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报名参赛指南 

一、大赛介绍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旨在推动管理实践教学在全国高校的全面推广和水平提升。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 MBA 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四届，而“全

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也成功举办了六届。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全国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对于管理实践教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大赛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引入了管理实

践教学，教学水平也越来越高。大赛对各学校学生的能力给予很好的锻炼，众多学校反映大

赛对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增强学生自信有巨大的帮助；一些迷茫或消沉的学生通过参加大赛

找到上进的动力和方向，成为优秀学生、职场精英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大赛也是一个很好

的交流平台，参赛学生通过大赛结交来自全国的朋友，开阔了眼界，积累了很多朋友、资源

和机会。 

2016 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将于 2016 年 3-5 月间举行。本届大赛 MBA 组比赛由全国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高校组比赛由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联席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现场总决赛将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现场报到，4 月 29-30 日在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举行。 

二、赛程赛制 

1、比赛平台说明：本届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高等院校组和 MBA 培养院校均统一使

用新版 BIZSIM 企业竞争模拟系统，大赛网址为 http://www.bizsim.cn。 

 

2、关于练习赛区申请：各学校组织校内赛可从大赛网站下载“赛区申请表”，填写完

备之后发送到大赛组委会邮箱：ibizsim@163.com ，同时需要学校指导老师电话联系确定申

请后，即可获取相应赛区使用权限（使用时间 3 个月）。 

http://www.bizsim.cn/
mailto:ibizsi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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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赛程赛制 

大赛分为报名、预赛、复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其中决赛为现场比赛，其余为网

络比赛，大赛日程安排表： 

内容 日程 地点 

校内练习赛 2016 年 3 月 15 日之前 （1）大赛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快递汇总

报名信息表”。教师登录比赛系统可以查

看和审核本校队伍报名信息。 

（2）高等院校和 MBA 院校比赛，均统一

使用新版 BIZSIM 企业竞争模拟系统，比

赛网站：http://www.bizsim.cn。 

报名日期 2016 年 3 月 1 日-15 日 

预赛 
3 月 18 日-4 月 15 日 

报名后，关注网站公告。 
复赛 

半决赛 

现场总决赛 4 月 28 日报到，29 日-30 日 北京联合大学（现场总决赛） 

表：详细时间节点、具体任务，晋级队数报名结束后补充公布 

四、报名参赛 

1、 组建团队 

大赛以团队方式组织参赛，参赛选手需要组成团队方能参赛，团队人数 2-3 人。报名采

用实名制，每个选手只能报名参加一个队伍；每个团队需要聘请一位指导老师，一个指导老

师可以指导多个参赛团队，队伍比较多的参赛学校建议聘请一位领队，领队也可以由指导老

师兼任。 

团队分工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注意：虚拟公司名称，应与网站注册的公司名称相同） 

指导教师 
（注意：如果是多个指导老师共同指导比赛，请全部如实填写所有指

导老师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专业 学号 电话 电子邮件 

队长/CEO 

(可以兼任 CMO) 
       

队员 

/财务经理 CFO 
       

队员 

/生产经理 COO 

（可以兼任 CHO） 

       

【注意】：比赛开始后，不得更改团队名称和团队成员，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比赛资格。 

2、 注册账号 

所有参赛队员需要到网站注册账号，注册地址：http://www.bizsim.cn/users/new 

http://www.bizsim.cn/
http://www.bizsim.cn/user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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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CEO、总经理）需要在网站注册团队（虚拟公司），并邀请队员加入公司任职，地

址：http://www.bizsim.cn/main/myteam。如图所示： 

 

3、 参赛报名 

报名地址是 http://www.bizsim.cn/games/list_section2，先登录注册的账号，进入

系统后，点击左侧“报名参加比赛”菜单，可以看到当前举办的大赛，如图所示： 

http://www.bizsim.cn/main/myteam
http://www.bizsim.cn/games/list_se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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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2016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赛事，点击“参赛”按钮，开始正式报名： 

全国比赛报名步骤:网上报名+快递汇总报名信息表备案，需要完成2步表示报名成功。 

1）网上报名:首次报名参赛队伍，须先在比赛网站（http://www.bizsim.cn）注册账号。

每个队伍2-3人，由队长（CEO）代表本队网上报名，登录系统-报名参加比赛-2016全国企业

竞争模拟大赛，点击“参赛”，进入网上报名详细页面，按要求真实填写报名信息（加*为

必填项目，否则保存时会报错），点击“保存”按钮后，即表示网上报名成功。如图： 

http://www.bizsi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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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每个队伍只能选择参加一项比赛，即高等院校比赛或MBA培养院校比赛。如图： 

 

上图为全国高等院校比赛报名填写界面，带*项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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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MBA培养院校比赛报名填写界面，带*项为必填项 

2）汇总报名信息表快递: 

报名时将为每个学校指定一个教师管理员账号，学校领队或指导老师可以登陆管理员账

号，查看和审核本校所有报名信息，要求核实报名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打印（A4规格）

本校所有参赛队伍的汇总报名信息表，手工签字和加盖院校公章，顺丰或EMS快递给组委会

备案。 

队伍CEO报名填写界面，如图所示： 

 

学校领队或指导老师使用 大赛组委会分配的本校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不清出

账号和密码的请联系组委会朱老师-13366902935），查看和审核报名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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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审核”后，可以直接查看本校所有队伍报名信息，如图： 

 

检查队伍报名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待报名结束后（报名截至3月15日），即可将审

核过后的报名信息汇总表拷贝粘贴到EXCEL文件中。最后签字盖章快递给组委会备案。 

注：汇总报名信息表必须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领队或指导老师统一快递至大赛组委会 

快递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9号理工科技大厦2304室 

收 件 人：朱斌丹 

联系电话：13366902935 

3）安徽省高等院校(含高职)请直接报名参加“第八届（2016）安徽省企业竞争模拟（MOOC）

大赛”，并获得安徽省赛复赛资格后，由安徽省赛承办学校推荐复赛成绩优秀的队伍（60%），

直接参加2016年高等院校复赛比赛。 

4）报名注意事项： 

a.每个队伍2-3人，并需要聘请指导老师指导，每个队伍只能报名参加其中一项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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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个学校教师管理员账号可以查看本校所有队伍报名信息，领队或指导老师具体负责

本校报名队伍审核。如果学校需要调整查看报名信息的管理员账号或者管理员账号密码忘记

的，请及时联系组委会，确定后可以重置账号密码。 

c. 网上报名是比赛分组的依据，每个队伍必须由CEO代表参赛队完成网上报名，要求报

名信息准确真实；报名信息汇总表由指导老师审核后，签字盖章并快递给大赛组委会备案。

比赛开始后，不允许更改队伍名称和成员，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 

4、 关注公告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比赛网站为：http://www.bizsim.cn，大赛的进展全部会在比赛官方

网站上发布，请关注网站公告，以确保不会错过重要信息和环节。 

五、参加比赛 

1、 进入赛场 

报名后，点击网站导航栏“网络比赛”——左侧菜单“我参加的比赛”，即可查看所有

自己报名参加的比赛。 

可以在赛前随时查看大赛报名表，并进行修改；也可以进入具体一个赛场进行一场比赛。 

每场比赛就是一个具体的市场环境，选手在其中经营一家虚拟的企业。企业经营按季度

进行，每个季度选手需要查看企业的经营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待所有选手提交决策后，

系统会进行模拟，然后给出各组的经营业绩。 

 

2、 分析现状 

每个季度系统会给出企业的经营现状（每场比赛开始时企业也是有经营历史的），需要

充分分析以对企业和市场状况足够了解，支撑决策过程。 

http://www.bizsi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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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决策 

在掌握企业和市场情况之后，需要做出相应的响应，制定下一季度的经营决策，并提交

给系统。 

制定决策的过程是大赛的核心过程，选手的水平即在此体现。制定决策需要经过精密的

分析和测算，需要具有决断力。制定决策需要综合运用选手所学的各个学科或者学科之外的

知识和能力，涉及到管理、运筹、统计、财务、生产、营销、风险、情报、计算机、领导力、

团队精神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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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不能仅追求当前的回报，该决策要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负责，通盘考虑几年的经营发

展，争取好的经营业绩。 

 

 

提交决策的向导模式和快捷模式功能可以互相替代，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一个即可。 

每个团队的决策只有 CEO 有权提交，并可以系统模拟决策前，反复提交决策。 

4、 查看成绩 

查看成绩与分析现状类似，每个季度系统给出的经营报告既包含对选手过去经营的评

价，也包含对未来经营需要的信息。 

每个季度系统会给选手打一个综合评分，该评分综合考虑了整个经营历史选手的表现，

若任意一个季度比赛结束，该季度评分就是选手的最终成绩。 

大赛每个阶段结束，组委会将各个赛场的成绩进行整理，给出整个大赛的成绩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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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赛结束 

一般来讲，每场比赛选手需要经营企业 7-9 个季度，在最后一个季度时，根据比赛成绩

随机决定是否结束。该方法是比赛更具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避免了个别选手的短期行为；

无人能事先控制比赛终止，避免组委会作弊或偏向可能。 

以 7+1 为例：选手经营 7 个季度后，查看排名第一的团队的综合分，若该分数位数为奇

数，则再进行一个季度后比赛终止，为偶数，则比赛立即终止。 

 

6、 比赛练习 

由于比赛有一定难度，需要充分练习才能取得好成绩，注册完成后即可进行练习。 

练习有以下几个途径可以进行： 

1） 新手训练营，主要针对完全没有接触过大赛的新手，通过向导式的动画游戏，快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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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赛中需要做的事情。点击网站导航栏的“新手训练营”即可进入。 

2） 人机对战，主要面向掌握新手训练营内容，需要进一步全面和强化练习的选手。在水平

较低不足以与人对抗，或时间较紧，难以与对手协调时间时较方便。 

3） 校级热身赛，向组委会申请，可以展开校级热身赛。赛区账号申请表地址下载：

http://www.bizsim.cn/docs/sec.doc ，获批后即可如同大赛管理员一样创建比赛，组

织选手对抗，控制比赛进度。 

4） 区域赛/省市赛，大赛组委会每年 9-12 月开设区域赛/省市赛，并将委派各区域负责人

组织各大区练习赛。在大赛报名页面可以同时看到开放的各个区域赛，点击报名，负责

人会与选手联系参加比赛。同时欢迎各位学校老师和学生社团申请承办区域赛，大赛组

委会将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奖励。 

5） 与“民间高手”为伍，大赛有大量活跃选手，他们经验丰富，水平高超，散布于各种民

间 QQ 群、论坛等，到他们中间去，选手可以吸收大量的营养。同时大赛组委会也希望

各位选手在自己快速成长起来的同时，进一步为推广和普及“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贡献自己的一份热量。 

6）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官方 QQ 交流群：278619466、278618499、278619049。 

六、联系我们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专业委员会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组委会 

联系电话：010-68947879 

联 系 人：朱老师，13366902935 

发布日期：2016 年 3 月 1 日 

 

http://www.bizsim.cn/docs/sec.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