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 
————————————————————————— 

关于举办“学创杯”2016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 

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15]36 号）等文件精神，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

业，是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深

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

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 

为激励大学生弘扬时代精神，培养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促进高校就业创业教育

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优秀人才，同时鼓励高校组建创

业模拟实验实践平台，积极开展各类大学生创业竞赛，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继成功举办“学创杯”2014、2015 两届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

拟大赛之后，决定举办“学创杯”2016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本次大赛自 2016

年 1 月启动，2016 年 7 月于河北经贸大学举行总决赛。 

希望全国各有关院校积极参加此次大赛，认真做好报名与组织工作，通过大赛的互动

和交流，学习创业课程教学与创业实践教育经验，开创创业教育新模式，进一步实现跨学

科、跨专业、跨部门创业教育示范与辐射，有效培养高校大学生创业品质，共同促进高校

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提升高校实验教学水平和创业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学创杯”2016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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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学创杯”2016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章程 

 

一、组织形式及机构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 

总决赛承办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省赛承办单位：详见各省竞赛通知 

技术支持单位：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二）组织机构 

1. 大赛组委会 

主任：朱孟楠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组长 

副主任：戚桂杰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副组长 

        任晓阳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副组长 

        周红刚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秘书长 

委员：尤赤矶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顾问专家 

      毛志山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顾问专家 

      陶  田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顾问专家 

      秦艳梅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顾问专家 

      景亚萍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顾问专家 

      黄  林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其他经管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负责人  

2. 大赛执委会 

主任：周红刚       厦门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 

执行主任：史殿元   河北经贸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尤赤矶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顾问专家 

副主任：张瑞锋      河北经贸大学国家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 

        肖竟成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二、竞赛形式 

本次大赛分为校内选拔赛、省赛、全国总决赛等三个环节。比赛软件平台采用《创业



之星》作为竞赛平台。 

大赛官方网站：http://cyds.monilab.com 

（一）校内选拔赛 

1. 本次大赛分为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进行。各本科和高职院校相关学科竞赛主管部

门负责选拔、推荐不超过三支团队，统一报名，分别参加本科组和高职组省赛。 

2. 学校没有组织校内比赛或推荐的，学生可以自主网上报名，由技术支持单位组织

选拔赛选取前三名的队伍代表学校参加省赛。 

（二）省赛 

1. 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进行现场省赛。个别偏远地区以及报名较少的省市参加统一

的网络省赛。省赛由执委会统一组织，有技术支持单位负责执行，晋级名额根据报名情况

按比例确定。 

2. 省赛采用软件模拟竞赛形式，以软件模拟成绩作为晋级总决赛条件。 

3. 有意承办省赛的学校可以登录大赛网站下载承办申请表递交至大赛组委会。 

4. 省赛评选一等奖、二等奖，颁发省级获奖证书。 

（三）全国总决赛 

1. 全国总决赛规模：本科组 60 支团队，高职组 40 支团队。本科与高职分别竞赛及

评奖。同一学校限一支团队参加。总决赛承办单位可额外获得一个总决赛名额。 

2. 总决赛赛项另见总决赛通知。总决赛按比例评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特等

奖团队同时获得“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称号。 

三、比赛规则 

1. 参赛者必须是具有学籍的本校在校学生，本科院校学生参加本科组竞赛，高职院

校学生参加高职组竞赛。 

2. 参赛队以学生组队形式参加。每队参赛队员只能由 3 人组成，每个学生至多参加

一个队。每队配备 1-2 名指导老师，老师可以指导多个队。学校选送参赛队队员必须使用

真实学生身份报名，如实填写参赛者姓名、所在学校、年级、联系方式、身份证等信息。

如冒用他人姓名申报参赛，一经发现即取消该队参赛资格。 

3. 大赛分为校内选拔赛、省赛、全国总决赛等 3 个环节。校内选拔赛、省赛均采用

软件模拟，以软件模拟成绩为最终晋级依据。省赛以现场赛形式分别选出 60 支本科团队

和 40 支高职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每个学校最多有 1 支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如果在省赛



分组中同一学校具备晋级总决赛资格的队伍超过 1 支，具体选哪支队伍代表该校参加总决

赛由该校自行确定。全国总决赛相关事项另见总决赛通知。 

4. 软件比赛进行若干轮虚拟年度的创业经营决策。参赛团队将通过模拟经营一家研

究、开发、生产、批发及零售的某一行业的公司，和其他若干家（以实际参加比赛队伍数

为准）企业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软件模拟系统自动评分，最终形成竞赛名次。 

5．进入全国总决赛的参赛队伍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如未按规定时间报到，将视为

自动放弃参加全国总决赛资格。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队伍，必须全员出席总决赛。若有成员

因故不能参加而需要更换队员，必须提前向执委会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在报到现场必

须出具由正规医院开给未参加队员的病（假）条和学校的证明文件，否则视为放弃比赛资

格。 

6．总决赛报到现场将根据赛前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抽检核对，如果身份信息不符，

将取消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7．各参赛队在比赛中如有作弊行为、或对其他参赛队采取任何明令禁止的行为干预

比赛进程，经评判，可以给其警告、严重警告并通报批评。对于违规严重者，经报告执委

会，由执委会调研、讨论后，可以给予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分。比赛前将发布详细《竞

赛规则》。 

 

四、日程安排 

环节 组织 备注 

校内选拔赛 

2016.1～2016.4 

各学校学科竞赛主管部门选拔推荐不

超过三支团队，由学校统一报名注册

参加省赛。 

学校没有组织校内比赛或

推荐的，可由学生自主网

上报名，由技术支持单位

组织在线选拔。选出排名

前三名的队伍晋级省赛。 

省赛 

2016.4～2016.5 

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进行，由执委会

统一组织，各省配合实施。没有承办

院校的省份参加统一的网络选拔赛。 

各省市晋级名额根据报名

情况按比例确定。 

全国总决赛 

2016.7 

在河北经贸大学现场集中竞赛，并举

行颁奖仪式，具体由承办单位组织。

成绩计分按评分规则执

行，评分规则总决赛前另



总决赛将邀请教育部相关领导现场指

导，并邀请相关专家、知名企业家，

企业高管等担任评委。评选“中国大学

生学创之星”。 

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进入省赛及总决赛的团队将颁发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

科组签署的获奖证书。 

级别 奖项 

校内选拔赛 ¦�建议学校为校内竞赛优胜者团队颁发相关证书 

省赛 ¦�由主办单位颁发相关证书 

全国总决赛 

¦�评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由主办单位颁发相关证书 

¦�奖项数量按比例确定，详见总决赛通知 

指导教师 
¦�一、二等奖团队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特等奖团队指导教师获“最佳指导教师”证书 

参赛院校 
¦�省赛承办单位中组织工作突出的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 

¦�另评选1个“最佳组织奖”，1个“最佳贡献奖”，并颁发奖牌和证书 

中国大学生学创

之星（暨特等奖） 

¦�颁发奖金  

¦�获贝腾科技实习直通证书及就业机会 

¦�进入“中国大学生学创之星”名录库，有机会获得企业提供的就业绿

卡 

 

六、报名及其他事宜 

1. 各学校应有一个明确的管理机构（社团）或指定专人负责报名和组织比赛。校内初

赛期间，参加大赛的同学可直接联系学校相关负责人、学院、实验中心、相关任课

老师报名。 

2. 参赛的院校，请直接登陆大赛官方网站获取报名方式等信息 

大赛网站：http://cyds.monilab.com 

http://cyds.monilab.com/


大赛微信号：xcbcyds  

 

报名邮箱：xcb2016@bster.cn 

报名表格可在大赛网站下载栏目下载。 

报名表盖章后传真至：传真：0571-88197889-802。同时发送电子表格到报名邮箱。 

3. 大赛软件全程免费使用。参赛学校可向技术支持方（电话：0571-88197889）咨询。 

4. 大赛使用软件的简介、使用环境、申请和使用方法等，请访问大赛官方网站获取详

情。 

5．全国总决赛将由组委会授权承办单位现场举行。参赛费标准另行通知。 

 

校内选拔赛、省赛咨询电话：0571-88197889-810、827、836    

学创杯创业竞赛学生群：31591877 

学创杯创业竞赛教师群：29229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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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杯”2014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简介 

 

“学创杯”2014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自 2014

年 1月启动以来就备受全国高校师生关注。历经两个多月

的报名，共来自全国 278个院校的超过 1000个团队在各

校选拔中脱颖而出，代表院校参加全国选拔赛。大赛报名

院校覆盖了除西藏、贵州外的所有省份，包括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众多 985、211院校。 

最终，60个团队代表各自院校前往重庆工商大学参加

全国总决赛。根据大赛组委会的部署，总决赛分为两个环

节，软件环节和计划书评选，各占 50%的比重。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产生了哈尔滨工业大

学、河北金融学院、西南财经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等 10个特等奖团队，安

徽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福州大学等

20个一等奖，以及贺州大学、广西大

学、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等 30个二

等奖。组委会向获奖团队颁发了证书、

奖杯和奖金。 

总决赛期间，同期举行了 2014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实验实践教学研讨会。教育部高教司

实验室处处长李平、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秘书长王兴邦教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联席会经管学科组组长朱孟楠教

授、重庆工商大学校长杨继瑞教授、杭

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林等众多

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旨在共

同交流探讨创业教学与创业实验实践教

育经验，引导和推进创业教育实验实践

教学改革和创新，促进各高校创业实践

教学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学创杯”2015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简介 

 

“学创杯”2015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从 2015年 5月启动报名和院校选拔，截

至 9月中旬共有来自全国 292个院校的近 800余个团队在各校选拔中脱颖而出，代表院校参

加全国选拔赛。 

与首届大赛不同，为了增强大赛的

影响力，提高参赛院校的地域覆盖面，

“学创杯”2015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

模拟大赛以省为单位，在每个省举办现

场赛来选拔总决赛名额。 

11月 21至 22日，“学创杯”2015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总决赛暨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在广西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80多所高校的专家与学者参与会议，63支代表队角逐总决赛。总决赛经过软件模拟经营和

创业计划书评审两方面终极比拼，来自

安徽财经大学、广西大学等 10 支队伍

获得了特等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重

庆文理学院等 20 支队伍获得一等奖；

哈尔滨商业大学、山东英才学院等 33

支队伍获得二等奖。组委会向获奖团队

颁发了证书。 

大赛期间，同步举行了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主题论坛；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分论坛、创业工作坊；“互联网+”

创业项目路演；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成果展等 5 大项活动。本届大赛活

动精彩纷呈、硕果累累，将对高校下

一阶段创新创业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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