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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泰教办电〔2018〕15号 

 
 

 

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举办 2018 年泰州市 

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竞赛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技教育局，市直有关学

校： 

为进一步普及泰州市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全面增强

广大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防范能力。经研究，

决定举办 2018 年泰州市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竞赛，并选

优组队参加“领航杯˙2018 年第三届江苏省青少年网络信息

安全知识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员范围及分组 

人员范围：全市小学、初中、高中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

在校学生全员参加。 

分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二、初赛与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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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分市（区）初赛和市复赛 

1.初赛 

初赛采取网上竞赛+现场竞赛的方式。 

网上竞赛：网上竞赛在江苏省“领航杯”教育信息化应用

能力大赛平台（http://jyxxhd.jse.edu.cn）上进行，注册报

名练习起止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练习次数不限；考

试竞赛起止时间为 8 月 1 日至 9月 15 日，考试只有一次机会；

学生注册报名、参加竞赛操作流程见附件 1。 

现场竞赛：各市（区）自主选择现场竞赛方式，组织网上

竞赛成绩优秀者进行现场竞赛，遴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各一组参加市复赛，每组选手 4名、指导教师 1名。 

各市（区）要认真制订初赛方案，广泛动员学生全员参与，

初赛方案 7 月 20 日前、市级复赛人员信息表（附件 3）9 月

10 日前报市电教馆。市教育局将跟踪网上竞赛并督查现场竞

赛，竞赛情况将列入市（区）年度考核。 

市直学校根据竞赛要求自行组织全体学生进行网上练习、

竞赛，并遴选组建一个代表队选手 4 名，指导老师 1 名参加市

直初赛，初赛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代表队名单请于 9

月 6 日前报市电教馆。 

2.复赛 

时间：9 月 15 日，16日 

地点：泰州市教育局 10楼演播厅（鼓楼南路 366号） 

规则：比赛环节和计分规则见附件 2 

http://jyxxhd.jse.edu.cn/


 — 3 — 

三、竞赛内容 

以网络信息安全教育为主题，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互联网安全意识，文明网络素养，守法行为习惯和必备防

护技能。题库：《网络安全竞赛试题》。 

网址：http://wsp.tze.cn/download/aqzs.rar  

http://jyxxhdres.jse.edu.cn/1101000003/competitio

n/video/info.zip 

四、奖项设置 

各组分设特等奖 1 个，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4个。根据各

单位网上参与率、现场组织情况和获奖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冬红  联系电话：0523—86999872 

 邮箱：tzjyjdjg@126.com 

 

    附件：1.学生注册报名、参加竞赛操作流程 

      2.比赛环节和计分规则 

      3.2018 年泰州市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参赛报

名表 

 

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7月 2 日   

http://wsp.tze.cn/download/aqzs.rar
mailto:tzjyjdj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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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生注册报名、参加竞赛操作流程 

一、注册/登录 

1、活动平台网址 

江苏省教育信息化活动平台 http://jyxxhd.jse.edu.cn(建议

使用电脑登录，推荐火狐、谷歌浏览器，若其他浏览器请使用

极速模式打开页面) 

   

2、 账号注册及登录 

（1）已有账号：输入信息登录 

 

完善注册信息，填写用户名、修改密码（英文和数字混合）

并进行手机验证，完善后可使用用户名登录平台； 

 

http://jyxxhd.j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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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未注册账号 

点击注册，如下图，注册完成后同上操作。 

 

二、报名 

1、进入活动页面 

回到平台首页，点击“江苏省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

进入报名及参赛流程； 

进入下图页面，按照自己的身份选择对应的入口，点击入

口/报名按钮即可进入身份认证及报名流程（由学校管理员注

册账号的无需认证身份，点击按钮即可完成报名）； 

2、身份认证、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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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学生：点击“中小学生学习入口”进入，如实

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18 位） 、选择学校及班级信息，

确认并提交即可完成报名。 

 

三、去测试/比赛 

1、测试/参赛形式 

（1）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报名成功后，在线操作包含开始

练习、开始考试、资料下载三个部分，如下图： 

 
开始练习：在正式考试前可做的仿真题，题型主要有单选

题、多选题、简答题三种，题型及格式与正式考试相同，做题

次数不限制，平台只在结束后显示成绩和排名，不记录试题内

容； 

开始考试：经过多次练习之后，若选手觉得可以参加考试

即可进入考试，考试机会只有一次，答题完成后提交，平台会

记录所答考题及答案，并附简答题的参考答案； 

资料下载：点击可下载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的学习材料，可

在练习和考试前下载学习。 

2、测试/参赛操作 

（1）中小学在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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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报名成功后可进行多次练习，选手可随时进行正

式考试，点击“开始考试” 

 
进入正式考试流程后会显示选手信息等，具体如下图： 

 

再次点击开始考试即可自动组卷并出现答题卡页面，选择

题直接点选项后变成蓝色即为选中，答题卡上已做答题目题号

会变成蓝色； 

 

如下图，多选题答题方式与单选题类似，（单选题选项前

为○多选题选项前为□）简答题答题方式有两种，可键盘输入

文字或上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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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答题后，请仔细检查答题卡上是否有遗漏未答题目，

确认无误后可在答题倒计时截止前提前提交，也可等答题时间

结束后自动提交； 

 

提交成功会出现选手基本信息等内容； 

 

点击查看成绩即可查看考试成绩及答题时长；点击查看试

卷解析可查题目参考答案。 

 



 — 9 — 

附件 2               

比赛环节和计分规则 

一、 环节 

比赛分为四个环节进行，个人必答题、团队共答题、团队

抢答题、团队风险题。 

具体为： 

1.个人必答题：各团队的每位选手依次回答一道题目。 

2.团队共答题：各团队以写题板的方式共同回答同一个问

题。 

3.抢答题：各团队在规则下抢答显示在屏幕上的题目。 

4.风险题：各团队先在题板上选择分值，并同时亮题板，

并在选定的分值题目中自行选择一道题作答。 

备注：四个环节结束后，按比赛总得分，按从高到低的顺

序决出奖项，若出现分数相同而导致同类奖项内团队数量超过

规定数目，则以加时赛抢答的形式确定最终结果。 

二、计分规则 

个人必答题规则：每人必答一题，题型为单选题。分四轮

进行，每轮由参赛队的选手按照顺序依次答题，每题 10 分，

答对加 10分，答错不扣分。 

共答题规则：共 2 题，题型为多选题。主持人给出题目后，

各队商议后同时给出各自的答案，主持人判断是否正确，每题

20 分，答对加 20 分，答错不扣分。答题时间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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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答题规则：题目数量与各组别参赛小组数量一样，题型

为不定项选择题，当主持人念完题目并说“进入抢答程序”口

令后，各团队可抢答，选手抢到题目后，必须在 20 秒内作答。

单选题答对加 10 分，答错扣 10 分，多选题答对加 20 分，答

错扣 20分，抢答犯规扣 5 分且题目正常使用。 

风险题规则：题目数量为参赛小组数量的 3倍，分值设 10

分、20 分、40 分三档。答对加上所选分值的分数，答错则扣

除所选分值的一半分数，各队可根据成绩选择作答题目的分

值，也可以选择放弃。 

各队只能选择一道题作答。10 分值题为单选题，答题时间

20 秒；20 分值题为多选题，答题时间 30 秒，40 分值题为简

答题，答题时间为 60 秒。答题结束要报告“答题完毕”。答题

次序按现场分值由高到低依次作答。如果现场分值相同，则按

照席位号进行作答。 

 加时赛以抢答方式进行，题型为单选题。 

 各环节分数之和为本团队总分。 

三、注意事项 

各参赛人员要注意往返交通安全，到达比赛地点车辆停放

要整齐，到达比赛场地后要遵守赛场秩序，严禁大声喧哗，爱

护公共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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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泰州市青少年网络信息安全知识参赛报名表 

             市（区） 

组别 
队员 指导老师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名称 姓名 所在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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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7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