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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 2022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

规划大赛综合模拟专项赛初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湖南省教育厅、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关于开展 2022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的通知》（湘教通〔2022〕

141 号）文件精神，帮助和引导广大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创业知

识、树立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决定举行 2022 年湖南黄炎

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综合模拟专项赛初赛。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比赛时间 

2022 年 9月 19日 

二、参赛对象 

中职组：未举办 2022 年市州选拔赛的中职院校报名团队

（湘潭市、郴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 

高职组：全省高职（高专）院校报名团队。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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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形式 

采用网络竞赛形式进行。中职与高职院校分开竞赛。所有

参赛团队连接技术支持单位的远程服务器进行比赛。 

中职院校以地市为单位分组竞赛，部分参赛队伍较少（少

于 20 支队伍）的地市混合编组竞赛。 

高职院校采取电脑随机分组竞赛，同一学校三支队伍确保

不在同一竞赛小组。 

综合模拟专项赛全程采用“创业之星”黄炎培大赛专版竞

赛平台，进行 4 个季度的创业模拟经营。成绩以系统自动评分

为准，最终形成竞赛名次。 

四、比赛要求 

参赛队伍由 3 名学生组成。每个学校报名不超过 3 支队伍，

每名学生至多参加一个队。每队可以配备 1-2 名指导老师，1

名老师可指导多个队。 

学校选送参赛队员必须使用真实身份报名，如实填写参赛

者姓名、所在学校、年级等信息，禁止冒用他人身份参赛，一

经发现取消该队参赛资格。 

五、入围决赛办法 

中职组、高职组入围决赛的名额分别为 40个。决赛时间暂

定 9 月下旬，详见后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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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组以市州为单位确定入围决赛名额，名额确定办法依

据各市州报名数量和全省报名总数量比例来确定。每个学校最

多一支队伍晋级决赛。 

高职组入围决赛名额平均分配至各竞赛小组。假设高职竞

赛小组共 10 个，则每个小组前四名入围决赛。每个学校最多一

支队伍晋级决赛。假如出现同一学校三支队伍在不同小组均获

得小组第一，则成绩最高的队伍入围决赛，同时另两个小组依

次替补两个尚未进入决赛的学校队伍入围决赛。 

六、报名方式 

各院校需委派一名负责人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报名系统，

需在报名系统中按要求提交综合模拟专项赛报名表（盖章扫描

件）。中职组报名参赛学校需要同步将报名表发送至各市州教

育（体）局或市级中华职业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报名截止时间：9 月 9 日 

团队成员名单和指导教师一经上报，超过申报截止日期后

不得更改。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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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赛团队指导教师和学生务必加入赛前交流群，后续竞

赛的相关信息（网址、服务器、时间表）将直接在群中发布。 

教师 QQ 群：766020185； 

学生 QQ 群：325365989； 

大赛技术支持联系人：徐晓芳 0571-88197889 转 821； 

高职组联系人：匡家兵 13336182347； 

中职组联系人：杨智明 18692225060； 

杨  涛 13787689030；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人：刘姣瑶 15111266045。 

 

附件：1.2022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综合

模拟专项赛初赛竞赛规则 

2.2022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综合

模拟专项赛初赛报名表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 

                                   2022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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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综合模拟专项赛初赛竞赛规则 

 

一、竞赛裁判 

为保证本次大赛公平、公正、公开，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

本次综合模拟专项赛初赛设立裁判组。裁判组负责《创业之星》

竞赛规则的制订、发布与解释，控制比赛进程，维护比赛现场

秩序，保障比赛正常进行。在竞赛过程中有任何疑问，以总裁

判解释为准。 

总裁判：徐晓芳 0571-88197889 转 821 

二、竞赛平台 

本次综合模拟专项赛初赛采用贝腾科技《创业之星》专版

软件为竞赛平台，竞赛模板将于比赛正式开始前随机抽取。 

三、竞赛设备 

竞赛设备为参赛选手自行准备，每个团队使用一台电脑参

加比赛。比赛前需提前参加统一测试，避免比赛开始出现网络

或者系统问题；网络一定要顺畅，测试设备即是参赛设备，参

赛过程中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更换设备，如因设备故障更换需提

供更换前和更换后的设备 IP 以及参赛成员身份重新验证，否

则后台发现有 IP 变化现象将取消比赛成绩。竞赛设备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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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任何远程控制软件，一旦发现即取消比赛成绩。 

四、竞赛分组 

以大赛教师 QQ 群公布为准。 

五、参赛人员 

根据大赛要求，参加学生必须为在报名系统确认的报名参

赛人员，中途不得换人。整个竞赛过程中，指导老师不得参与。 

六、评分说明 

1. 每个组别内的团队根据第四季度运营结束跳转后的综

合评价分数（跳转到第五季度后看第四季度末的分数），减去

累计扣分后的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名计分； 

2. 竞赛分数计算方法：总成绩＝综合表现（A）－累计扣

分（B）其中：综合表现（A）＝盈利表现＋财务表现＋市场表

现＋投资表现＋成长表现 

累计扣分（B）＝紧急借款次数×5＋违反赛场秩序扣分 

七、竞赛安排 

测试安排：暂定 9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测试，具体赛

区 QQ 群号将在教师 QQ 群内公布。 

竞赛共运营四个季度，以四季度结束后的成绩为评分标准

（参照评分说明）。 

竞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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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模拟专项赛 

2022年 9月 19日 
内容 

12:50-13:00 竞赛模板抽签 

13:00-13:30 登陆检查网络配置、发送身份验证视频 

13:30-14:20 创业之星第一季度经营决策（50分钟） 

14:20-14:30 创业之星第一季度交付订单（10分钟） 

14:30-15:20 创业之星第二季度经营决策（50分钟） 

15:20-15:30 创业之星第二季度交付订单（10分钟） 

15:30-16:20 创业之星第三季度经营决策（50分钟） 

16:20-16:30 创业之星第三季度交付订单（10分钟） 

16:30-17:20 创业之星第四季度经营决策（50分钟） 

17:20-17:30 创业之星第四季度交付订单（10分钟） 

17:30-18:00 竞赛成绩统计 

八、赛场秩序 

1.参赛队伍必须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进行竞赛设备及网络

测试，在比赛当天准时登录系统，比赛开始未登录系统者，无

特殊理由者，取消该队参赛资格，各团队队长需在各自赛区所

在 QQ 群，比赛 QQ 群号在比赛前发布到教师 QQ 群，参赛学生

在指定时间加入各自赛区 QQ 群，所有比赛信息：登陆账号、

测试具体时间、进度，都在对应赛区 QQ 群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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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队伍比赛开始登录前，且小组视频监控开始之后，

需要自行录制身份验证视频，视频内容包括本人和身份证对

比，以及整个登录过程，界面显示到主场景界面能清晰看到小

组号，同时完整录制电脑任务管理器页面。各团队需将身份验

证视频传到各网络赛区主控裁判 QQ 邮箱（可提前试操作，避

免当天出现问题影响参赛）。各团队比赛开始登陆后，不得随

意更换设备和地址，如遇设备故障经裁判员认可后可更换设

备，需提供更换前和更换后设备 IP 和身份证的照片截图到对

应的赛区 QQ 群。 

3.参赛成员仅限参赛学校正式报名的成员，每个团队 3 

人，且必须与报名成员一致，如发现成员不符，将取消相应人

员的参赛资格。 

4.在比赛期间，所有参赛学生应听从裁判安排，不得随意

在群内聊天发表情，不允许登其他实时通讯工具，不允许使用

网络检索相关内容，不允许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紧急情况下

需征得裁判同意后才能退出赛区 QQ 群。未经同意擅自退群，

或部分行为影响了比赛正常进行，经裁判警告仍不听劝阻者，

每出现一次，比赛最终的综合评价成绩将扣减 5 分；情节严重

的将取消比赛成绩。 

5.比赛期间禁止使用任何辅助工具（普通计算器除外），

包括提前做好的表格等，对于通过非正常手段修改数据以达到

提升成绩目的的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团队的参赛资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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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6.为保证比赛按时完成，每一季经营决策均有时间要求。

所有团队要注意比赛的截止时间，及时提前做好各项决策工

作。时间截止，裁判将结束当前任务，对未完成任务的团队将

默认为放弃当前决策操作。 

7.若遇网络故障或电脑显示故障，学生可请求裁判协助解

决。非系统本身故障问题，比赛中裁判不对操作方法、数据规

则与显示内容进行任何解释。因个人设备或者网络问题，不予

延时。 

8.所有决策录入电脑完成操作后，裁判不给予任何取消当

前决策或返回操作。 

9.本次网络竞赛全程监控。学生需要双机位模式参加比

赛，即需要两部带摄像头的设备，手机或电脑均可。一台设备

从正面拍摄，如图所示，视频监控范围要求覆盖 3 名参赛队员。

另一台设备放置在队伍的右后方，视频监控范围要求覆盖 1台

比赛用登录竞赛软件的计算机屏幕。本赛事采取裁判线上巡逻

随机抽查制，所有参赛团队全程监控录像。各参赛团队提前测

试好监控设备，以免影响参赛。 

同时，每队参赛选手操作的电脑终端，需安装 EV 录屏软

件。参赛选手从登陆竞赛平台前，点击视频录制，到竞赛结束

后方可停止 EV 录屏。该录制文件作为后续成绩审核及相关证

据使用，各团队需妥善保存视频 7 天，组委会将随机抽取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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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法提供全程录频的团队将取消比赛成绩。 

 

图 1  双机位示意图 

网络要求信号良好能满足比赛要求，建议优先使用有线网

络。要求有独立的比赛环境（建议指导教师为参赛团队提供参

赛机房）。要求房间环境简洁，灯光明亮，安静，不逆光，无

遮挡，无其他非参赛人员。请学生提前打印好席卡，A4 纸打印

席卡（需设置成镜像），内容为组号（如 A1）+学校名称+团

队名称。比赛过程中，须将席卡始终处于主机位的镜头内，折

叠置于桌面或者粘贴在墙面，进入腾讯会议前务必修改个人名

称为（组号+姓名），开启摄像头并保持静音。 

九、争议解决 

对竞赛过程中任何问题有异议，可在比赛结束后向组委会

以书面形式递交。比赛过程中以总裁判长判决为准。 

请所有参赛团队成员认真阅读并遵守以上竞赛规则，保持

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的比赛行为，保证整个比赛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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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 

大赛综合模拟专项赛初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全称  

所在市、州、

自治区 
 

参赛团队 1 

队名 
 

指导老师 

姓名 联系手机 学院（系） 电子邮箱 

    

    

团队队长 

（学生）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团队其他 

队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专业 

    

    

参赛团队 2 

队名 
 

指导老师 

姓名 联系手机 学院（系） 电子邮箱 

    

    

团队队长 

（学生）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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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其他队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专业 

    

    

参赛团队 3 

队名 
 

指导老师 

姓名 联系手机 学院（系） 电子邮箱 

    

    

团队队长 

（学生）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团队其他队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专业 

    

    

该    支团队经本单位确认，报名参加本次活动。 

 

所在院系或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报名流程说明： 

1.每个学校最多限 3支团队报名参加比赛，报名团队不足 3支时，以上“参赛团队 2”“参

赛团队 3”可空白； 

2.报名团队需进入报名系统同步填写相关信息，并将此表盖章后上传； 

3.报名咨询电话：0571-88197889-813、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