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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

暨创新创业成果展-企业竞争模拟竞赛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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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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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福建·泉州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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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竞赛项目

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

二、 竞赛日程安排

赛程 日程 事项 内容 时间

初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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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4 日或 20 日

赛前

12.3
下午 赛前说明会 赛前说明/抽签/测试 16:00-17:00

决赛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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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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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具体时间请以比赛当天宣布为准，裁判有权根据比赛现场情况对时间做出适

当调整，以上日程仅供参考。

三、 赛事说明会

1、时间：2021 年 12 月 3 日 16:00-17:00

2、地点：网络在线会议（腾讯会议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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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竞赛事项说明、分组抽签、系统测试

4、人员：承办院校领导、带队老师、参赛学生等

注：由于是网络比赛，抽签环节将由裁判代为抽签，全程直播。

四、 开幕式

1、时间：2021 年 12 月 4 日 08:30-09:00

2、地点：网络直播（腾讯会议号: ）

3、人员：领导、嘉宾、指导老师、参赛学生

五、 竞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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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

六、 竞赛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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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选手打开学生证和身份证置于胸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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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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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竞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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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前，各团队参赛账号会发送到队长邮箱，届时请各队长及时查收参赛账号；

2、比赛开始前，每个参赛队的队长用分配的账号和初始密码登录系统、且修改密

码，并将团队名称修改为报名表中的团队名。

3、参赛队其他选手用分配的账号和队长修改后的新密码登录比赛。

4、比赛采用 7+1 赛制，是否加赛由加赛基准赛区的第 7期综合排名第一的小数点

后第三位数的奇偶性决定，即奇数加赛偶数不加赛，加赛基准赛区由裁判抽签决定。

5、CEO 账号最后提交的决策为当期有效决策。不要按回车键及空格键导致误提交。

6、破产规则：高职组：不能申请紧急借款，如果期初收付后现金余额为负即为破

产； 本科组：当资金不够支付机器维护费等必要费用并且银行贷款不足以补足时，会

得到紧急救援贷款，即为破产。破产队伍可离开赛场并可退出作为监控的腾讯会议。

7、模拟实战环节可以使用决策模拟辅助工具。

8、每期当裁判模拟比赛后点击刷新，即可进行下期决策操作。若没有进入下一期，

请停止操作一分钟后再次刷新尝试。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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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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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bizsi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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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介绍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于 1986 年创办，系全国首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学校现有一校三区，主校区位于中国品牌之都——晋江市，毗邻高铁晋江站，占

地 564 亩，正着力打造成满足 8000 名学生学习实训和生活需要的生态型示范校园；泉

州产学研园区占地 50 亩，地处泉州市中心（客运中心站旁），是引企入校、工学结合、

学生顶岗实习、创业孵化的品牌园区；金井校区占地 14 亩，是学院的发祥地，主要作

为教学工厂建设基地，从而形成“主体坐晋江、窗口设泉州、辐射八闽、一校三区”

的办学格局。

学校实施“人才兴校”战略，大力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打造一支结构优化、素

质精良、爱岗敬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现有专、兼任教师 400 余人；还拥有福建省院

士专家工作站。

学校以“产业伙伴型大学” 作为办学定位，以“创业者的摇篮”作为育人定位，

积极探索实践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和全面提高综合

素质为育人目标；全面实施双证书培养，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着力培养学生健

康体魄，坚强意志、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所培养的具有晋江模式基因的创业者深受

社会欢迎，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与优势。

学校获得省级教学成果成果奖 4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有省级服务行业特色专

业群 1 个、示范专业 3个、精品专业 2 个、精品课程 5 门、省级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1 门，承担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3 项、国家教学资源库 5 个专业 7 门课程的

建设；有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 1 个、省级省级实训基地 3 个；建设了院士专家工作

站、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应用技术工程中心等 13 个省市科研平台，承担市厅级以

上科研项目 128 项、横向课题 80 项，获得国家专利 33 项，教师出版教材 101 部、发

表论文 522 篇。学生培养卓有成效，在各项职业技能竞赛、科技创新竞赛、体育赛事

中成绩斐然，荣获省级校园文化优秀成果奖 418 项，荣获感动福建十大人物、晋江市

五一劳动奖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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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社会声誉良好，是福建省首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办学制度改革试点”院校，

在同类院校中于 2006 年、2015 年两次率先通过福建省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二轮评

估，得到专家组一致好评；在福建省 2015 年民办高校规范办学评估中获得第一名，是

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省文明学校、省职业技能鉴定先进单位、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培

训基地、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蝉联省大学生就业先进集体（就业率 95%以上），

办学水平在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办学 30 余年来，已培养出各种技术技能型人才八万多人，其中涌现出一批创业成

功的校友，分布在省内外众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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