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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

竞赛赛道：企业运营&企业决策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承办单位：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等

协办单位：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

技术支持：北京金益博文科技有限公司

本竞赛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下设专家委员会及秘书处，秘书处设在泉州职

业技术大学商学院，具体负责竞赛组织工作。

三、竞赛目的

赛项重在考察参赛团队的企业经营管理技能、企业经营分析技能、企业经营

决策技能以及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技能，检验学生应变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动手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通过竞赛，检验和展示高校企业管理

专业类教学改革成果和学生从事企业管理类工作应具备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引

领和促进高校企业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激发和调动行业企业关注和参与企业管

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提升高校企业管理人才培养质量。

四、竞赛内容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是利用计算机软件模拟企业经营的比赛，采用企业竞争模

拟软件进行。在模拟软件中，每个参赛团队代表一个虚拟企业，在变化多端的经

营环境里，面对多个竞争对手，正确制定企业的经营决策，达到企业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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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参赛选手全面、灵活地运用管理学知识，以及预测、优化等方法。比赛按期

（季度）进行，各公司需要在季度初，制订本季度的经营决策，包括生产、运输、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开发、战略发展等。软件根据各企业

在多个方面的经营业绩评定综合成绩。各项指标的权重依赖模拟情景，在模拟规

则中发布。比赛结束后，依据最后一期的综合成绩排出名次。

本次比赛包含企业运营和企业决策两个赛道，企业运营赛道竞赛采用BizWar

企业经营竞争模拟软件，系统综合评价指标包括：上期分数、普通股股东权益、

本期销售收入、本期净利润、本期人均净利润、本期投资回报率、累积纳税、累

积普通股股利等，比赛网址 http://www.bizwar.cn。企业决策赛道竞赛采用

iBizSim 企业竞争模拟软件，系统综合评价指标包括：利润、市场占有率、累计

纳税、累计分红、净资产、人均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比赛网址

http://www.ibizsim.cn。

参赛院校可以自行选择企业运营赛道或者企业决策赛道报名参赛。

五、参赛对象

海峡两岸高校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以报名参赛，建议高职院校学生全部报名

参加企业运营赛道，本科院校学生报名参加企业运营赛道或者企业决策赛道。

六、竞赛方式

1.本竞赛为团体赛，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不得跨校组队。

2.每支队伍由 3名参赛选手组成，每支队伍可以聘请 1-2 名老师指导竞赛。

鼓励跨专业组队，形成团队优势。

3.比赛按赛道进行，各赛道区分组别，采用线上形式。台湾地区（包含台籍

留学生）和福建省内每所高校每个赛道只能推选 1支队伍参加决赛，其他省份每

所高校只能推选 1支队伍参加企业运营赛道或者企业决策赛道的决赛。

七、竞赛安排及流程

大赛分为初赛（选拔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http://www.bizwar.cn
http://www.ibizsi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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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赛（选拔赛）

1.比赛组织：由竞赛组委会统一组织线上选拔赛。每所高校每个赛道可以推

选不超过 3支队伍参加，建议各学校根据初赛成绩推送优秀队伍参加决赛。

2.报名时间：即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 24:00

3.报名步骤：注册账号—>网上报名

第一步：注册账号。首次参赛需要分别在不同赛道比赛网站注册参赛账号并

创建团队，团队所有成员需注册账号。

第二步：网上报名。队长代表团队登录系统报名，团队名称（即公司名称）

为队长注册账号时创建的团队名称。点击“网络对抗”页面-参加赛事-选择海峡

两岸企业竞争模拟竞赛初赛-右侧“参赛”按钮，进入网上报名页面，按照要求

填写报名参赛信息。比赛报名为实名制，每名参赛选手仅限报名参加一支队伍。

4.初赛时间：2021 年 11 月 14 日或者 20 日，快赛，一天内完成。

5.初赛规模：每所学校每个赛道报名不超过 3支队伍参加选拔。

（二）决赛（网络赛）

1.报名时间：2021 年 11 月 22 日-26 日

2.报名步骤：邮件报名，即各学校指导老师或竞赛负责人下载填写报名表，

打印报名表盖章扫描,将报名表扫描件和 Excel 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大赛组委会

邮箱：ibizsim@163.com。报名采用实名制，报名后参赛队伍信息不能修改。

3.参赛承诺函提交：下载《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

模拟竞赛参赛承诺书》，以团队为单位，参赛选手签字后扫描，与报名表一起发

送到指定邮箱。

4.竞赛形式：网络赛（线上竞赛）

5.决赛时间：2021 年 12 月 4 日（周六）

6.决赛规模：决赛每个赛道不超过 80 支队伍。台湾地区和福建省每所学校

每个赛道 1支队伍参加决赛，大陆其他省份每所学校 1支队伍参加决赛。

7.详细时间安排如下：

mailto:ibizsim@163.com。报名采用实名制，报名后参赛队伍信息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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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 日程 事项 内容 时间

初赛

11月 14 日

或 20 日

全天
每所高校每个赛道可以推送不超过3

支队伍报名参加初赛选拔赛
一天完成

决赛

12 月 4日

12月 3日 赛前说明会 赛前说明/抽签/测试 16:00-17:00

上午 正式比赛

大赛检录 08:00-08:30

开赛式 08:30-09:00

赛题抽签（加密） 09:00-09:10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

（上半场）

第 1 期 09:20-11:00

第 2 期 11:00-12:00

中午 午餐 12:00-13:00

下午 正式比赛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

（下半场）

[7+1 赛制]

第 3 期 13:00-13:40

第 4 期 13:40-14:20

第 5 期 14:20-15:00

第 6 期 15:00-15:40

第 7 期 15:40-16:20

第 8 期 16:20-17:00

公布竞赛成绩 17:30-18:00

备注：裁判组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比赛时间。

八、比赛费用

比赛不收取报名费，参加竞赛所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全部自理。

九、竞赛规则

（一）评分细则

每个赛道竞赛均采用 7+1 赛制。是否加赛，依据抽签决定基准赛区，以基准

赛区第 7期期末排名第一的队伍的综合评分来确定，综合评分小数点后第三位是

奇数，则加赛做第 8期；反之，比赛结束。参赛队伍随机分组，每个赛区各公司

逐期（季度）进行经营模拟，最后由模拟系统根据各公司多方面的经营业绩，综

合计算得出模拟竞赛成绩，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模拟规则中发布。比赛结束后，依

据最后一期的综合成绩排出名次。企业决策赛道竞赛评价指标：本期利润、市场

份额、累计分红、累计缴税、净资产、人均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企业运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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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竞赛评价指标：上期分数、普通股股东权益、本期销售收入、本期净利润、本

期人均净利润、本期投资回报率、累积纳税、累积普通股股利等。每期得分由系

统根据经营结果自动计算出的综合评分决定。如果比赛中综合排名出现并列，则

依据企业竞争模拟的综合评分和主要指标依次排名，确定决赛最终成绩。

（二）结果评定

比赛结束后，按照企业竞争模拟竞赛成绩为依据进行排名。若比赛过程中出

现意外情况，导致比赛不能继续进行，则根据实际情况以该赛区上一期（季度）

可用结果为准进行排名或者重新进行本轮竞赛。大赛组委会将根据每个赛区的最

终排名，按规定奖项比例确定一、二、三等奖。

（三）成绩公布

最终成绩及获奖名单将在大赛官方 QQ 群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主办

单位确定并公布获奖名单。

十、奖项设定

本赛项奖项依照福建省教育厅等竞赛通知发文执行。

奖项为团体奖，按比赛成绩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参加决赛队

伍总数为基数，一等奖 8%（四舍五入，下同）、二等奖 16%、三等奖 26%。团队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将颁发获奖荣誉证书。

十一、竞赛须知

1.参赛选手必须是全日制在籍学生。

2.报名为实名制，禁止冒用他人姓名报名参赛。

3.报名截止后，如果选手因故不能参赛，指导老师需出具书面说明并按相关

参赛选手资格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比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不

允许更换指导教师。

4.赛前熟悉竞赛规程，做好本参赛队准备、组织、管理工作。

5.指导教师和团队队长在比赛时需密切留意参赛选手的比赛时间，安排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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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行调度，避免出现因迟到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现象。

6.禁止“枪手”代做，“一人多号”，恶意篡改他人决策等行为，如发现将

取消该参赛队伍以及参赛队员的参赛资格。

十二、竞赛环境

1.系统运行环境：

企业运营赛道：http://www.bizwar.cn

企业决策赛道：http://www.ibizsim.cn

电脑环境要求：安装谷歌、火狐、360 极速等浏览器最新版。Office 版本自

选（通常由自己使用的决策模型所决定）。

2.决赛环境要求：

（1）参赛团队需集中在一个教室内。比赛期间指导老师不允许在比赛场内，

如有特殊情况，须经过裁判同意才可进入场地。

（2）比赛场地设置设备登录腾讯视频，用于观测参赛场地整体环境，名称

命名为学校名，裁判也会通过腾讯会议发布相关指令。

（3）比赛检录和开幕式：通过腾讯会议进行。比赛检录时，按照工作人员

指令，参赛选手手持身份证及学生证于胸前，依次从摄像头前经过，每人面对摄

像头停留 3秒钟。

（4）参赛电脑务必安装录屏软件（如 EV）。比赛过程中要求学生端启动录

屏工具，全程录制比赛过程。一旦发生问题，以录屏结果为证，由裁判裁决争议。

（5）比赛过程中禁止使用手机等即时通讯工具同团队成员之外的人员联系，

一旦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6）比赛期间参赛学生如果需要去洗手间，需要告知裁判。

十三、联系方式

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组委会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竞赛秘书处）

联系电话：0595-2254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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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咨询：010-68947879

宣传联系人：朱斌丹，13366902935

海峡两岸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官方 QQ 群：

企业运营赛道 bizwar 学生交流群：172740003

企业决策赛道 bizsim 学生交流群：882025219

福建省企模教师论坛：770776417

官方订阅号：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大赛组委会邮箱：ibizsim@163.com

注：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所有。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盖章）

202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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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报名表（企业运营赛道 BizWar）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队长姓名 队长手机 队长邮箱 指导老师姓名 指导老师手机 指导老师邮箱

1

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报名表（企业决策赛道 iBizSim）

序号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队长姓名 队长手机 队长邮箱 指导老师姓名 指导老师手机 指导老师邮箱

1

统一汇总报名表后打印、加盖学校（学院）公章并扫描，将扫描件和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报名邮箱：ibizsim@163.com

报名咨询：电话 010-68947879，吕霞 QQ：41439200，刘菲菲 QQ：1296088168

注意事项： 1.填写报名表时请选择企业运营赛道 bizwar 或企业决策赛道 ibizsim。

2.每个参赛队由 3名参赛选手+1-2 名指导老师组成。

3.必须使用真实身份报名，获奖证书将依据此名单制作。每队第一个填写队长信息，如实填写参赛者姓名、学校、联系方式等。

4.此报名表中的团队名称需与队长在网上注册时建立的团队名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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