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省 农 业 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 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 南 省 总 工 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
河 南 省 妇 女 联 合 会

 文件

豫农科教 〔2018〕8号

关于举办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农业局 (农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教育局、扶贫办、总工会、团委、妇联,有关单位:

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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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的意见》 (豫政办 〔2016〕178号)精神,为充分展示新

时代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风采,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热

情,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河

南省农业厅等7个部门决定举办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

业创新大赛 (以下简称 “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新时代 新农民 新风采。

二、大赛组织实施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

厅、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三)协办单位

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合作管理办公室、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

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河南科技学院科技处、许

昌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信阳农林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河南省农业

高新科技园有限公司、河南纳百川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四)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组委会,负责大赛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大赛组委

会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赛事评审工作。大赛组委会下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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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负责大赛的日常事务。

大赛组织机构见附件1。

三、大赛时间

2018年8—9月。

四、大赛流程

大赛分申报、初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

(一)申报:2018年8月。

(二)初赛:2018年9月上旬。

(三)复赛:2018年9月中旬。

(四)决赛:2018年9月23日 (中国农民丰收节)。

五、材料申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农业局 (农委)负责本辖区参

赛选手的报名、审核、汇总及报送工作。大赛有关材料于2018

年8月31日前统一邮寄到组委会办公室,同步提交电子文档至

大赛邮箱 (电子文档命名:参赛项目类别+项目名称+负责人

姓名)。

电子邮箱:cycxds666@163.com

联 系 人:黄宁

联系电话:0371—62335555 13703990129

邮寄地址: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

官渡镇沿G220向东3公里路南)

邮  编:45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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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要求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农业局 (农委)、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教育局、扶贫办、总工会、团委、妇联等有关单位要按

照 《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实施方案》(详见

附件2)要求,做好大赛在当地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河南

农业职业学院及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合作管理办公室等协办单位要

按照大赛组委会的部署,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制定具体工作方

案,做好赛事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积极行动,组织选手踊跃参加本次大赛。为体

现大赛的普及性,4个国家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市 (三门峡

市、漯河市、南阳市、洛阳市)和65个国家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示范县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每个示范县参赛项目不少于2个。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大赛正式人员参加省级复赛和决

赛期间食宿费由承办单位承担,交通费自理。

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请关注附件3大赛微信公众号)。

七、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姚惠敏 吴秀云

联系电话:0371—65918650 65918762

附件:1.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组织

机构

2.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实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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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微信公

众号

河 南 省 农 业 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 南 省 总 工 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   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20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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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组织机构

一、大赛组委会

组 长:宋虎振 省农业厅厅长

副组长:陈金剑 省农业厅副厅长

李 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尹洪斌 省教育厅副厅长

方国根 省扶贫办副主任

吕明义 省总工会副主席

武 皓 团省委副书记

崔爱兰 省妇联副主席

刘 源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院长

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胡若哲 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

副主任:刘培峰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处处长

张家成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副处长

宋技明 省扶贫办宣教处处长

王全信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高 博 团省委青年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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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美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郑晓杰 省农业工会主任

吴秀云 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

安鹏飞 省农业厅财务处副处长

张 芳 省农业厅产业办创业指导处处长

李洪岐 省农业厅科教处副调研员

陈月英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院长

胡 兵 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

成 员:朱维军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

胡彦民 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合作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张建新 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副院长

王慧杰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王 锐 河南科技学院科技处副处长

赵新军 许昌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关照霞 信阳农林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陈功义 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 涛 河南纳百川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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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实施方案

一、大赛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培育 “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加快构建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举措。2012年以来,连续7年中

央1号文件都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工作作出部署。2018年中央1

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

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

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 (豫政办

〔2016〕178号)精神,为充分展示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风采,

进一步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热情,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

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

省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妇女联合

会决定举办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 (以下简

称 “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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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赛主题

新时代 新农民 新风采。

三、大赛组织实施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

厅、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三)协办单位

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合作管理办公室、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

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河南科技学院科技处、许

昌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信阳农林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河南省农业

高新科技园有限公司、河南纳百川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四)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组委会,负责大赛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由主办单

位、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大赛组委会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负责大赛的日常事务。

(五)专家评审委员会

大赛组委会组织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由创业导师、名师学

者、投资人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下设3个评审小组,每个小组5

人,明确1名组长负责,制定项目评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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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业导师由主办单位从各部门认定的创业导师库中推荐,

由大赛组委会审核确认。

2.名师学者、投资人由大赛组委会定向邀请。

四、大赛时间

2018年8—9月。

五、参赛选手及项目要求

(一)参赛选手要求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遵纪守法。

2.具有创业创新精神,技术先进适用,市场竞争力较强,

生态环境可持续。

3.经营规模适度,具备良好的示范作用,创业模式、经验

可借鉴可复制。

4.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

进乡村振兴等方面成效显著。

5.从事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或服务的返乡、下乡及本乡人

员。包括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涉农企业负

责人等,一般须为经营单位的法人代表或共同创业者。持有新型

职业农民证书 (或培训结业证书)的人员优先推荐。

6.5年内曾发生严重违规违纪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

人不能报名参赛。

(二)参赛项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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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遵循时代性、市场性和示范性原则,围绕现代农业

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凡涉

农项目均可参赛,包括农业生产 (种养殖类)、农产品加工流通、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电商等产业以及各

类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项目分组

大赛分初创组、成长组、创新组。

1.初创组。工商登记注册时间不满2年,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项目产品或经营模式已推向市场,年销售额不足50万元。

2.成长组。工商登记注册时间2年以上,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项目具有成熟的产品和运行模式,年销售额50万元以上,

并实现盈利。

3.创新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有独特的产品设

计理念、经营模式和新颖的实现方式,在项目发展上取得重大突

破,参赛个人或团队为项目创始人或主要负责人,财务指标不做

要求。

为平衡各组参赛项目数量,经参赛选手同意后,专家评审委

员在初赛阶段可根据项目特点、参赛项目报名情况,适当调整其

参赛组别。

六、大赛流程

大赛分申报、初赛、复赛、决赛四个环节。

(一)申报 (2018年8月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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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赛选手登录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官方网站 (http://

www.hnca.edu.cn)点击大赛报名链接,查看有关报名要求和

下载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首先提交至各县 (市、区)农业局 (农委)进行初

审。初审通过后,再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农业局 (农

委)负责进行核验、汇总,并上报大赛组委会。

(二)初赛 (2018年9月上旬)

初赛采取评审专家直接评分法,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各地推

荐意见和项目申报材料,评选出约130个项目进入复赛。

地点: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三)复赛 (2018年9月中旬)

举行启动仪式。复赛评审采取路演直接评分法,即参赛选手

在现场以PPT形式展示项目,由评审委员会专家直接打分,并

按总分高低进行排名,分别选出初创组、成长组、创新组前12

名共36个项目参加决赛。

地点: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官渡

镇沿G220向东3公里路南)

(四)决赛 (2018年9月23日)

决赛阶段采取路演 “5+5”模式进行,即参赛项目PPT展

示不超过5分钟,评委质询不超过5分钟,现场直接打分。初创

组、成长组、创新组分别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

5个,优秀奖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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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郑州市海容大酒店 (郑东新区民生路与正光路交汇处)

七、大赛奖励和激励设置

(一)奖项设置

初创组、成长组和创新组分别评选一、二、三等奖和优秀

奖。

大赛设优秀组织奖,对积极宣传、组织发动得力、参赛项目

数量较多、成效明显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二)政策支持

入围决赛的项目可优先享受农业、人社、教育、扶贫、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政策支持,省总工会、团省委、省

妇联优先推荐 “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省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奖励。

(三)金融服务

决赛期间,主办方将组织相关投融资机构与总决赛项目进行

对接,获奖项目将获得相关投融资机构专项扶持投资资金,具体

扶持资金数额依据参赛项目具体情况而定。

获奖项目享有优先由河南纳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在中

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或融资的权利,项目所在地政府优先给

予一定额度的挂牌补贴支持。

(四)宣传推广

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现场将设置优秀作品展区,入围决赛项

目将优先获得展区展位。大赛组委会将通过主流媒体进行统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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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报道,同时各主办单位将依托相关创业栏目媒体、网站,对大

赛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宣传推广。

八、材料报送

(一)申报材料内容

1.参赛项目报名表。

2.创业创新计划书。

3.营业执照 (无营业执照的可由当地农业部门出证明)、

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证明、专利证书、特色农产品认定证书、

相关获奖证书等证件复印件作为创业计划书附件一并成册,并编

写附件页码。请参赛选手在各县 (市、区)农业局 (农委)提交

申报材料时,携带上述证书原件,经审核无误后即刻返还。对进

入复赛的项目,还须在路演现场提供上述证书原件供评委再次核

验。

4.路演PPT (仅报电子版)。

请参赛选手按上述顺序以A4格式装订纸质版申报材料 (一

式3份)并按流程报送,同步提交电子文档至大赛邮箱 (电子文

档命名:参赛项目组别+项目名称+负责人姓名)。参赛选手对

申报材料及路演表述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一经提交,不得修

改。

(二)报送时间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农业局 (农委)负责将纸质版申

报材料连同加盖公章的项目汇总表 (一式1份)于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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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24点前,寄至大赛组委会。超过截止时间收到的材料一律

视为无效。

电子邮箱:cycxds666@163.com

联 系 人:黄宁

联系电话:0371—62335555 13703990129

邮寄地址: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

官渡镇沿G220向东3公里路南)

九、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省农业厅负责大赛整体协调及参赛项目的各项组织工作。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扶贫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

妇联配合做好本系统的大赛宣传申报工作及相关优惠政策支持。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及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合作管理办公室等协

办单位要按照大赛组委会的部署,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制定具体

工作方案,做好赛事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二)发挥导师作用,强化创业辅导

创业导师既承担项目评审工作,又承担项目的辅导工作,并

做好跟踪服务。

(三)严肃大赛纪律,依法依规实施

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真正把好的选手和项目

选出来,进行路演录播,展示新时代新农民创业创新风采。

十、大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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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姚惠敏 吴秀云

联系电话:0371—65918650 65918762

(二)大赛组委会承办单位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海飞 陈功义

联系电话:13526584493 15037133590

(三)大赛组委会协办单位河南纳百川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吴莹 董涛

联系电话:13783592295 1383813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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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河南省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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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8年8月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