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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协办单位：（国资委）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教育培训部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单位：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参赛对象

学习市场营销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经济贸易等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在校学生。

三、竞赛形式

经营模拟赛为团体赛形式，由各校知识赛合格的选手自行组成团队（每个团队由 4至 6

名选手组成），每一个高校由 1-2 名辅导老师、领队负责本校的赛事组织及联络工作。比赛

以“国泰安营销赢家 MW”软件为指定竞赛平台，采取远程竞赛的方式，即参赛队无需集中，

只需在竞赛期间登录竞赛执委会指定的服务器进行操作即可。营销模拟决策竞赛分知识赛、

区域赛（或省赛）和大陆总决赛三个阶段，分别由各参赛院校和竞赛执委会组织进行。

四、竞赛平台

本次竞赛指定竞赛平台为 “国泰安营销赢家 MW”软件。该软件是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仿真经营教学系统。竞赛环境共包含两个市场、三样产品、六组管理决策及产

品情报，由 148 个决策所共同组成全方位的企业仿真经营系统。经营团队角色包含总经理、

营销经理、生产经理、人事经理及财务经理，分别负责竞赛团队的各项职能。经营团队的每

个角色根据自己的角色任务，分别进行市场调查、信息收集、市场预测、环境分析、企业内

部信息分析等工作，在经过团队各成员间不断的沟通、讨论、研究等集体决策的程序，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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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组代表公司现阶段经营方向的决策值，在需求不断变化的动态市场环境中与其他公司

及门店进行竞争性博弈，在相互竞争中，使参赛选手得到对市场调查、竞争分析、广告管理、

营销策略、渠道管理、团队管理、产销关系、商品分类、商品属性、商品管理、库存管理、

成本管理、促销方式、定价策略等直观性和综合性实训。台湾地区以“营销赢家 MW”软件

为竞赛平台，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大学生营销模拟决策竞赛。此外，2015 年全国高校商业

精英挑战赛营销模拟决策竞赛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营销模拟决策大赛大陆地区选拔赛

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成功举办。此次竞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省市 66 所院校 200

多支参赛队伍，最终共有来自 36 所院校的 76 支队伍入围总决赛，参赛师生达 1000 多人。

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行销模拟决策竞赛两岸总决赛将于2016年5月11日在台湾省台北市

中国文化大学举办。

五、比赛规则

（一）比赛晋级

1竞赛晋级

竞赛设知识赛、大陆预选赛/区域赛（或省赛）、大陆总决赛和两岸总决赛。知识赛、区

域赛（或省赛）由各参赛院校组委会组织进行，最终推荐不多于 10 支队伍参加预选赛。预

赛阶段根据报名队伍的多少决定分组，根据总组数多少取前 3-6 名进入大陆决赛，在决赛中

根据参赛队伍的多少确定每组进入精英赛队数，精英赛不超过 20 个队。精英赛的前 8支队

伍将代表大陆地区赴台湾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总决赛。

2 大赛奖项

大陆决赛赛出一、二、三等奖（按参赛队伍比例设置），精英赛前三名分别为冠、亚、

季军。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冠军、亚军和季军将颁发水晶奖杯

和荣誉证书，并分别给予人民币 6000 元、4000 元和 2000 元的奖励。

两岸总决赛：总决赛前三名将分别获得新台币 25000 元、15000 元、10000 元现金奖

励和荣誉证书。



3

本次竞赛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优秀辅导教师奖等奖项。区域（省）赛奖项视各区

域（省）赛实际报名情况而定。

（二）比赛平台与胜负判定标准

1比赛平台

本次竞赛指定竞赛平台为“国泰安营销赢家 MW”软件。该软件是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仿真经营教学系统。竞赛环境共包含两个市场、三样产品、六组管理决策及产

品情报，由 148 个决策所共同组成全方位的企业仿真经营系统。经营团队角色包含总经理、

营销经理、生产经理、人事经理及财务经理，分别负责竞赛团队的各项职能。经营团队的每

个角色都可以为自己负责的部份进行决策，但最后只有总经理可以提交本期的决策值。

2 比赛的胜负决定标准

比赛胜负以 EVA（Economic Value Added）经济附加值大小排序，由软件自动产生。

（三）疑义应答

每场竞赛结果如有疑义，由参赛队的组织指导老师以总决赛方式于当日 18:00 前书面提

出和电话通知大赛组委会联系人，大赛组委会会议讨论后次日 12:00 前做出最后决定并给予

电子邮件回复。

六、参赛报名

1、参赛对象为大陆地区各高校在校学生，不限院、系、年级皆可组队参加，参加大陆

预赛时每个院校不超过 10 个队伍，参加大陆决赛时每个学校参赛队不超 6个队伍。

2、每个参赛队的人数不少于 4人，不多于 6人。建议结合知识赛先采取校内选拔赛。

3、组队命名：队伍名称自行取名，格式为 XXXX 公司，例如：创意无限营销公司。每个

参赛队伍须设总经理 1名（兼队长），队长为团队与指导老师的联系人。

4、参加总决赛的队伍，每个学校要有一名指导老师参与，要求提供参赛院校与队员详

细信息，院、系盖章确认，指导老师或领队是与大赛组委会的联系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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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参赛队请填写好报名表发邮件给组委会邮箱：shangwudasai10@163.co经审核后

区域赛（或省赛）由承办方统一注册，发回给各队。进入大陆决赛后账号注册方式以届时竞

赛入围通知为准。

6、本次大赛将根据学校报名情况，分为本科组与专科组赛级，如果报名的院校层次比

较集中，也可能不区分本、专科组赛级。

七、大陆总决赛奖励办法

冠军：奖杯一个，奖金 6000 元人民币，每人荣誉证书一张。

亚军：奖杯一个，奖金 4000 元人民币，每人荣誉证书一张。

季军：奖杯一个，奖金 2000 元人民币，每人荣誉证书一张。

一等奖：每人荣誉证书一张。

二等奖：每人荣誉证书一张。

三等奖：每人荣誉证书一张。

最佳院校组织奖：荣誉证书一张。

优秀辅导教师奖：荣誉证书一张。

八、比赛日程：

（一）报名时间：2016 年 1 月 15 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9 日 24:00 止。

（二）主办单位将依报名参赛的校、系交叉分组。

（三）2016 年 3 月中旬，开通竞赛指定软件练习平台。

（四）2016 年 4 月-9 月，竞赛知识赛，统一网络机考方式进行，由各院校自行组织。

（五）2016 年 4 月-9 月，区域赛（或省赛），现场竞赛，根据各区域（或省）报名情

况另行通知。

（六）2016 年 8 月 5日-8 日，竞赛教练员（辅导教师）培训，地点：广东省深圳市。

（七）2016 年 9 月 26-9 月 30 日，完成大陆预赛（远程竞赛），参加了区域赛（或省赛）

的团队无需参加大陆预赛。

（八）2016 年 10 月 17 日-10 月 21 日，完成大陆决赛（远程竞赛）。

2015国泰安/所有参赛队请填写好报名表发邮件给组委会邮箱：mtc@gt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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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6 年 11 月 12 日，完成大陆精英赛（现场竞赛）。

（十）2017 年 5 月，完成海峡两岸总决赛（地点：台北）。

（十一）竞赛分为大陆预赛/区域赛（或省赛）、大陆决赛和大陆精英赛三个阶段举行，

竞赛模式采用网络竞赛。视报名组别多少的情况，主办单位有竞赛阶段变更之权利。如有变

更，会及时通知所有参赛队。

（十二）每个阶段竞赛成绩及晋级队伍名单，将公布于组委会指定网站：www.sdssfw.com

及 www.ccpitedu.com及组委会官方微博和微信，并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进入晋级参赛队和

指导老师。

(十三)比赛具体日程安排如下所示:

 大陆预选赛时程表

事 项 日 期 说 明

观看竞赛环境 9月 26日（一） 12:00裁判设置公布竞赛环境

送出决策

第一期 9月 27日（二）

每日 14:00裁判结算
第二期 9月 28日（三）

第三期 9月 29日（四）

第四期 9月 30日（五）

公布入围复赛名单 9月 30日（五） 17:00裁判公布入围名单

关注：(1)预赛队伍采分组竞赛，竞赛队伍将依校、系交叉分组，每组设 9名队伍参赛。

(2)预赛每组的前六名进入总决赛（具体需根据报名队伍数确定）。

(3)所有参赛队伍，如无法按时提交决策，视同弃权。

(4)晋级大陆决赛的队伍，请于获得晋级通知后，一定要在设置公布环境前一小时申

请好新公司并提交。新公司建议在原公司名后加一个数字或英文字母即可。

 大陆总决赛时程表

事 项 日 期 说 明

观看竞赛环境 10月 17日(一) 12:00裁判公布竞赛环境

送出决策 第一期 10月 18日(二) 每日 14:00裁判结算

http://www.ccpitedu.com
http://www.ccpit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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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10月 19日(三)

第三期 10月 20日(四)

第四期 10月 21日(五)

公布入围精英赛名单 10月 21日(五) 17:00裁判公布入围名单

关注：(1)大陆决赛队伍采用分组竞赛，竞赛队伍将依校系交叉分组，每组设 9个队伍参赛。

(2)大陆决赛每组进入精英赛的队数，要根据参赛队伍的数目确定，最终选出 20个队

伍进入大陆精英赛。

(3)所有参赛队伍，如无法按时提交决策，视同弃权。

(4)晋级大陆精英赛的队伍，请于获得晋级通知后，一定要在设置公布环境前一个小

时申请好新公司并提交。新公司建议在原公司名后加“精英”字母即可。

 大陆精英赛时程表

特别说明：精英赛将根据入围学校选手的具体情况，计划采取现场比赛、颁奖的方式。如果

参赛院校选手的时间不允许，仍然采用网络比赛的方式。

事 项 日 期 说 明

观看竞赛环境 11月 12日 8:00裁判设置公布竞赛环境

送出决策

第一期 8:00-9:00

每一个小时裁判结算一次，具体

期数待定

第二期 9:00-10:00

第三期 10:00-11:00

第四期 11:00-12:00

第五期 时间待定

第六期 时间待定

公布大赛最终名次 时间待定 颁 奖（时间、地点待定）

九、收费标准

1、竞赛报名、知识赛阶段、大陆预赛、大陆精英赛阶段和竞赛指定软件平台练习阶段

均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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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赛（或省赛）现场赛按照 300 元/队的标准收取竞赛费用，大陆总决赛阶段按照

800 元/队的标准收取竞赛费用。区域赛（或省赛）竞赛费用请于竞赛开始前十个工作日（具

体以通知为准）汇入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指定帐户，大陆总决赛竞赛费用请于 2016

年10月14日前汇入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指定帐户，所有汇款须注明“营销模拟竞赛”，

发票项目为“报名费”。 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灵境支行

开户账号：0200 0133 0900 7101 221

3、知识赛 60 分（含）以上合格的参赛选手申请营销证书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十、竞赛注意事项

1、竞赛之环境设定值，由组委会评审员设定。

2、报名成功者将收到主办方发给的确认邮件，同时公告竞赛平台网址，请参赛者的邮

件一定正确，注意查收。并及时申请公司参与竞赛决策事宜。

3、每期决策请提早送出，比赛除非因网络或主机临时偶发性故障而中断竞赛，否则不

会延长时间。

4、主办单位可依照报名组数，保留调整比赛日期之权利。

5、每场竞赛的结果，以计算机计算经营成果的企业的经济附加值（EVA）大小决定成绩，

高者优胜。

6、竞赛中如有队伍以投机取巧搬弄数据为出发点，作出非公司正常经营的决策行为，

或出现故意破坏竞赛秩序等行为，大赛组委会将视情况给予警告，或直接取消其所在院校所

有团队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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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教育培训部山东办事处

地 址：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53号香港国际 7号楼

2单元 1007室

联系人：靳成功 王磊

电 话 ： 0531 — 86591892 邮 箱 ：

shangwudasai10@163.com

网 站 www.sdssfw.com

QQ交流群： 152555795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100801）

电 话：010-66094065（兼传真）

网 站：www.ccpitedu.com

联系人：何 倩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4 栋 4 楼 C022

电话：0755-86716989

网站：www.gtafe.com

联系人：宋 勇

学生 QQ 群 ：389215140

老师 QQ 群 ：72081804

GTA 经营管理微学堂二维码

http://www.gt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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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杯”流通业创新实践竞赛

参赛院校登记表

参赛院校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盖章）

负责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电话 电话

手机 手机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单位网站

地址（含邮编）

拟推荐参赛队数 流通组：________队 营销组：________队

拟推荐竞赛执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电话（含区号） 电子邮件

拟推荐竞赛执委会委员的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电话（含区号） 电子邮件

备注：请于 2016年 9月 9日前反馈至 shangwudasai10@163.com。

mailto:请于2016年9月9日前反馈至ccpithq@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