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新加坡）国际商务会展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暨
第十五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专业创新创业实践竞赛
（策划、数字策划、调研、营销、设计、教师赛及展洽环节）

实施细则（山东赛区）

各参赛院校：

第十五届全国高校会展创新创业实践竞赛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

业行业商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教育部会展项目管理资源库

管理办公室承办

2021 年 3 月 22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工作组发布了 2020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专业创新创业实践竞赛”已

被正式纳入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名录竞赛项目名单中，赛事序号为 46号。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专业创新创业实践竞赛经过十余年培育发展，业已成为我国会展

教育领域中，院校覆盖全面、校企合作深入、国际交流广泛的赛事活动，形成了集学科竞赛、

产学合作与国际交流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平台。竞赛在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被纳入全国普

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体现了教育系统对会展竞赛推动学科建设、产教融合发挥作用的高

度认可。

该竞赛自 2007 年起已连续举办十四届，累计服务境内外师生五万余人次，足迹遍及境内 8

个城市及境外 5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竞赛主要

面向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在华留学生或海外留学生（不限国籍和专业），旨在培养当

代大学生创新意识及创业能力，搭建产学研互动交流平台，多年来深受广大院校好评。

今年竞赛延续往年模式，为团体赛形式，设置策划类、调研类、城市营销类和设计类，所

有类别均设知识赛、预选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

以下为此次竞赛各赛项详细实施细则，请各参赛院校仔细研读并结合本校实际，尽快组织

报名参加。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组委会

http://www.ccpitedu.org/index.aspx?lanmuid=68&sublanmuid=681&id=2222


竞赛组织机构及赛项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承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部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展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

全国会展业产学合作联盟秘书处

山东赛区承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部山东办事处

协办单位：全国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

《商展经济》杂志社

媒体支持：《中国会展》杂志、《中国贸易报》

山东赛区技术支持单位：山东金元致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赛项设置

（一）学生组

1.会展项目策划赛

2.数字会展项目策划赛

3.会展城市营销赛

4.会展项目调研赛

5.会展项目设计竞赛

（二）教师组：会展课程设计赛

（以下是各个赛项实施细则）



会展项目策划赛实施细则(一）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

一个会展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展览项目、会议项目、节事活动项目或体育赛事等方案）的

整体策划，选题不限，既可以对市场上已有的会展进行重新策划，也可以选择新的项目进行策

划。

三、竞赛形式

（一）知识赛：为个人赛形式。由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以机考方式进行，主要考

核专业知识（在组委会公布的时间段内根据院校自身情况预定测试时间，提前三天给组委会

预约考试时间。）。备注：知识赛为必须参加的环节。

（二）山东省总决赛：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

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会展项目策划方案评审采取线上评审的方式。

（三）全国总决赛：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

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会展项目策划方案评审采取线现场评审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5 分

钟，其中项目陈述 10 分钟，回答评委提问 5分钟。

四、竞赛要求

结合会展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所选择会展项目从立项到推广，以及项目的管理运作向

评委做详尽的陈述，要求突出重点理论，并能用数据支持论点。入围全国总决赛团队的每位参

赛选手均需参加陈述。在陈述答辩时，假设评委是公司董事会的委员。如果策划的是一个新项

目，力求说服董事会为什么这是一个可行的并值得公司投资的项目；如果是一个已经在运作的

项目，应在策划中包括对以往项目运做中存在的不足的分析，并提出在新的一年如何改进及创

新，以期继续得到董事会的支持。

在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和 PPT 陈述中必须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一）立项分析(立项分析中需包括潜在风险分析及应对)

（二）项目执行计划（包括项目结构及时间表）

（三）项目营销推广计划

（四）项目（财务）预算（切合最实际情况的预估损益平衡的时间，并做最好和最坏情况

分析（best and worst scenario），以及最坏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五）项目实施可行性、各部分逻辑性及可持续性、项目创意等，每个参赛队可按自己的



策略及项目特色对以上内容有所侧重，并选择是否在策划方案及演示中包括其它相关内容的陈

述，例如：品牌塑造、危机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五、团体赛相关建议

（一）项目陈述结束后，应力求清楚地让评委知道：展商的目标群体、展会的展示范围、

观众的目标群体，与同类展会比较，展会定位有何不同。营销计划应该对吸引不同的目标群体

有针对性。

（二）项目分析中除了对外部条件的分析（经济环境，地域优势等等），如果市场上有类

似主题的展会，应该有和竞争对手比较的SWOT分析（我们项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以

及如何发挥优势、弱化劣势、应对风险。同时，你的SWOT分析结果应该是对项目操作策略和行

为有影响的。

（三）各个部分的计划及执行（营销、运作、预算等）均应和项目定位策略保持一致。

六、参赛作品要求

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在5000字以上，配套PPT在 25页以上，在赛前提交至邮箱

shangwudasai10@163.com。为体现竞赛的公平、公正，总决赛作品提交命名格式：“会展项目

策划案_组别_团队名称+院校” ((注：方案整体文件夹以学校+方案名称命名；文件夹内方案、

PPT文档、视频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不能出现指导老师姓名)。

七、竞赛日程安排

时间 竞赛活动 活动形

式

竞赛方式 地点

2021 年 5月上旬 竞赛宣传 公开 / 全国

2021 年 5月中旬

---10 月 20 号
知识赛 个人赛 在线答题 各参赛院校

2021 年 8月中旬
会展创新实践竞赛教师

培训班

个人培

训
/ 待定

2021 年 10 月 院校选拔赛

团体赛

（3-5

人）

作品展示、PPT 陈

述、

现场答辩

各参赛院校

根据自己院

校情况安排

2021 年 11 月 1

号--6 号
山东省总决赛 团体赛

山东省总决赛线上

评审

具体看山东

省总决赛通

知

2021 年 11 月中

旬

公布山东省总决赛竞赛

结果

及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院

公开 / /



校名单

2021 年 11 月中、

下旬

全国总决赛（分组竞赛）

及冠亚季争霸赛

团体赛

（3-5

人）

作品展示、PPT 陈

述、现场答辩
待定

备注：

1、会展项目策划赛为团体赛形式。会展管理知识赛合格的选手可自行组成团队参加会

展项目策划赛（3—5人），但不可以交叉组队；

2、全国总决赛（分组竞赛）成绩优异的团队可入围冠亚季争霸赛，名额根据总决赛参

赛规模决定。

八、会展管理知识赛

（一）知识赛题库占比：

序号 书名 比重

1 会展经济理论与实务(第三版) 35%

2 会议策划与组织 35%

3 会展营销 30%

（二）知识赛考试形式：个人赛，笔试闭卷方式进行，120 分钟。

（三）知识赛试题题库量：

序号 题型 题量 小计

1 单选题 4套 X40 160

2 多选题 4套 X20 80

3 判断题 4套 X40 160

4 案例分析题 6 80

（四）竞赛时间：

1、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递交参赛院校登记表；

2、各参赛院校递交登记表至 2021 年 10 月上旬，知识赛；

(各院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考试时间，至少提前三天联系组委会预约考试时间。）

3、其他时间看日程安排；

（五）竞赛用书：各参赛院校可直接登陆当当网订购上述竞赛用书。

1.会展经济理论与实务(第三版)：出版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 3 版 (2015

年 2 月 1 日)；作者：刘大可；平装: 260 页；开本: 16；ISBN: 9787563813377；条形码:

9787563813377

2.会议策划与组织：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作者：周健华；



平装：367 页；开本: 32；ISBN: 9787303230730；条形码: 9787303230730

3.会展营销：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第 1版 (2014 年 1 月 1日)；作者：刘松萍；

平装: 452 页；开本: 16；ISBN: 9787562478362 ；条形码: 9787562478362

九、竞赛奖项设置

（一）对知识赛优秀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按比例颁发知识赛荣誉证书。

（二）知识赛合格（60 分）的选手，依据团体标准《会展职业经理人资质条件》（T/CCPITCSC

005-2017），符合条件可自愿申请相关证书。具体申请办法另行通知。

（三）山东省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山东省总决赛一二等

奖获奖团队直接入围全国总决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四）全国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总决赛各分组赛前两名

团队将可代表中国地区参加（新加坡）国际商务会展策划大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

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五）按全国总决赛参赛队伍进行分组：本科组和高职组每个分组前两名进入精英赛（分

组原则：每组 23-25 队，如每组在 15 队以内，则每组第一名进入精英赛），争夺冠亚季军，

冠军奖励人民币 3000 元，亚军奖励人民币 2000 元，季军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六）进入精英赛的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2 年（第五届）国际商务

会展策划大赛；

（七）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八）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十、参赛费用

（一）知识赛，按照 20 元/人收取知识赛考务费用。参赛费用用应于机考前汇指定账户。

（二）山东省总决赛按照 500 元/团队（3-5 人）收取山东省总决赛参赛费用。

山东省总决赛参赛费用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汇入以下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1、户 名：靳成功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明湖支行

帐 号：6227 0023 4910 1725 770

2、技术支持单位

单 位：山东金元致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齐鲁银行济南双龙支行

账 号：8661 1710 1014 2100 2485

（三）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会展项目策划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1800

元/队收取参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奖金等（具

体另行通知）。

十一、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项目要素（25 分）

立项分析；（5分）

执行计划（5分）

营销计划（5分）

财务预算（5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各部分逻

辑性（15 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可持续性以及各部分内容的逻辑性

项目创意（20 分） 方案构思的创新（创意）点；方案的整体呈现形式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

述（30分）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场陈

述表达清晰有条理

参赛选手现场答辩的表现（10

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辩；

对问题的机敏反应能力；团队配合默契程度

注意：山东省总决赛为线上匿名评选，将会把相应的现场赛分数平均到线上评选环节，具

体看山东省总决赛通知。

十二、其他事项

1、各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各院校接到竞赛通知后，须认真组织进行校内选拔。

2、各校在提交总决赛参赛团队名单时，须将校内选拔的团队信息一并上报。

3、如该校无组织校内选拔，组委会将在该校上报的所有队伍中进行选拔优秀团队参与山东省

总决赛。



数字会展项目策划赛实施细则（二）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一个数字化在线会展项目的整体策划，选题不限，既可以对市场上已有的

会展进行重新策划，也可以选择新的项目进行策划。

三、竞赛形式：

（一）知识赛：为个人赛形式。由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以机考方式进行，主要考

核专业知识（在组委会公布的时间段内根据院校自身情况预定测试时间，提前三天给组委会

预约考试时间。）。备注：知识赛为必须参加的环节。

（二）山东省总决赛：为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 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

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方案在线匿名评选的方式进行。

（三）全国总决赛：为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

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方案评审、项目陈述和现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5

分钟，其中项目陈述 10 分钟，回答评委提问 5分钟。

四、竞赛要求：

结合会展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所选择会展项目从立项到推广，以及项目数字化管理运

作向评委做详尽的陈述，要求突出重点理论，并能用数据、图像支持论点。团队的每位参赛选

手均需参加陈述。在陈述答辩时，重点突出数字会展项目的策划流程、实现途径和在线展示效

果。

在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和 PPT 陈述中必须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一）立项分析(立项分析中需包括潜在风险分析及应对)

（二）项目执行计划（包括项目结构及时间表）

（三）项目营销推广计划

（四）项目（财务）预算（切合最实际情况的预估损益平衡的时间，并做最好和最坏情况

分析（best and worst scenario），以及最坏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五）项目实施可行性、各部分逻辑性及可持续性、项目创意等。

（六）数字会展项目的界面实现效果，可提供的相关在线服务。

五、团体赛相关建议：



（一）项目陈述结束后，应力求清楚地让评委知道：在线展会项目的举办流程、实现途径、

平台优势等。

（二）相关的举办流程应切实可行，体现出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字展会项目的不同和优势。

（三）各个部分的计划及执行（营销、运作、预算等）均应和项目定位策略保持一致。

六、参赛作品要求：

数字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在5000字以上，配套PPT在25页以上，视频最多不超过10分钟，在赛

前提交至邮箱shangwudasai10@163.com。为体现竞赛的公平、公正，总决赛作品提交命名格式：

“数字会展项目策划案_组别_团队名称+院校” (注：方案整体文件夹以学校+方案名称命名；

文件夹内方案、PPT文档、视频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不能出现指导老师姓名)。

七、竞赛日程安排：数字会展项目策划与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八、竞赛奖项设置：

（一）对知识赛优秀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按比例（三分之一左右）颁发知识赛一、二、

三等奖荣誉证书。

（二）知识赛合格（60 分）的选手，依据团体标准《会展职业经理人资质条件》（T/CCPITCSC

005-2017），符合条件可自愿申请相关证书。具体申请办法另行通知。

（三）山东省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山东省总决赛一、二

等奖获奖团队直接入围全国总决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

牌

（四）全国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总决赛各分组赛前两名

团队将可代表中国地区参加（新加坡）国际商务会展策划大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

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五）进入精英赛的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2 年（第五届）国际商务

会展策划大赛；

（六）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七）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九、参赛费用：与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十、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项目要素（25 分）

立项分析；（5分）

执行计划（5分）

营销计划（5分）

财务预算（5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各部分逻

辑性（15 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可持续性以及各部分内容的逻辑性



项目创意（20 分） 数字策划方案构思的创新（创意）点；方案的整体呈现形式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

述（30分）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场陈

述表达清晰有条理

参赛选手现场答辩的表现（10

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辩；

对问题的机敏反应能力；团队配合默契程度

注意：山东省总决赛为线上匿名评选，将会把相应的现场赛分数平均到线上评选环节，具

体看山东省总决赛通知。

十一、其他事项：与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会展城市营销竞赛实施细则（三）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结合西安城市地方资源（也可自定义某个城市），为其竞标举办会展活动

进行城市营销推介，内容包含运用当地会展产业资源，结合地方愿景，宣传推广该城市并达到

竞标目的（含 LOGO 设计、会展宣传口号设计）。

三、竞赛形式：

（一）知识赛：为个人赛形式。由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以机考方式进行，主要考

核专业知识（在组委会公布的时间段内根据院校自身情况预定测试时间，提前三天给组委会

预约考试时间。）。备注：知识赛为必须参加的环节。

（二）山东省总决赛：为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 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

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方案在线匿名评选的方式进行。

（三）全国总决赛：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 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营销企划书评审、展洽模拟、现场营销推介展示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每

个参赛队中文推介展示时间为 4分钟，英文推介展示时间为 4分钟，答辩时间为 2分钟；展洽

模拟环节时间为全天。

四、参赛作品要求

营销企划书（要求3000字以上，PDF格式）和营销推介PPT在赛前提交至邮箱

shangwudasai10@163.com。作品提交命名格式：“城市营销企划书_组别_团队名称+院校” (企

划书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展洽模拟环节在规定的展洽位中进行，各参赛队可制作展示所需的海报、宣传手册等资料，

形式无限制，以达到最好的城市宣传效果为目标。

五、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六、竞赛奖项设置：

（一）对知识赛优秀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按比例颁发知识赛荣誉证书。

（二）知识赛合格（60 分）的选手，依据团体标准《会展职业经理人资质条件》（T/CCPITCSC

005-2017），符合条件可自愿申请相关证书。具体申请办法另行通知。

（三）山东省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山东省总决赛一二等



奖获奖团队直接入围全国总决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四）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

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五）城市营销组（精英赛不分本科、高职）第一名奖励人民币 3000 元，第二名奖励人

民币 2000 元，第三名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六）.获得前三名的参赛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2 年（第五届）国际

商务会展策划大赛；

（七）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八）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参赛费用：与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八、竞赛评分细则：

本竞赛各参赛团队总成绩由营销推介环节和展洽模拟环节的成绩组成，其中营销推介总分

为 60分，展洽模拟总分为 40 分。以下为具体评分规则：

评分重点 评分说明

营销推介（60 分）

营销方案完整性（15分）

方案亮点及创意（15分）

企划书文字表达和现场陈述能力（15分）

答辩表现（15 分）

展洽模拟（40 分）

解说接待技巧和语言说服力（20 分）

展示内容和主题性（10分）

展位和宣传品设计（10分）

注意：山东省总决赛为线上匿名评选，将会把相应的现场赛分数平均到线上评选环节，具

体看山东省总决赛通知。

九、其他事项：与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会展项目调研赛实施细则（四）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

对市场上已有的会展项目（展览项目或会议项目或节庆活动项目）进行调研，并完成调研

报告。

三、竞赛形式：

（一）知识赛：为个人赛形式。由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以机考方式进行，主要考

核专业知识（在组委会公布的时间段内根据院校自身情况预定测试时间，提前三天给组委会

预约考试时间。）。备注：知识赛为必须参加的环节。

（二）山东省总决赛：为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 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

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方案在线匿名评选的方式进行。

（三）全国总决赛：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会展项目调研报告评审、现场陈述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5 分钟，

其中调研报告陈述 10 分钟，答辩环节 5分钟。

四、竞赛作品要求：

结合会展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所选择会展项目进行背景调研、实际情况调研，项目分

析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团队的每位参赛选手均需参加陈述展示。在会展项目调研报告和 PPT

陈述中必须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一）对所选调研项目背景情况的了解；

（二）对会展调研项目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分析评价；

（四）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改进建议。

会展项目调研报告在3000字以上，配套PPT在 20页以上，在赛前提交至邮箱

shangwudasai10@163.com。作品提交命名格式：“调研报告_组别_团队名称+院校” (调研报

告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五、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六、竞赛奖项设置：

（一）对知识赛优秀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按比例颁发知识赛荣誉证书。

（二）知识赛合格（60 分）的选手，依据团体标准《会展职业经理人资质条件》（T/CCPITCSC



005-2017），符合条件可自愿申请相关证书。具体申请办法另行通知。

（三）山东省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山东省总决赛一二等

奖获奖团队直接入围全国总决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四）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

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五）调研组（精英赛不分本科、高职）第一名奖励人民币 3000 元，第二名奖励人民币

2000 元，第三名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六）获得前三名的参赛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2 年（第五届）国际

商务会展策划大赛；

（七）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八）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参赛费用：与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八、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对所选调研项目背景情况的了解

（10分）

主办承办协办支持单位的情况；对承办单位实力和水平等

情况的介绍；上两届会展项目的基本数据及其分析（5分）

对本届会展项目前期准备的基本情况；收集本届会展项目

宣传网站等资料（5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实际情况的描述

（10分）

会展项目名称、届别、组织机构情况；时间地点场所会期

等基本情况（4分）

会展项目的主题、口号、内容等描述；了解到的或调查获

得的一些信息数据（6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分析评价

（3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的整体评价分析（1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的优势特色分析（1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的缺点不足分析（1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改进建议

（3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主题与内容方面的改进建议（10 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组织与接待工作的改进建议（10 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宣传与推广事宜的改进建议（10 分）

调研报告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述

（10分）

调查报告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

场陈述表达清晰有条理（10 分）

参赛选手现场答辩的表现（10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

辩（6分）

连续追问反映机敏；队员之间配合默契（4分）

注意：山东省总决赛为线上匿名评选，具体山总决赛细则看山东省总决赛通知。



会展项目设计赛实施细则（五）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经济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展示设计、

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

生。

二、竞赛内容：推荐使用 Fancy 软件进行特装展位设计和 VI 设计两个类别。

参赛作品需以 72——300 平方米为展位进行展位设计或 VI设计，参赛选手自拟命题进行创

作。

三、竞赛形式：

（一）知识赛：为个人赛形式。由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以机考方式进行，主要考

核专业知识（在组委会公布的时间段内根据院校自身情况预定测试时间，提前三天给组委会

预约考试时间。）。备注：知识赛为必须参加的环节。

（二）山东省总决赛：

1、为团体赛形式，按照专本分组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方案在线匿名评选的方式进行。

2、个人赛：个人赛每队指导老师 1名，竞赛采取方案在线匿名评选的方式进行。

（三）全国总决赛：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

指导老师 1-2 名；个人赛每队指导老师 1名，竞赛采取会展项目策划方案评审、项目陈述

和现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0 分钟，其中项目陈述 6 分钟，回答评委提问 4

分钟。

四、竞赛要求：

（一）作品包括如下内容：

（1）空间结构效果图（显示整体展台效果、配以重要部分或细节的黑白或彩色效果图）；

（2）展台平面布置规划图（与会展活动相关的场地平面设计，如：展示区、重点展示区、

信息服务台、备餐设施、办公区、休息区等，以及相关的外延设计，如参展商 logo、展会海

报设计、展会视觉包装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会展平面视觉设计成果，该类作品应包含设计图及

相关设计说明文档）；

（3）人流分析图（现场人流的控制与管理的分析图纸）；

（4）技术系统设计图（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设计与说明）；

（5）作品应另附相关设计说明文档（包括各设计部分结构说明，材料的使用、结构的合

理性和可实施性说明，品牌分析、人流分析说明，以及对灯光、多媒体等相关细节的说明）。

（二）参赛团队可以利用且不限于 Fancy、3DMAX、AutoCAD 等设计工具或手绘图进行创意



设计，每组作品不少于 6幅配图；参赛团队提交的设计图文件（保存为*.JPG 格式，120dpi）

中应含有设计图和设计说明文档，每组作品的电子文件统一存入一个文件夹，不得存入压缩格

式，并在总决赛报到时提交至组委会。

（三）参赛团队作品至少须挑选一幅平面图、三幅效果图及 200 字以内创意设计文字说明

内容编排在 900mm×600mm 的展板版心幅面范围内；所有作品横、竖式构图自定，须将 1作品

名称、2作者姓名、3所在院校信息标注在作品右下角 100mm×60mm 统一尺寸内（除此尺寸内，

任何位置不得体现参赛作品的所在院校及作者信息），作为决赛时备用展示作品。

（四）所有进入决赛作品小组，统一制作相应 PPT 文件，并每组抽选参赛选手一名代表进

行现场陈述。

（五）决赛时，参赛作品所用图纸背面右下角贴一个不透明、密封信封，内置一份作者信

息表，内容如下：

五、评委评分：

（一）项目设计的完整性，包括功能分区、LOGO、展台设计、展区规划、包装设计等的平

面设计图、效果图等是否全面、完整；

（二）作品的可实施性、各部分的逻辑性，考察作品在实施过程中的可行性，各部分的搭

配是否协调；

（三）作品设计的创意，设计理念、手法是否创新；

（四）项目设计的表现效果，是否用到最新设计手法、软件，是否能达到现代、科学、环

保、高人气的设计效果；

（五）以“客户需求为主”为原则，合理、清晰的做出设计预算，并能体现在每一个设施

设备当中；

（六）陈述表现是否清晰、有条理性，现场能对评委提问对答如流，具有说服力。（只在

决赛中有此标准）。

评分表

参

赛

队

编

基本评分项

（100分）

附件评分项

（60分）

项目

设计

项目的可实施

性、各部分的

项目设

计的视

项目设

计创意

预算清

楚、按

陈述表现

（满分：10分）

共

计

材料

应用

灯光应

用效果

多媒体

应用效

共

计

1）图纸编号、身份证复印件

2）作者姓名

3）所在院校

4）详细地址

5）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



号 的完

整性

（20

分）

逻辑性

（30分）

觉效果

（15

分）

（15

分）

预算设

计

（10

分）

效果

（20

分）

（20

分）

果

（20

分）仪态仪

表

（5分）

表述清

晰、有条

理

（5分）

人流

管理

（15

分）

概念

讲述

（15

分）

注意：山东省总决赛为线上匿名评选，将会把相应的现场赛分数平均到线上评选环节，具体看

山东省总决赛通知

六、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七、竞赛奖项设置：

（一）对知识赛优秀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按比例颁发知识赛荣誉证书。

（二）知识赛合格（60 分）的选手，依据团体标准《会展职业经理人资质条件》（T/CCPITCSC

005-2017），符合条件可自愿申请相关证书。具体申请办法另行通知。

（三）山东省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山东省总决赛一二等

奖获奖团队直接入围全国总决赛。对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四）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

队和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五）获得前三名的参赛团队（个人）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2 年（第五

届）国际商务会展策划大赛；

（六）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七）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八、参赛费用

（一）知识赛，按照 20 元/人收取知识赛考务费用。参赛费用用应于机考前汇指定账户。

（二）山东省总决赛按照 500 元/团队（3-5 人）收取山东省总决赛参赛费用。

山东省总决赛参赛费用于2021年 10月 30日前汇入以下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技术支持单位：

单 位：山东金元致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齐鲁银行济南双龙支行

账 号：86611710101421002485

（三）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设计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300 元/人收取

参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等。

九、其他事项：同上



会展课程设计赛（教师组）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会展经济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展示设计、展览

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计及相关专业在职教师。

二、竞赛形式：

（一）山东省总决赛：设置本科组和高职组，以会展专业所开设课程的“说课”为竞赛内

容，个人或团队（至多 3人）形式均可参加。参赛教师提交专业课程设计方案，方案应充分体

现产学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思想，每门课程的“说课”时间为 15分钟，以优盘其他

形式发给组委会山东秘书处，在线匿名评审。

各参赛院校可通过校内选拔的方式推荐 3至 5名教师参加山东省总决赛。

（二）全国总决赛：设置本科组和高职组，以会展专业所开设课程的“说课”为竞赛内容，

个人或团队（至多 3人）形式均可参加。参赛教师提交专业课程设计方案，方案应充分体现产

学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思想。每门课程的“说课”时间为 15 分钟，评委问答环节 5

分钟。

山东省总决赛获奖教师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

三、竞赛日程安排与策划赛同步

四、参赛作品要求：

提交课程设计方案及配套PPT在赛前提交至邮箱shangwudasai10@163.com。作品提交命名格

式：“课程设计名称_组别_参赛教师姓名” (课程设计方案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五、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

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等奖项。

3.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六、参赛费用：

为鼓励更多的院校老师参与，经研究，教师课程设计竞赛山东省总决赛及全国总决赛不收

取任何竞赛费用，参赛院校老师可积极报名参加。

七、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与要求 分值

课程性质
1、清晰说明课程性质、在专业中的地位、任务及与先修、后续课程的联系。 3

2、课程定位准确。 3

课程目标 1、课程总体目标符合专业和学生个人发展需要，符合商科教育人才培养要求。 3



2、课程知识目标明确，符合商科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3

3、课程能力目标描述准确，具体、可检验。 3

课程内容

1、明确解说本课程的内容体系，课程内容的框架结构，内容的逻辑关系。 8

2、知识点和知识应用点明确，有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 5

3、教学重点、难点定位准确，分析比较透彻，确定的依据充分。 5

课程

教学

设计

1、课程设计理念新，指导思想明确，符合商科教育理念。 5

2、学时数分配合理，理论教学与知识应用迁移安排适当。 4

3、能基于学生现状和学生发展需求以及专业职业能力知识应用培养的基本规

律组织教学内容。
5

4、教学内容充实恰当，重点突出，难点分散，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有利于学

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5

5、合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合理。 5

6、科学、灵活、多样、有效、启发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积极合理地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教学。
5

7、评价考核方式合理、灵活、恰当，符合教学课程标准要求；平时评价考核

与集中评价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
5

表达与

教态

教态自然，仪表端庄大方。 5

语言准确，表达清晰流畅。 5

有说课提纲，并符合说课的基本要求。 5

按规定时间完成，不超时。 3

回答评

委提问
答辩准确、层次清楚、有理有据。 15

评委签字 合计



全国总决赛展洽环节实施细则

为活跃现场气氛，强化参赛方案的可持续性、可行性、校企对接的互动性，力争将理论与

实际相融合，为更多的院校提供校企合作交流的平台，此次竞赛增加了会展项目展洽环节。详

情如下：

一、参加 2021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创新创意实践竞赛的所有参赛队伍（策划、

数字策划、调研、营销和设计）。

二、竞赛内容：根据各小组的参赛方案进行展示洽谈。

三、竞赛形式：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名。竞

赛采取展洽模拟和现场营销推介展示的方式，展洽模拟环节时间为一天。

四、参赛作品要求

展洽模拟环节在规定的展洽位中进行，各参赛队可制作展示所需的海报、宣传手册等资料，

形式无限制，以达到最好宣传效果为目标。

五、展台：一桌两椅（120*60），摆放创意策划方案或简易自制工艺品。

六、竞赛奖项设置

1.展洽环节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等奖。对获奖的团队，由主办单位颁发荣

誉证书。

2.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本竞赛各参赛团队总成绩总分为 100 分。以下为具体评分规则：

展洽环节评分表

参

赛

队

编

号

展示场

地设计

布置安

排合理

物品摆

放有序

（ 10

分）

仪 表

端庄

妆 容

适宜

着 装

规范

（10

分）

音

效

视

频

搭

配

合

理

（

10

分

）

展示作

品设计

得当

造型美

观，主

题 突

出，构

思合理

（10

分）

台 上 定

位准确，

展 示 角

度 选 择

合理

（10 分）

展示过程

行为自然

动作娴熟

（10 分）

洽 谈 介

绍 优 雅

大方，风

格稳健

（10 分）

精 神 饱

满 充 满

活 力 表

情真诚

（10 分）

语气具有较

强吸引力、

感染力

（10 分）

富于

激

情，

善于

引导

现场

观众

（10

分）

总分100分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经贸会展竞赛技术文件，请登陆山东赛事服务网（www.sdssfw.com）下载。

（二）本次经贸会展竞赛后续通知文件均以组委会名义出具并用印。

九、联系方式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部山东省办事处

地 址：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西进时代中心 B座 910 室

联系人：高秀艳 靳成功 王磊

电 话：0531—86591892 15065419151 13127134237

邮 箱：shangwudasai10@163.com

网 站：www.shangwudasai.org

Q Q： 3458252589 404218890 25335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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