 9月 1日 以前出生的参赛者。

五、进度安排

(一 )赛前培训安排

培训由竞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具体事项如下:

1.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⒛20年 7月 14日 △6日 进行线上培训

公筷公勺分餐制创意设计在线培训网址 :

https∶ //www。 i3done。 com/train/show/286。 htm1

“
防疫从公筷公勺开始——爱的课题

”
在线学习二维码:

-8—



2.培训内容

(1)贵州公筷公勺分餐制青少年创意设计邀请赛规则解读。

(2)相 关软硬件的实际操作与应用。

(3) “防疫从公筷公勺开始——爱的课题
”

内容培训。

3.组 织、报名方式:

(1)各市 (州 )科协组织单位组织市 (州 )所辖学校及校

外科技辅导员参加线上培训。

(2)⒛ 20年 7月 10日 前各市 (州 )科协将培训教师名单

报送至竞赛组委会邮箱 (gzgsgk臼 126。 com)。

(3)参加培训人员准各笔记本、电脑及相关软件和硬件。

(4)参训人员原则上不准请假,确 有特殊情况,请履行告

假手续,参训人员提前 5分钟登录培训系统,并将头像名称改

为:学校名称+姓名,便于统计核实培训人员名单,培训结束后 ,

发电子培训证书。

(二 冫各市 (州 )、 县 (区 )教师培训:

各市 (州 )科协根据各市 (州 )、 县 (区 )的 具体情况,需

要在本区域进行分区培训的,可 以和省竞赛组委会联系,由 省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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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组委会指导进行分区线上培训。

公筷公勺分餐制创意设计在线培训网址:

https∶ //www。 i3done。 cOm/train/show/286。 html

“
防疫从公筷公勺开始——爱的课题

”
在线学习二维码 :

六、竞赛相关安排

(一 )初赛 (分区选拔赛 )

初赛 (分 区选拔赛 )原则上由各市 (州 )科协根据省赛规则

及要求组织,请各市 (州 )科协安排专人负责将各地分区赛竞赛

时间报与活动组委会,组委会在活动专网上安排各地州的赛事专

区,由 省组委会根据各分区参赛报名人数确定各地进入省决赛名

额。无分区赛地区由活动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根据申报资料对参

赛作品进行统一的资格审查,按一定比例进行筛选。分区选拔赛

具体时间由分区选拔赛组织方确定,需在 2020年 10月 10日 前

完成选拔并将选拔入围省决赛名单报送至省竞赛组委会邮箱

(gzgsgka126。 c。m) 。

初赛时间:⒛20年 9月 01日 △0月 10日

公筷公勺分餐制创意设计作品线上提交:

口

一̄  10 -—



码 :

https∶ //www。 i3done。 com/cOntest

“
防疫从公筷公勺开始——爱的课题

”
答题卡在线提交二维

(二 )决赛

决赛由省活动组委会统一组织实施。具体安排如下:

公布入围名单时间:2020年 10月 11日 -10月 ⒛ 日

决赛时间:⒛⒛年 10月 3O-31日

活动细则请关注贵州省公勺公筷活动 qq群 (975066002)

群  号 : 975066002

七、奖项设置、评奖及表彰

(一 )奖项设置

1.一等奖,具体获奖数量根据参赛作品数量确定,由省活动

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2。 二等奖、三等奖,具体获奖数量根据参赛作品数量确定 ,

颁发获奖证书。

3。 优秀指导教师奖:授予组织学生参加比赛活动中有突出贡

献的辅导老师,具体获奖数量根据参赛情况确定,颁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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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进单位奖:授予活动组织、宣传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机

构,具体获奖数量根据参赛情况确定,颁发奖牌。

(二 )评审机构

省活动组委会聘请高校、业界专家组成活动评审委员会,负

责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三 )作品展

获奖作品评出后,省活动组委会统一组织获奖作品进行巡

展。具体安排如下:

展出时间:2020年 11月 1日 -30日

展出地点:贵州省科技馆、冠洲宾馆、能辉酒店等地

八、经费来源及预算

1.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不收取参赛者参赛费用。

2.活动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主承办及协办单位支持。

九、作品权益

1.参赛作者应保证申报作品所使用的图片、影像等所有素

材、视频片段等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全部法律责任,给主办方造成损失的,参赛者应进行赔偿,并

使主办方免责。

2.主办单位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及版权,有权将参赛作品用于

本次大赛的相关宣传、展览、媒体平台展示以及宣传片制作等用

途,而无需向参赛者支付任何费用。

3.比赛获奖作品及获奖作品的各种专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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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永久归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权 (全部或部分地 )使用、

复制、修订、改写、发布获奖作品及制作其派生作品等,并 以现

在已知及日后开发的任何形式,将上述作品纳入其他作品内,但

参赛者永久享有署名权;参赛者在获奖后需向主办方提供 300dpi

可用于开发的作品源文件,如无法提供则奖项作废。

4.对本规则产生的任何异议,大赛主办方保留最终解释权。

与本次大赛有关的任何未尽事宜,均 由大赛主办方进一步制定规

则并进行解释。

5.参赛者一旦参加本次大赛的任何一个环节或全部,即 视为

已完全了解并接受大赛的所有规则。

十、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捍哥爿鹭少F  O851-86625247

邓老师 (活动整体咨询 ):152859u9o9

任老师 (活动整体咨询 ):13985156273

岳老师 (3D打印创意设计咨询 ):15145075434

陈老师 (爱的课题咨询 ):1398414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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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贵州省公筷公勺分餐制青少年创意设计遨请赛

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 所属省 (区 、市 )∶ 参赛组别:□儿童组

□少年组

□青年组

注:1.儿童组、少年组参赛者,需辅导教师进行指导;青年组可不配辅导老师。
2.竞赛细则请关注贵州省公勺公筷活动 qq群 (9750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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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信
息

(
限

3
加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作者免冠近照,JPG格
式,480艹 640像 素学历

学校/

单位

年级/

年龄

联系电话 Email

姓名 性另刂
身份

证号

作者免冠近照,JPG格
式,480艹 640像素

学历
学校/

单位 砌
俳

联系电话 Email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作者免冠近照,JPG格
式,480辛 64θ 像素

学历
学校/

单位 彻
辎

联系电话 Email

辅

导

教

师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作

品

信

息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公筷公勺平面设计
□公筷公勺三维设计
□分餐制设计

作品简介 (不超过 ⒛0字 )∶

主要介绍作品创意及内容说明。

作

品

提

交

1.上传作品

公筷公勺作品上传网址:https∶ //www.i3donc。 com/contest
(作 品提交时需附作品申报表及著作权声明 )

分餐制作品发送:gzgkgsyqsa126.c。 m

2.上传附件 创意解说视频、作品海报等



附件 3

贵州省公筷公勺分餐制青少年创意设计邀请赛

作品著作权声明
作品名称 : 所属省 (区 、市 )∶ 参赛组别:□ 儿童组

□少年组
□青年组

第一作者 性另刂 身份证号

单位 /学 校 联系方式

其他主创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学 校 联系方式

其他主创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学 校 联系方式

辅导教师

姓名

工作

单位

辅导教师

姓名

作

位

工

止早

辅导教师

姓名

作

位

工

单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公筷公勺平面设计
□公筷公勺三维设计
□分餐制设计

本作品是本人及上述主创人员自主选题、共同原创设计完成的作品,本人及上述主创人

员是此作品的著作权人,作 品无著作权争议,无任何侵犯他人著作权及版权行为。

本作品如有著作权及版权追究要,以及其他虚假行为和事实,我 (们 )自 愿承担一切法

律后果,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 主办单位无关。

我们了解贵州公筷公勺青少年创意设计邀请赛活动组委会关于著作权和版权的相关要

求,允许组委会共享作品著作权及版权,允许组委会拥有出版作品集、公开展示、宣传推介
等作品使用权。

特此声明。

声明人 (全体作者 )签名 :

年   月    日

1.此表格下载填写并签名后,以 PDF格 式提交。多名作者的作品,需全体作者签署。
2.竞赛细则请关注贵州省公勺公筷活动 qq群 (97506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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