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全国高校会展创新创业实践竞赛 

（策划、数字策划、调研、营销、设计、 

现场管理及沙盘布局、教师赛 

及展洽环节）实施细则 

 
各参赛院校： 

第十六届全国高校会展创新创业实践竞赛由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

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教育部会展

项目管理资源库管理办公室承办 

2022年 2月 22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工作组发布了

2021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专业创新创业

实践竞赛”已被正式纳入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名录竞赛项目名单中，

赛事序号为 52号。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专业创新创业实践竞赛经过十余年培

育发展，业已成为我国会展教育领域中，院校覆盖全面、校企合作深入、国际交流广泛

的赛事活动，形成了集学科竞赛、产学合作与国际交流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平台。竞赛

在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被纳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体现了教育系统对

会展竞赛推动学科建设、产教融合发挥作用的高度认可。 

该竞赛自 2007 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五届，累计服务境内外师生五万余人次，足

迹遍及境内 8 个城市及境外 5 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中国台湾）。竞赛主要面向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在华留学生或海外留学生（不

限国籍和专业），旨在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意识及创业能力，搭建产学研互动交流平

台，多年来深受广大院校好评。 

2022年竞赛延续往年模式，为团体赛形式，设置策划类、调研类、城市营销类和设

计类竞赛，新增加，所有类别均设知识赛、预选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 

以下为此次竞赛各赛项详细实施细则，请各参赛院校仔细研读并结合本校实际，尽

快组织报名参加。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组委会 

 

 



 

 

会展项目策划赛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承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部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展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 

          全国会展业产学合作联盟秘书处 

协办单位：全国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 

《商展经济》杂志社 

媒体支持：《中国会展》杂志、《中国贸易报》 

二、参赛对象 

包括但不限于：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文化产业管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

艺术设计、工商管理、商务英语、国际贸易、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及相关经济大类、管理大类、

旅游大类和艺术大类专业的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三、竞赛内容 

一个会展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展览项目、会议项目、节事活动项目或体育赛事等方案）的

整体策划，选题不限，既可以对市场上已有的会展进行重新策划，也可以选择新的项目进行策

划。 

四、竞赛形式 

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 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名。竞赛采取会展项

目策划方案评审、项目陈述和现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5分钟，其中项目陈述 10

分钟，回答评委提问 5分钟。 

五、竞赛要求 

结合会展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所选择会展项目从立项到推广，以及项目的管理运作向

评委做详尽的陈述，要求突出重点理论，并能用数据支持论点。团队的每位参赛选手均需参加

陈述。在陈述答辩时，假设评委是公司董事会的委员。如果策划的是一个新项目，力求说服董

事会为什么这是一个可行的并值得公司投资的项目；如果是一个已经在运作的项目，应在策划



 

中包括对以往项目运做中存在的不足的分析，并提出在新的一年如何改进及创新，以期继续得

到董事会的支持。 

在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和 PPT 陈述中必须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一）立项分析(立项分析中需包括潜在风险分析及应对) 

（二）项目执行计划（包括项目结构及时间表） 

（三）项目营销推广计划 

（四）项目（财务）预算（切合最实际情况的预估损益平衡的时间，并做最好和最坏情况

分析（best and worst scenario），以及最坏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五）项目实施可行性、各部分逻辑性及可持续性、项目创意等，每个参赛队可按自己的

策略及项目特色对以上内容有所侧重，并选择是否在策划方案及演示中包括其它相关内容的陈

述，例如：品牌塑造、危机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六、相关建议 

（一）项目陈述结束后，应力求清楚地让评委知道：展商的目标群体、展会的展示范围、

观众的目标群体，与同类展会比较，展会定位有何不同。营销计划应该对吸引不同的目标群体

有针对性。 

（二）项目分析中除了对外部条件的分析（经济环境，地域优势等等），如果市场上有类

似主题的展会，应该有和竞争对手比较的SWOT分析（我们项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以

及如何发挥优势、弱化劣势、应对风险。同时，你的SWOT分析结果应该是对项目操作策略和行

为有影响的。 

（三）各个部分的计划及执行（营销、运作、预算等）均应和项目定位策略保持一致。 

七、参赛作品要求 

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在5000字以上，配套PPT在25页以上，在赛前提交至各赛区指定邮箱，如

所在省份未设置赛区，则提交至邮箱974565542@qq.com。为体现竞赛的公平、公正，总决赛作

品提交命名格式：“项目策划案_组别_团队名称” (方案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八、竞赛日程安排 

 

时间 竞赛活动 活 动 形

式 

竞赛方式 地点 

2021 年 4月上旬 竞赛宣传 公开 / 全国 

2021 年 5月中旬 
会展管理知识赛（第一

批） 
个人赛 闭卷笔试 各参赛院校 

2021年 5月/8月

中旬 

会展创新实践竞赛教师

培训班 

个 人 培

训 
/ 待定 

2021 年 9月中旬 会展管理知识赛（第二 个人赛 闭卷笔试 各参赛院校 



 

批） 

2021 年 8-9月 
会展项目策划赛选拔赛/

省赛 

团体赛 

（ 3-5

人） 

作品展示、PPT 陈

述、 

现场答辩 

各赛区 

2021 年 10 月中

旬 
提交策划案截止 团体赛 方案提交 各参赛院校 

2021 年 10 月下

旬 

公布入围全国总决赛的

院校名单 
公开 / / 

2021 年 11月中、

下旬 

全国总决赛（分组竞赛）

及冠亚季争霸赛 

团体赛 

（ 3-5

人） 

作品展示、PPT 陈

述、 

现场答辩 

待定 

备注：1、会展项目策划赛为团体赛形式。会展管理知识赛合格的选手可自行组成团队参加会

展项目策划赛（3—5人），但不可以交叉组队； 

      2、总决赛（分组竞赛）成绩优异的团队可入围冠亚季争霸赛，名额根据总决赛参赛规

模决定。 

九、会展管理知识赛 

（一）知识赛题库占比： 

序号 书名 比重 

1 会展经济理论与实务(第三版) 35% 

2 会议策划与组织 35% 

3 会展营销 30% 

（二）知识赛考试形式：个人赛，笔试闭卷方式进行，120分钟。 

（三）知识赛试题题库量： 

序号 题型 题量 小计 

1 单选题 4套 X40 160 

2 多选题 4套 X20 80 

3 判断题 4套 X40 160 

4 案例分析题 6 80 

（四）竞赛时间： 

第一批次：2022年 5月 25日，请于 5 月 20 日前完成报名。 

第二批次：大赛组委会将根据赛事进展情况，确定第二批知识赛时间，另行通知。 

（五）竞赛用书：各参赛院校可直接登陆当当网订购上述竞赛用书。 

1.会展经济理论与实务(第三版)：出版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 3版 (2015 年



 

2 月 1 日)；作者：刘大可；平装: 260 页；开本: 16；ISBN: 9787563813377；条形码: 

9787563813377 

2.会议策划与组织：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1月) ；作者：周健华；平

装：367页；开本: 32；ISBN: 9787303230730；条形码: 9787303230730 

3.会展营销：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第 1版 (2014 年 1月 1日)；作者：刘松萍；平

装: 452页；开本: 16；ISBN: 9787562478362 ；条形码: 9787562478362 

（六）其他事项：大赛组委会提前将竞赛试卷和答题卡以快件形式邮寄至各参赛院校。各

参赛院校按照规定时间在本校内组织考试，大赛组委会委派督导员赴有关赛区进行巡查。考试

结束后，各参赛院校应在当天将竞赛试卷和答题卡以快件形式邮寄给大赛组委会。大赛组委会

在收到竞赛试卷和答题卡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反馈竞赛成绩给各参赛院校。各

参赛院校向参赛选手公布竞赛成绩。 

（七）、知识赛考试费用： 

1.会展管理知识赛，大赛组委会按 30 元/人收取在线考试费用，作为补助竞赛平台和人员

的费用。 

2.知识赛合格（60分）的选手，依据团体标准《会展职业经理人资质条件》（T/CCPITCSC 

005-2017），符合条件可自愿申请相关证书。具体申请办法另行通知。 

十、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

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按总决赛参赛队伍进行分组：本科组和高职组每个分组前两名进入精英赛（分组原则：

每组 23-25 队，如每组在 15 队以内，则每组第一名进入精英赛），争夺冠亚季军，冠军奖励

人民币 3000 元，亚军奖励人民币 2000 元，季军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3.进入精英赛的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3 年（第六届）国际商务会展

策划大赛； 

4.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5.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十一、参赛费用 

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会展项目策划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1800 元/队收

取参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奖金等。 

十二、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项目要素（25分） 

立项分析；（5分） 

执行计划（5分） 

营销计划（5分） 



 

财务预算（5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各部分逻

辑性（15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可持续性以及各部分内容的逻辑性 

项目创意（20分） 方案构思的创新（创意）点；方案的整体呈现形式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

述（30 分）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场陈

述表达清晰有条理 

参赛选手现场答辩的表现（10

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辩；

对问题的机敏反应能力；团队配合默契程度 

十三、其他事项 

1、各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各院校接到竞赛通知后，须认真组织进行校内选拔。由校内选拔

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队伍数量不超过校内参赛团队数量的一半。 

2、各校在提交总决赛参赛团队名单时，须将校内选拔的团队信息一并上报。 

3、如该校无组织校内选拔，组委会将在该校上报的所有队伍中进行选拔优秀团队参与总决赛，

选拔队伍不超过该校所有参赛队伍数量的一半。 

 

  



 

数字会展项目策划赛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理、

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计及相关

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一个数字化在线会展项目的整体策划，选题不限，既可以对市场上已有的会展

进行重新策划，也可以选择新的项目进行策划。 

三、竞赛形式：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名。竞赛

采取方案评审、项目陈述和现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5 分钟，其中项目陈述 10 分钟，

回答评委提问 5分钟。 

四、竞赛要求： 

结合会展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所选择会展项目从立项到推广，以及项目数字化管理运作向

评委做详尽的陈述，要求突出重点理论，并能用数据、图像支持论点。团队的每位参赛选手均需参

加陈述。在陈述答辩时，重点突出数字会展项目的策划流程、实现途径和在线展示效果。 

在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和 PPT陈述中必须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一）立项分析(立项分析中需包括潜在风险分析及应对) 

（二）项目执行计划（包括项目结构及时间表） 

（三）项目营销推广计划 

（四）项目（财务）预算（切合最实际情况的预估损益平衡的时间，并做最好和最坏情况分析

（best and worst scenario），以及最坏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五）项目实施可行性、各部分逻辑性及可持续性、项目创意等。 

（六）数字会展项目的界面实现效果，可提供的相关在线服务。 

五、相关建议： 

（一）项目陈述结束后，应力求清楚地让评委知道：在线展会项目的举办流程、实现途径、平

台优势等。  

（二）相关的举办流程应切实可行，体现出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字展会项目的不同和优势。 

（三）各个部分的计划及执行（营销、运作、预算等）均应和项目定位策略保持一致。 

六、参赛作品要求： 

数字会展项目策划方案在5000字以上，配套PPT在25页以上，在赛前提交至各赛区指定邮箱，如

所在省份未设置赛区，则提交至邮箱974565542@qq.com。为体现竞赛的公平、公正，总决赛作品提

交命名格式：“数字会展项目策划案_组别_团队名称” (注：方案整体文件夹以学校+方案名称命

名；文件夹内方案、PPT文档、视频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不能出现指导老师姓名)。 

七、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八、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

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优秀的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3年（第六届）国际商务会展策划大赛； 

3.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4.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九、参赛费用 

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会展项目策划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1800元/队收取参



 

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赛前宣传、竞赛资料、专家评审制作牌匾及获奖证书等。 

十、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项目要素（25分） 

立项分析；（5分） 

执行计划（5分） 

营销计划（5分） 

财务预算（5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各部分逻

辑性（15分）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可持续性以及各部分内容的逻辑性 

项目创意（20分） 数字策划方案构思的创新（创意）点；方案的整体呈现形式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

述（30 分） 

策划方案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场陈

述表达清晰有条理 

参赛选手现场答辩的表现（10

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辩；

对问题的机敏反应能力；团队配合默契程度 

十一、其他事项： 

1、各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各院校接到竞赛通知后，须认真组织进行校内选拔。由校内选

拔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队伍数量不超过校内参赛团队数量的一半。 

2、各校在提交总决赛参赛团队名单时，须将校内选拔的团队信息一并上报。 

3、如该校无组织校内选拔，组委会将在该校上报的所有队伍中进行选拔优秀团队参与总决

赛，选拔队伍不超过该校所有参赛队伍数量的一半。 

 

  



 

会展城市营销竞赛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结合某城市的地方资源，为其竞标举办会展活动进行城市营销推介，内容

包含运用当地会展产业资源，结合地方愿景，宣传推广该城市并达到竞标目的（含 LOGO 设计、

会展宣传口号设计）。 

三、竞赛形式：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 至 5 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

竞赛采取营销企划书评审、展洽模拟、现场营销推介展示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每个参

赛队中文推介展示时间为 4分钟，英文推介展示时间为 4分钟，答辩时间为 2分钟；展洽模拟

环节时间为全天。 

四、参赛作品要求 

营销企划书（要求3000字以上，PDF格式）和营销推介PPT在赛前提交至各赛区指定邮箱，

如所在省份未设置赛区，则提交至邮箱974565542@qq.com。作品提交命名格式：“城市营销企

划书_组别_团队名称” (企划书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展洽模拟环节在规定的展洽位中进行，各参赛队可制作展示所需的海报、宣传手册等资料，

形式无限制，以达到最好的城市宣传效果为目标。 

五、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六、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

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城市营销组（不分本科、高职）第一名奖励人民币 3000 元，第二名奖励人民币 2000 元，

第三名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3.获得前三名的参赛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2 年（第五届）国际商务

会展策划大赛； 

4.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5.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参赛费用 

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会展城市营销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1800 元/队收取

参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奖金等。 

八、竞赛评分细则： 



 

    本竞赛各参赛团队总成绩由营销推介环节和展洽模拟环节的成绩组成，其中营销推介总分

为 60分，展洽模拟总分为 40分。以下为具体评分规则： 

评分重点 评分说明 

对所营销城市背景情况的了解

（20分） 

城市发展历史；城市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城市竞争力的其他信

息数据 5分 

目标城市当前推广营销现状；收集目标城市推广宣传等资料 5

分 

营销推广的创意和创新 5分 

营销的主题、口号、内容等描述 5分 

对所营销城市情况的分析评价

（25分） 

对目标城市的整体评价分析 8分 

对目标城市的优势特色分析 8分 

对目标城市的缺点不足分析 7分 

对所营销城市采取的营销方式

（25分） 

营销推广的计划和实施 25分 

营销方案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

述（20 分） 

营销方案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场陈

述表达清晰有条理，中英文各 10分 

代表队人员现场答辩的表现水

准（10 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辩 6

分 

连续追问反映机敏；队员之间配合默契 4分 

九、其他事项： 

1、各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各院校接到竞赛通知后，须认真组织进行校内选拔。由校内选

拔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队伍数量不超过校内参赛团队数量的一半。 

2、各校在提交总决赛参赛团队名单时，须将校内选拔的团队信息一并上报。 

3、如该校无组织校内选拔，组委会将在该校上报的所有队伍中进行选拔优秀团队参与总决

赛，选拔队伍不超过该校所有参赛队伍数量的一半。 

 

 

  



 

会展项目调研赛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 

对市场上已有的会展项目（展览项目或会议项目或节庆活动项目）进行调研，并完成调研

报告。 

三、竞赛形式：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 至 5 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

竞赛采取会展项目调研报告评审、现场陈述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5 分钟，其中

调研报告陈述 10分钟，答辩环节 5分钟。 

四、竞赛作品要求： 

结合会展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所选择会展项目进行背景调研、实际情况调研，项目分

析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团队的每位参赛选手均需参加陈述展示。在会展项目调研报告和 PPT

陈述中必须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一）对所选调研项目背景情况的了解； 

（二）对会展调研项目实际情况的描述； 

（三）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分析评价； 

（四）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改进建议。 

会展项目调研报告在3000字以上，配套PPT在20页以上，在赛前提交至各赛区指定邮箱，如

所在省份未设置赛区，则提交至邮箱974565542@qq.com。。作品提交命名格式：“调研报告_组

别_团队名称” (调研报告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五、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六、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

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调研组（不分本科、高职）第一名奖励人民币 3000 元，第二名奖励人民币 2000 元，第

三名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3.获得前三名的参赛团队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3 年（第六届）国际商务

会展策划大赛； 

4.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5.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参赛费用： 

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会展调研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1800 元/队收取参

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奖金等。 

十、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对所选调研项目背景情况的了解

（10分） 

主办承办协办支持单位的情况；对承办单位实力和水平等

情况的介绍；上两届会展项目的基本数据及其分析（5分） 

对本届会展项目前期准备的基本情况；收集本届会展项目

宣传网站等资料（5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实际情况的描述

（10分） 

会展项目名称、届别、组织机构情况；时间地点场所会期等

基本情况（4分） 

会展项目的主题、口号、内容等描述；了解到的或调查获得

的一些信息数据（6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分析评价

（3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的整体评价分析（10 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的优势特色分析（10 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的缺点不足分析（10 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情况的改进建议

（3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主题与内容方面的改进建议（1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组织与接待工作的改进建议（10分） 

对会展调研项目宣传与推广事宜的改进建议（10分） 

调研报告的文字表达和现场陈述

（10分） 

调查报告的文字表达水平；代表队人员仪态仪表风度；现场

陈述表达清晰有条理（10分） 

参赛选手现场答辩的表现（10分） 所提问题准确理解；回答问题明确扼要；结合陈述深入答辩

（6分） 

连续追问反映机敏；队员之间配合默契（4分） 

十一、其他事项： 

1、各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各院校接到竞赛通知后，须认真组织进行校内选拔。由校内选

拔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队伍数量不超过校内参赛团队数量的一半。 

2、各校在提交总决赛参赛团队名单时，须将校内选拔的团队信息一并上报。 

3、如该校无组织校内选拔，组委会将在该校上报的所有队伍中进行选拔优秀团队参与总决

赛，选拔队伍不超过该校所有参赛队伍数量的一半。 

 

  



 

会展项目设计赛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经济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展示设计、

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

生。 

二、竞赛内容：推荐使用 Fancy软件进行特装展位设计。 

参赛作品需以 72——300平方米为展位进行展位设计，参赛选手自拟命题进行创作。 

三、竞赛形式：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每个团队由 3至 5 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

老师 1-2名；个人赛每队指导老师 1名，竞赛采取会展设计方案评审、项目陈述和现场答辩相

结合的方式。每个参赛队 10分钟，其中项目陈述 6分钟，回答评委提问 4分钟。 

四、竞赛要求： 

（一）作品包括如下内容：  

（1）空间结构效果图（显示整体展台效果、配以重要部分或细节的黑白或彩色效果图）；  

（2）展台平面布置规划图（与会展活动相关的场地平面设计，如：展示区、重点展示区、

信息服务台、备餐设施、办公区、休息区等，以及相关的外延设计，如参展商 logo、展会海报

设计、展会视觉包装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会展平面视觉设计成果，该类作品应包含设计图及相

关设计说明文档）； 

（3）人流分析图（现场人流的控制与管理的分析图纸）； 

（4）技术系统设计图（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设计与说明）； 

（5）作品应另附相关设计说明文档（包括各设计部分结构说明，材料的使用、结构的合

理性和可实施性说明，品牌分析、人流分析说明，以及对灯光、多媒体等相关细节的说明）。 

（二）参赛团队可以利用且不限于 Fancy、3DMAX、AutoCAD等设计工具或手绘图进行创意

设计，每组作品不少于 6 幅配图；参赛团队提交的设计图文件（保存为*.JPG 格式，120dpi）

中应含有设计图和设计说明文档，每组作品的电子文件统一存入一个文件夹，不得存入压缩格

式，并在总决赛报到时提交至组委会。 

（三）参赛团队作品至少须挑选一幅平面图、三幅效果图及 200 字以内创意设计文字说明

内容编排在 900mm×600mm 的展板版心幅面范围内；所有作品横、竖式构图自定，须将 1 作品

名称、2作者姓名、3所在院校信息标注在作品右下角 100mm×60mm统一尺寸内（除此尺寸内，

任何位置不得体现参赛作品的所在院校及作者信息），作为决赛时备用展示作品。 

（四）所有进入决赛作品小组，统一制作相应 PPT文件，并每组抽选参赛选手一名代表进

行现场陈述。 

（五）决赛时，参赛作品所用图纸背面右下角贴一个不透明、密封信封，内置一份作者信



 

息表，内容如下： 

     五、评委评分： 

（一）项目设计的完整性，包括功能分区、LOGO、展台设计、展区规划、包装设计等的平

面设计图、效果图等是否全面、完整； 

（二）作品的可实施性、各部分的逻辑性，考察作品在实施过程中的可行性，各部分的搭

配是否协调； 

（三）作品设计的创意，设计理念、手法是否创新； 

（四）项目设计的表现效果，是否用到最新设计手法、软件，是否能达到现代、科学、环

保、高人气的设计效果； 

（五）以“客户需求为主”为原则，合理、清晰的做出设计预算，并能体现在每一个设施

设备当中； 

（六）陈述表现是否清晰、有条理性，现场能对评委提问对答如流，具有说服力。（只在

决赛中有此标准）。 

评分表 

参

赛

队

编

号 

基本评分项 

（100分） 

附件评分项 

（60分） 

项 目

设 计

的 完

整性 

（ 20

分） 

项目的可实施

性、各部分的

逻辑性 

（30分） 

项目设

计的视

觉效果 

（ 15

分） 

项目设

计创意 

（ 15

分） 

预算清

楚、按

预算设

计 

（ 10

分） 

陈述表现 

（满分：10分） 

共

计 

 

材 料

应 用

效果 

（ 20

分） 

灯光应

用效果 

（ 20

分） 

多媒体

应用效

果 

（ 20

分） 

共

计 
仪态仪

表 

（5分） 

表 述 清

晰、有条

理 

（5分） 

人 流

管理 

（ 15

分） 

概 念

讲 述

（ 15

分） 

六、竞赛日程安排、会展管理知识赛与策划赛同步；  

   七、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

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1）图纸编号、身份证复印件  

2）作者姓名  

3）所在院校  

4）详细地址  

5）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  



 

2．获得前三名的参赛团队（个人）将有资格代表大陆地区赴境外参加 2023 年（第六届）

国际商务会展策划大赛； 

3.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4.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八、参赛费用 

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设计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300 元/人收取参赛费,

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等。 

九、其他事项： 

1、各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各院校接到竞赛通知后，须认真组织进行校内选拔。由校内选

拔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队伍数量不超过校内参赛团队数量的一半。 

2、各校在提交总决赛参赛团队名单时，须将校内选拔的团队信息一并上报。 

3、如该校无组织校内选拔，组委会将在该校上报的所有队伍中进行选拔优秀团队参与总决

赛，选拔队伍不超过该校所有参赛队伍数量的一半。 

 

  



 

会展课程设计赛（教师组）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会展经济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展示设计、展览

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计及相关专业在职教师。 

二、竞赛形式： 

设置本科组和高职组，以会展专业所开设课程的“说课”为竞赛内容，个人或团队（至多

3人）形式均可参加。参赛教师提交专业课程设计方案，方案应充分体现产学结合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教育思想。每门课程的“说课”时间为 15分钟，评委问答环节 5分钟。 

各参赛院校可通过校内选拔的方式推荐 3至 5名教师参加全国总决赛。 

三、竞赛日程安排与策划赛同步 

四、参赛作品要求： 

提交课程设计方案及配套PPT在赛前提交至各赛区指定邮箱，如所在省份未设置赛区，则提

交至邮箱974565542@qq.com。作品提交命名格式：“课程设计名称_组别_参赛教师姓名” (课

程设计方案及PPT文档中不能出现院校名称)。 

五、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主

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等奖项。 

3.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六、参赛费用： 

为鼓励更多的院校老师参与，经研究，教师课程设计竞赛不收取任何竞赛费用，参赛院校

老师可积极报名参加。 

七、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与要求 分值 

课程性质 
1、清晰说明课程性质、在专业中的地位、任务及与先修、后续课程的联系。 3 

2、课程定位准确。 3 

课程目标 

1、课程总体目标符合专业和学生个人发展需要，符合商科教育人才培养要求。 3 

2、课程知识目标明确，符合商科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3 

3、课程能力目标描述准确，具体、可检验。 3 

课程内容 
1、明确解说本课程的内容体系，课程内容的框架结构，内容的逻辑关系。 8 

2、知识点和知识应用点明确，有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 5 



 

3、教学重点、难点定位准确，分析比较透彻，确定的依据充分。 5 

课程 

教学 

设计 

1、课程设计理念新，指导思想明确，符合商科教育理念。 5 

2、学时数分配合理，理论教学与知识应用迁移安排适当。 4 

3、能基于学生现状和学生发展需求以及专业职业能力知识应用培养的基本规

律组织教学内容。 
5 

4、教学内容充实恰当，重点突出，难点分散，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有利于学生

创新精神的培养。 
5 

5、合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合理。 5 

6、科学、灵活、多样、有效、启发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积极合理地运用现

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教学。 
5 

7、评价考核方式合理、灵活、恰当，符合教学课程标准要求；平时评价考核与

集中评价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 
5 

表达与 

教态 

教态自然，仪表端庄大方。 5 

语言准确，表达清晰流畅。 5 

有说课提纲，并符合说课的基本要求。 5 

按规定时间完成，不超时。 3 

回答评 

委提问 
答辩准确、层次清楚、有理有据。 

1

5 

评委签字  合计 

 

  



 

现场管理及沙盘布局竞赛实施细则 
 

一、参赛对象 

学习会展策划与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广告与会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市场营销、展示设计、展览展示艺术设计、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数字展示、会展艺术设 

计及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竞赛内容： 

根据统一命题，运用实物推演沙盘，完成现场布局的还原任务，并按照要求使用大赛指定

的实践教学系统（项目管理沟通系统）提交作品。 

三、竞赛形式： 

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 至 5 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2 名。竞赛采取沙

盘作品评审、项目现场岗位陈述和现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小组赛统一命题公布后每个参赛队

陈述环节视频（3 分钟以内），总决赛现场统一重新命题，每个参赛队由 240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场项目陈述 5分钟，评委当面问答 5 分钟。  

四、竞赛要求： 

1、使用大赛组委会统一指定的“现场模拟沙盘”完成小组赛，组委会将为没有“现场模拟

沙盘”的参赛院校免费提供一套用于比赛，物流和损耗由参赛院校承担。 

2、根据大赛整体进度，会务组会公布小组赛（及总决赛）的准确开始时间和具体命题要

求，各参赛队伍需按照命题和任务要求完成比赛内容的创作。 

3、小组赛期间，项目陈述以视频形式提交，提交视频要求如下： 

（1）视频为横版拍摄、一镜到底不能剪辑，时长≤180秒 

（2）视频格式：MP4、MPEG、AVI、MOV 

（3）文件大小：≤100M 

（4）讲解人使用普通话陈述，无字幕 

4、作品提交统一使用大赛组委会统一指定的实践教学系统完成。 

五、竞赛日程安排： 

本赛项内容与会展管理知识赛、会展项目策划赛同步。 

六、竞赛奖项设置： 

1、总决赛(分组赛)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

个人，由主办单位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2、本次竞赛活动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3、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参赛费用： 

经大赛组委会评审入围全国总决赛会展调研组的参赛队，大赛组委会按 1800 元/队收取参

赛费，参赛费用主要用于竞赛场地、赛前辅导、竞赛资料、专家评审、奖金等。 

八、竞赛评分细则： 

评分重点 细则 

作品提交规范(20 分) 

1、作品命名和提交格式符合要求；（5分） 

2、作品内容符合竞赛要求；（10分） 

3、正确使用实践系统、描述规范；（5分） 

沙盘作品的完整性(20分)  

1、符合命题要求；（5分） 

2、现场模拟布局基础需求要素完整，包括但不限于：

舞台区、坐席区、设备、通道及其他功能区；（10分） 



 

3、现场模拟布局人员岗位分类清晰；（5分） 

沙盘作品的合理性(20 分)  

1、整体、局部比例合理；（5分） 

2、区域设置位置、大小合理；（10分） 

3、现场模拟布局岗位安排合理；（5分） 

岗位陈述 (40分)  

1、口齿清晰，内容简练；话术与手势位置相符；（10

分） 

2、现场模拟布局中的人员岗位名称正确、岗位安排

陈述完整；（小组赛 20分，总决赛 10分） 

3、针对岗位职责的描述清晰正确；（10分） 

4、总决赛答辩现场应对内容正确、清晰；（10分） 

九、其他事项 

1、报名登记成功后，组委会将根据填报信息帮助指导教师完成参赛前的软硬件条件准备。 

2、实践教学系统电脑端统一登录网址：pmcs.yourutec.com 

3、使用手机号和配发的初始密码登录系统（无需注册）。 

4、参赛团队各自组建内部沟通组群用于系统练习和作品创作。 

5、由队长负责在系统内同组委会专员互为好友便于沟通和作品提交。 

6、组委会统一为所有参赛院校安排免费培训，培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7、作品评选：由妙行技术人员委派专员统计作品，并隐藏队伍信息依据组委会统一编号

打包发送给妙行内的裁判员组群。 

8、北京优联信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协办单位将委派专员负责参赛队伍的系统使用咨

询工作，技术指导联系人：周旺（18229883285）许乐（17775100986） 

 

 

 

 

 

 

 

 

 

 

 



 

展洽环节实施细则 

为活跃现场气氛，强化参赛方案的可持续性、可行性、校企对接的互动性，力争将理论与

实际相融合，为更多的院校提供校企合作交流的平台，此次竞赛增加了会展项目展洽环节。详

情如下： 

一、参加 2022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创新创意实践竞赛的所有参赛队伍（策划、

数字策划、调研、营销、沙盘模拟和设计）。 

二、竞赛内容：根据各小组的参赛方案进行展示洽谈。 

三、竞赛形式：团体赛形式，每个团队由 3至 5名参赛学生组成，每队指导老师 1名。竞

赛采取展洽模拟和现场营销推介展示的方式，展洽模拟环节时间为一天。 

四、参赛作品要求 

展洽模拟环节在规定的展洽位中进行，各参赛队可制作展示所需的海报、宣传手册等资料，

形式无限制，以达到最好宣传效果为目标。 

五、展台：一桌两椅（120*60），摆放创意策划方案或简易自制工艺品。 

六、竞赛奖项设置 

1.展洽环节按照本科组和高职组分别设置一、二等奖。对获奖的团队，由主办单位颁发荣

誉证书。 

2.由主办单位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总决赛结果。 

七、本竞赛各参赛团队总成绩总分为 100分。以下为具体评分规则： 

展洽环节评分表 

 

参

赛

队

编

号 

展示场

地设计

布置安

排合理 

物品摆

放有序 

 

（ 10

分） 

仪 表

端庄 

妆 容

适宜 

着 装

规范 

 

（ 10

分） 

音

效

视

频 

搭

配

合

理 

 

（

10

分

） 

展示作

品设计

得当 

造型美

观，主

题 突

出，构

思合理 

 

（ 10

分） 

台 上 定

位准确，

展 示 角

度 选 择

合理  

 

（10 分） 

展示过程

行为自然

动作娴熟 

 

（10 分） 

洽 谈 介

绍 优 雅

大方，风

格稳健 

 

 

（10 分） 

精 神 饱

满 充 满

活 力 表

情真诚  

 

（10 分） 

语气具有较

强吸引力、

感染力  

 

（10 分） 

富于

激

情，

善于

引导

现场

观众 

 

 

（ 10

分） 

总分 100分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经贸会展竞赛技术文件，请登陆中国商贸教育培训网（www.ccpitedu.com）“竞

赛活动”专题查询下载。 

（二）本次会展创新创业实践竞赛后续通知文件均以组委会名义出具并用印。 

九、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 

电  话：010-66095399                 

联系人：臧亚彤   18310302809 

马泽鹏   18810834866 

张恩山   13641217012 

邮  箱：974565542@qq.com 

网  站：www.ccpitedu.com             

mailto:974565542@qq.com
http://www.ccpit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