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科竞〔2020〕37号

关于举办“图森未来杯”第十八届浙江省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通知

各高校：

为积极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和利

用计算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促进校际交流，提高全省高校计算机教学、科研和

应用水平，丰富校园学术文化氛围。经浙江省大学生程序设

计竞赛委员会秘书处与承办高校杭州师范大学共同研究决

定，定于 2021年 4月 17日（星期六）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

浙江省第十八届“图森未来杯”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承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二、参赛报名

1.参赛对象与教练职责

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3名队员组成，参赛队员必须是全

日制浙江省高校在校本专科生。参赛教练必须是参赛队所在



学校的正式教师，教练必须保证所有队员符合和遵守竞赛规

则，具体负责竞赛的报名、交费、联系、协调和参赛等组织

工作。

2.参赛资格与报名

参赛学校教务处总体负责本校程序竞赛工作，组织开展

校级竞赛，按省竞赛秘书处确定的参赛队数，选拔队员参加

省级竞赛，并具体负责与竞赛秘书处联系。

本科院校学生只能参加本科组竞赛，高职高专院校学生

只能参加专科组竞赛。竞赛报名时间从本竞赛规程公布之起

至 2021年 3月 20日截止，逾期不再受理，责任自负。

3.参赛队伍确认

本届竞赛参赛队总容量为 380 个队左右,为加强竞赛组

织与管理时效性，进一步提升竞赛报名确认、交费、参赛等

效率，本届竞赛将根据上一届参赛实际情况，由竞赛秘书处

商定各高校参赛队数，请各高校按给定名额组织报名与参赛，

原则上不作更改，具体见附件二。

凡去年没参赛和今年新增参赛高校，请在报名截止时间

（2021年 3 月 20日）前与竞赛秘书处联系落实参赛队数，

并网上注册确认，逾期不再受理。

4.提交报名表

请各参赛高校必须于 2021年 3月 15日前认真填写附件

一“浙江省第十八届‘图森未来杯’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报名

表”（需签名与盖章），按时寄发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

道余杭塘路 2318 号杭州师范大学勤园 13-421，联系人虞剑



波收，邮编： 311121，电话： 0571-28867931； email：

20030107@hznu.edu.cn ， 并 同 时 登 陆 报 名 网 址 ：

http://acm.hznu.edu.cn/zjp2020/，按分配确定的名额及时上网

注册与正式确认参赛队数（具体见附件二）。为做好服务工

作，现建 “2021 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QQ 群（群号

827778873），欢迎加群。

5.参赛队员准确信息录入

参赛学校必须于 2021年 3月 20日前将参赛学生信息正

确无误地输入浙江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报名网站，逾期网

站将关闭报名功能，后果由参赛学校自负。对于个别上场队

员确实因病不能参赛的调整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1小时以书面

形式向竞赛秘书处提出，获得批准后方能调整参赛队员。

特别提醒：本年度报名网站进行改版，因此原有高校联

系人等信息需要重新按时准确填写，便于及时联系交流。关

于系统的使用说明请及时关注系统与省赛官方网站的公告

提示进行操作和报名，逾期责任自负。

三、参赛费用与缴费

1.参赛经费与提交时间。各高校按确定参赛队数缴纳报

名费 600元/队，交费时间请于 2021年 3月 20日前完成，并

进入杭州师范大学计财处账户，逾期未缴报名费的学校，视

为自动放弃参赛处理。

2.参赛交费方式。交纳参赛队报名费一律实行银行转账，

不受理现金或邮寄报名费。银行转账信息如下：户名：杭州

师范大学；开户行名称：交通银行杭州下沙支行；账号：



331065950018000482533。

特别提醒各高校在办理银行转账时，请务必在备注处写

明“学校名称”+“程序竞赛参赛费”，并将缴费回执拍照发送到

竞赛秘书处（20030107@hznu.edu.cn），邮件名称为：“程序

设计竞赛”+学校名称+“缴费回执”，以便竞赛秘书处在杭州

师范大学计财处收查确认到帐经费，并开具电子发票，发送

到竞赛联系人手机上。

3.参赛交通与住宿费自理。竞赛承办单位将为各高校确

认的参赛队提供比赛当天的用餐，各高校参赛队学生、教练

交通和住宿费自理。

四、竞赛规则

1.比赛时间为 5个小时。

2.参赛队必须准时进入统一竞赛场地，先按照竞赛专家

委员会主任的指示，进入竞赛网页登录。当比赛开始时，即

可通过链接打开题目，并根据页面提示提交程序。

3.参赛队员可以携带诸如书、手册、程序清单等参考资

料。

4.参赛队员不能携带任何可用计算机处理的软件或数据

(不允许任何私人携带的磁盘或计算器)。

5.参赛队员不能携带任何类型的通讯工具，包括无线电

接收器、移动电话等。

6.在竞赛中，参赛队员不得通过网络工具（如 e-mail、

BBS等）以及任何其他方式和同组成员以及竞赛指导委员会

指定工作人员以外的人交谈；系统支持人员可以回答和系统



相关的问题，例如解释系统错误信息。

7.竞赛专家委员会主任可以因为出现不可预见的事件而

调整比赛时间长度，一旦比赛时间长度发生改变，将会以及

时并且统一的方式通告所有参赛队员。

8.参赛队员有权利通过提交解释请求，针对试题描述中

的不明确或错误的部分在竞赛提问版提问，竞赛主页上将提

供链接。所有问题必须以英语提交。如果裁判确认试题中确

实存在不明确或错误的部分，将会在版面上通告所有参赛队

伍进行声明或更正。

9.严禁在提问版面张贴源程序或讨论算法，违者将立刻

被取消参赛资格。

10.当参赛队伍出现妨碍比赛正常进行的行为时，诸如擅

自移动赛场中的设备，未经授权修改比赛软硬件，干扰他人

比赛等，都将会被竞赛评审委员会剥夺参赛资格。

五、命题与竞赛评分

1.竞赛中至少命题 10题，至多命题 13题。

2.试题的解答提交裁判称为运行，每一次运行会被判为

正确或者错误，判决结果会及时通知参赛队伍。参赛队可能

收到的反馈信息包括：

"Submission Error" -- 提交使用了不正确的队名、题号等。

"No Such Problem" -- 检查题号有没有填错？

"Compile Error" -- 程序不能通过编译。关于裁判使用编

译器的细节请看 http：//acm.hznu.edu.cn/faq.php。

"Run Time Error" -- 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非正常中断。



"Memory Limit Exceeded" -- 内存使用量超过裁判规定

的上限。

"Output Limit Exceeded" -- 输出数据量过大，多半死循

环了。

"Time Limit Exceeded" -- 运行超过时限还没有得到输出

结果。

"Wrong Answer" -- 答案错误。

"Presentation Error" -- 输出格式不对，可检查空格、回

车等等细节。

"Accepted" -- 恭喜恭喜！

"Out Of Contest Time" -- 比赛已经结束啦！

"Contest Rule Violation" -- 宣判极刑，参赛资格随即被取

消。

3.竞赛裁判主要负责判定解答提交是否正确，竞赛评审

委员会主任在与竞赛裁判组协商后确定获胜队伍，这个决定

是最终的。

4.参赛队伍首先根据解题数目进行排名。在决定获奖队

伍时，如果多支队伍解题数量相同，则根据总用时加上惩罚

时间进行排名。总用时和惩罚时间由每道解答正确的试题的

用时加上惩罚时间而成。每道试题用时将从竞赛开始到试题

解答被判定为正确为止，其间每一次错误的运行将被加罚 20

分钟时间，未正确解答的试题不记时。

5.请注意竞赛裁判决定解答提交是否正确需要一定的时

间。



六、竞赛环境和竞赛语言

1.竞赛语言包括 C++、C、Java和 Python

2.每支队伍使用一台计算机.队员使用的计算机的规格

配置或有差异,但不影响比赛中的程序编写及调试.比赛裁判

系统环境对所有参赛队一致。

3.竞赛使用的软硬件平台将在竞赛技术组确定后公布于

浙江省第十八届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官方网站（http：

//acm.hznu.edu.cn/zjp2021/）。

4.浙江大学 ACM网站 http：//acm.zju.edu.cn/现提供两千

余道练习题目以及在线自动判题系统，报名者可在网站注册

后进行练习，并参加每月举办的全球在线竞赛 (Online

Contests)，熟悉联网竞赛过程，正式比赛的过程与此相似。

七、奖项设置

本届竞赛按本科组、大专组（高职高专）分别进行评奖

和设奖，根据每队解答竞赛题目的数目多少及解题程序算式

所需时间长短进行排名。评定奖项比例如下：

特等奖：本科和专科各 1 队（可空缺），颁发奖杯、证

书；

一等奖：颁发金牌（一等奖），8%左右；

二等奖：颁发银牌（二等奖），15%左右；

三等奖：颁发铜牌（三等奖），25%左右；

特别奖：最佳女队奖（获等级奖的参赛队中，应有 3名

女生组队，则有资格参评此奖项）；顽强拼搏奖（竞赛中表

现特别顽强的队伍，如提交某题次数最多、在比赛结束前最

http://acm.zju.edu.cn/


后成功通过一题的队伍等，都有可能获此奖项）、颁发奖牌。

上述奖杯、奖牌发给参赛高校，证书发给获奖参赛学生。

八、竞赛安排

1.竞赛时间与地点

竞赛时间：2021年 4月 17日 12：00—17：00。

时间安排：

07：00 ～ 08：30 参赛学校报到

09：00 开幕式

09：30 ～ 11：00 参赛队熟悉场地

11：00 竞赛清场，参赛学生午餐

12：15 参赛队伍进场

12：00 ～ 17：00 正式比赛

17：30 ～ 18：40 晚餐

19：00 闭幕式与颁奖

竞赛地点：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恕园 16号楼 2/3/4楼。

2.竞赛报到

本届竞赛，因参赛队数较多，承办方无法安排外地高校

参赛师生住宿，请各校自行落实。请学生和教练于 2021年 4

月 17 日上午 8：30 前准时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

余杭塘路 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 1500座学术报告厅报到，进

行抽签等相关事宜。

关于比赛的更多信息，请及时关注浙江省第十八届大学

生程序设计竞赛官方网站（http：//acm.hznu.edu.cn/zjp2021/）。



为确保参赛高校师生健康和安全，参赛高校应按照上级

和所在地市县及所在学校疫情防控措施规定执行，如戴口罩、

测体温和竞赛场所通风、消毒等。

浙江省第是十八届届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秘书处办公

室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2318 号杭

州师范大学勤园 13-421，联系人虞剑波收，邮编：311121，

电话：0571-28867931；email：20030107@hznu.edu.cn。潘红

（负责组织与技术等）杭州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话：28866861,13305817865；王灿（负责组织命题技术等）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电话：13958119682。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2020年 12月 9日

mailto:20030107@hz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