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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

-企业经营与市场营销决策竞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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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北京金益博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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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日程安排

（一）企业经营与市场营销决策竞赛（bizwar软件）

1.决赛报名截止：2022年10月20日（周四）18:00。

2.决赛资格确定：各学校指导老师在竞赛宣传网站（8.136.147.31:8031）

完成决赛网上报名；并下载填写报名表，学院盖章后扫描或拍照，发送至邮箱

41439200@qq.com。

3.参赛承诺书提交:下载《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经营与

营销决策参赛承诺书》，以团队为单位，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签字后扫描或拍照

发送至邮箱41439200@qq.com。

4.竞赛形式：线上竞赛

5.线上开幕式：2022年11月5日（周六），时间约30分钟

6.决赛时间：2022年11月6日（周日），快赛，7+1赛制，1天内完成。

7.决赛规模：大陆地区高职组和本科组决赛队伍总数不超过120支，台港澳

地区高校不限。

8.预赛和决赛场景均自定义参数，即比赛场景为全新，且赛前不公开。

（二）企业竞争模拟竞赛（iBizSim软件）

1.决赛报名截止：2022年10月20日（周四）18:00。

2.决赛资格确定：各学校指导老师在竞赛宣传网站（8.136.147.31:8031）

完成决赛网上报名；并填写报名表，学院盖章后扫描或拍照，发送至邮箱

2609152818@qq.com。

3.参赛承诺书提交:下载《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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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拍照发送至邮箱

2609152818@qq.com。

4.竞赛形式：线上竞赛

5.线上开幕式：2022年11月5日（周六），时间约30分钟

6.决赛时间：2022年11月5日（周六），快赛，7+1赛制，1天内完成。

7.决赛规模：大陆地区高职组和本科组决赛队伍总数不超过120支，台港澳

地区高校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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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预赛和决赛场景均自定义参数，即比赛场景为全新，且赛前不公开。

二、决赛报名流程

（一）网上报名

1.参赛院校指导老师登录竞赛官网（http://8.136.147.31:8031）注册账号。

2.在竞赛宣传网站选择对应赛项进行报名。

注意：企业竞争模拟赛项对应iBizSim软件、企业经营与营销决策赛项对应

bizwar软件。请务必选择正确的竞赛赛项，报名院校必须是决赛名单院校！

3.点击“竞赛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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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写基本信息，点击“下一步”

5.填写团队赛报名信息（3人）、指导教师信息（1-2人），点击“提交队伍

全部信息”，保存后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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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邮件报名

1.邮件报名

下载报名表和承诺书，报名表填写后需学院盖章，承诺书需由参赛选手和指

导老师签字，盖章/签字后扫描或拍照，以团队/学校为单位，发送至指定邮箱：

企业经营与市场营销决策竞赛（bizwar软件）发送至邮箱41439200@qq.com

企业竞争模拟竞赛（iBizSim软件）发送至邮箱2609152818@qq.com

2、报名表和承诺书下载地址：

（1）企业经营与市场营销决策竞赛（bizwar软件）下载地址：

http://8.136.147.31:8031/#/EventIndexDesign?eventId=1275

http://www.bizwar.cn/main/news/30

（2）企业竞争模拟竞赛（iBizSim软件）下载地址：

http://8.136.147.31:8031/#/EventIndexDesign?eventId=1276

http://www.ibizsim.com.cn/a/news/n2/2022/1010/357.html

三、决赛名单

1.企业经营与营销决策赛项（bizwar软件）晋级院校名单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经营与营销决策赛项

晋级院校名单——本科组

序号 省份 学校名称

1 安徽省 安徽建筑大学

2 安徽省 安徽新华学院

3 安徽省 合肥经济学院

4 北京市 北京物资学院

5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6 福建省 福建工程学院

7 福建省 福建江夏学院

8 福建省 福建农林大学

9 福建省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10 福建省 福建商学院

11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12 福建省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13 福建省 福州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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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福建省 福州理工学院

15 福建省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16 福建省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17 福建省 龙岩学院

18 福建省 闽江学院

19 福建省 闽南理工学院

20 福建省 宁德师范学院

21 福建省 莆田学院

22 福建省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23 福建省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24 福建省 三明学院

25 福建省 厦门理工学院

26 福建省 仰恩大学

27 甘肃省 兰州财经大学

28 甘肃省 西北民族大学

29 广东省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30 广东省 广东东软学院

31 广东省 广东海洋大学

32 广东省 广东金融学院

33 广东省 广东科技学院

34 广东省 广东理工学院

35 广东省 广东培正学院

36 广东省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37 河南省 郑州工商学院

38 河南省 郑州西亚斯学院

39 黑龙江省 黑龙江工程学院

40 黑龙江省 黑龙江工商学院

41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大学

42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医学院

43 湖北省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44 湖北省 武汉科技大学

45 湖北省 武汉轻工大学

46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

47 吉林省 吉林农业大学

48 吉林省 长春大学

49 吉林省 长春光华学院

50 江苏省 淮阴工学院

51 江苏省 南通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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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苏省 中国矿业大学

53 江西省 赣南科技学院

54 江西省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55 江西省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6 江西省 景德镇陶瓷大学

57 江西省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

58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

59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60 江西省 南昌职业大学

61 辽宁省 大连民族大学

62 山东省 烟台大学

63 山东省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64 山西省 忻州师范学院

65 陕西省 西安邮电大学

66 重庆市 四川外国语大学

67 天津市 天津城建大学

68 天津市 天津工业大学

69 新疆 石河子大学

70 新疆 塔里木大学

71 云南省 普洱学院

72 云南省 曲靖师范学院

73 浙江省 浙江财经大学

74 浙江省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75 浙江省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76 浙江省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77 浙江省 浙江外国语学院

78 重庆市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79 重庆市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80 重庆市 重庆工商大学

81 重庆市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82 重庆市 重庆三峡学院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经营与营销决策赛项

晋级院校名单——高职组

序号 省份 学校名称

83 安徽省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4 安徽省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5 安徽省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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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安徽省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87 安徽省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88 福建省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89 福建省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90 福建省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1 福建省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92 福建省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93 福建省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94 福建省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95 福建省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96 福建省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97 福建省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98 福建省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99 福建省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100 福建省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101 福建省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102 福建省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103 福建省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04 广东省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05 广东省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106 广东省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107 贵州省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108 贵州省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09 湖南省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10 江苏省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11 江苏省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12 江西省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13 山东省 威海职业学院

114 四川省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15 浙江省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校

116 浙江省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17 重庆市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118 重庆市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119 重庆市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120 重庆市 重庆市工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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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竞争模拟竞赛（ibizsim软件）赛项晋级院校名单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赛项

晋级院校名单——本科组

序号 省份 学校名称

1 安徽省 安徽财经大学

2 安徽省 安徽工业大学

3 安徽省 安徽科技学院

4 安徽省 安徽农业大学

5 安徽省 安徽外国语学院

6 安徽省 安徽新华学院

7 安徽省 安徽中医药大学

8 安徽省 蚌埠工商学院

9 安徽省 亳州学院

10 安徽省 合肥经济学院

11 安徽省 合肥学院

12 安徽省 马鞍山学院

13 北京市 北京城市学院

14 北京市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15 北京市 北京物资学院

16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7 北京市 防灾科技学院

18 福建省 福建工程学院

19 福建省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20 福建省 福建江夏学院

21 福建省 福建农林大学

22 福建省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23 福建省 福建商学院

24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25 福建省 福建中医药大学

26 福建省 福州大学

27 福建省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28 福建省 福州工商学院

29 福建省 福州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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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福建省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31 福建省 闽江学院

32 福建省 闽南理工学院

33 福建省 宁德师范学院

34 福建省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35 福建省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36 福建省 三明学院

37 福建省 厦门工学院

38 福建省 厦门理工学院

39 福建省 武夷学院

40 福建省 仰恩大学

41 甘肃省 兰州财经大学

42 甘肃省 兰州工商学院

43 甘肃省 兰州理工大学

44 甘肃省 陇东学院

45 广东省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46 广东省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47 广东省 广东财经大学

48 广东省 广东东软学院

49 广东省 广东金融学院

50 广东省 广东科技学院

51 广东省 广东理工学院

52 广东省 广东培正学院

53 广东省 广州华立学院

54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

55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56 广东省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7 广西省 广西民族大学

58 广西省 广西师范大学

59 河北省 河北金融学院

60 河北省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1 河北省 华北科技学院

62 河南省 郑州经贸学院

63 黑龙江省 东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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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黑龙江省 哈尔滨剑桥学院

65 黑龙江省 黑龙江工程学院

66 黑龙江省 黑龙江工商学院

67 湖北省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68 湖南省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69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70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71 吉林省 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72 吉林省 吉林农业大学

73 江苏省 江苏大学

74 江苏省 中国矿业大学

75 江西省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76 江西省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77 江西省 景德镇陶瓷大学

78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

79 江西省 南昌职业大学

80 辽宁省 大连民族大学

81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82 内蒙古 内蒙古农业大学

83 内蒙古 内蒙古工业大学

84 山东省 滨州学院

85 山东省 山东工商学院

86 山东省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87 山东省 烟台大学

88 陕西省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89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90 四川省 四川师范大学

91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学

92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93 四川省 西南科技大学

94 天津市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95 天津市 天津城建大学

96 天津市 天津工业大学

97 天津市 天津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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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新疆 喀什大学

99 新疆 石河子大学

100 新疆 塔里木大学

101 云南省 普洱学院

102 浙江省 宁波财经学院

103 浙江省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04 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

105 重庆市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106 重庆市 重庆工商大学

107 重庆市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108 重庆市 重庆三峡学院

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赛项

晋级院校名单——高职组省份学校名称

序号 省份 学校名称

109 福建省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110 福建省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111 福建省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112 福建省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113 福建省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114 福建省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15 江苏省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16 重庆市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7 安徽省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18 四川省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19 湖南省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120 广东省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奖项设置

1.以决赛队伍数为基数，奖项占比为40%，其中：一等奖6%，二等奖14%，三

等奖20%。每赛区奖项数=每赛区队伍数*获奖比例(四舍五入)。台港澳地区高校

组团队达到5支，至少可以设置一、二、三等奖各1名。本赛项不设优秀奖。

2.所有参加决赛但未获奖项的团队，均可得到组委会颁发的决赛参赛证明，

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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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选“优秀组织奖”，赛项组委会面向所有参赛学校，根据各校竞赛组织

实际情况评选和颁发优秀组织奖，评选比例为参加竞赛学校总数的10%（向上取

整）。需提交材料包括企模成长故事、海报、校内赛宣传报道等材料。

具体要求如下：

（1）团队名称，用一句话介绍自己团队。

（2）海报内容包括学校名称、团队名称、选手姓名/照片、比赛Logo。

（3）企模成长心路：文字要求200-500个字，可以配图片1-2张。

（4）企模比赛短视频1个，不超过3分钟（可选）。

（5）各学校校内赛宣传报道/培训组织等新闻稿（含文字、图片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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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竞赛秘书处）

承办学校：陈朝晖，13850159668

报名咨询：010-68947879

技术支持：朱斌丹，13366902935

海峡两岸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官方QQ群：

①海峡两岸企模bizsim：882025219，参赛选手交流群

②海峡两岸企模bizsim：682603413，参赛选手交流群

海峡两岸营销bizwar：172740003，参赛选手交流群

海峡企模教师论坛：770776417，参赛老师交流群

海峡营销教师论坛：309313505，参赛老师交流群

大赛组委会邮箱：ibizsim@163.com

官方订阅号：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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