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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大学生工程综合能力竞赛 

虚拟仿真赛道-企业运营仿真赛项命题要求和评分细则 

一、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浙江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院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二、比赛内容 

参赛学生组建经营团队，虚拟一家生产制造型企业，团队成员分别担任总经

理、财务总监、采购总监、生产总监、市场总监等职务，模拟企业两年八个季度

的经营过程。 

赛项涉及产品设计、公司筹建、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物流投

放、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企业相关经营活动，涵盖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生产

运作管理、采购管理、财务管理、西方经济学等众多专业课程知识点，通过市场

自由竞争和博弈，实现企业盈利及可持续发展，使学生体验企业完整的经营管理

过程和实际商战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实。 

三、组队方式 

本赛项为团体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组队

参赛，不得跨校组队。每个参赛队队员数 4人，各参赛高校可设每校领队 1

名，各队指导教师不超过 2名（若领队兼指导教师请在报名表指导教师栏上注

明）。每个学校参赛队不超过 3队。 

四、评分 

（一）评分原则、方法 

竞赛评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参加”的原则。每个季度末系统

根据运营规则自动评分，无人为因素干扰并实时列出各参赛队伍的运营状况，八

个季度运营结束，各赛场成绩按照评分标准自动评分排名。 

（二）评分标准 

企业运营仿真赛项排名以企业经营绩效得分高低衡量，评分标准包括 4个一

级指标和 8个二级指标，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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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运营仿真赛项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满分值） 

二级指标 

（满分值） 
指标说明 

盈利能力 

（80 分） 
净现值（80 分） 净现值越大，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偿债能力 

（5 分） 

资产负债率（5

分）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发展潜力 

（10 分） 

研发投入（3分） 研发投入效果通过产品质量水平高低来衡量 

营销投入（3分） 营销投入效果通过产品品牌知名度高低来衡量 

市场潜力（4分） 市场潜力通过企业市场占有率高低来衡量 

团队表现 

（5 分， 

采用扣分制） 

采购表现 是否出现原材料非正常采购，每次扣 0.2 分 

生产表现 
计划生产量与实际生产量不符（偏离量大于等于

10 个）每次扣 0.5 分。 

财务表现 

非正常负债数值（万元）按区间分次扣分如下：

（50，100]扣 0.05 分；（100，200] 扣 0.10

分；（200，+∞）扣 0.15 分 

借款剩余值（万元）按区间分次扣分如下：

（100，200]扣 0.05 分；（200，300]扣 0.10

分；（300，+∞）扣 0.15 分。 

（1）盈利能力 

净现值越大，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评分越高。 

 

其中，K 表示折现率，由组委会根据具体情况设置，n 表示经营季度数。 

 
盈利能力评分=净现值评分 

    如果该企业第 n季末净现值小于等于 0或者第 n季末最高净现值小于等于

0，则净现值评分为 0，盈利能力评分也为 0。 

（2）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由资产负债率衡量，资产负债率应该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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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见表 2。 

表 2  资产负债率区间得分表 

资产负债率 [0, 0.6] (0.6,0.7] (0.7,0.8] (0.8,0.9] (0.9,1] 

评分 5 4 3 2 1 

偿债能力评分=资产负债率评分 

（3）发展潜力 

    发展潜力由研发投入、营销投入和市场占有率三项指标衡量。 

①研发投入。研发投入效果以产品质量指数衡量，质量指数越高，研发投

入效果越好，评分越高。 

 

如果该企业第 n 季末质量指数等于 0 或者第 n 季末最高质量指数等于 0，

则研发投入评分为 0。 

②营销投入。营销投入效果以产品品牌指数来衡量，品牌指数越高，营销

投入效果越好，评分越高。 

判定企业是否经营某市场的依据：如果某企业在最后 3 个季度（第 6、7、

8 季度）没有投入任何营销费用，系统判定该企业已经放弃该市场，该市场不

计算营销投入评分。   

 

营销投入评分的平均值企业所经营的各个市场营销投入评分 =  

如果该企业某市场第 n 季末品牌指数等于 0 或者某市场第 n 季末最高品牌

指数等于 0，则该企业某市场营销投入评分为 0。 

③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以该企业第 n 季末总市场占有率来衡量，市场

占有率越高，评分越高。 

二级指标满分值
季末最高总市场占有率第

季末总市场占有率该企业第
市场占有率评分 ×=

n
n  

量之和所有企业各个季度销售

之和该企业各个季度销售量
季末总市场占有率第 =n  

二级指标满分值
季末最高品牌指数某市场第

季末品牌指数该企业某市场第
某市场营销投入评分 ×=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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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企业第 n季末市场占有率等于 0或者第 n季末最高市场占有率等于

0，则市场占有率评分为 0。 

发展潜力评分=研发投入评分+营销投入评分+市场占有率评分。 

（4）团队表现 

团队表现按采购表现、生产表现、财务表现等相关对应指标，满分为 5

分，采用扣分制，按实际发生扣分项目和次数进行累计扣减，扣完为止，具体

扣分项见表 3。 

表 3  团队表现扣分项目表 

序号 扣分项目 分值 备注 

1 

 

非正常负债数值 

（万元） 

[0，50] 0 分 按次扣分累加 

2 （50，100] 0.05 分 按次扣分累加 

3 （100，200] 0.10 分 按次扣分累加 

4 （200，+∞） 0.15 分 按次扣分累加 

5 

借款剩余值 

（万元） 

[0，100] 0 分 按次扣分累加 

6 （100，200] 0.05 分 按次扣分累加 

7 （200，300] 0.10 分 按次扣分累加 

8 （300，+∞） 0.15 分 按次扣分累加 

9 原材料非正常采购 0.2 分 按次扣分累加 

10 
计划生产量与实际生产量不符 

（大于等于 10 个） 
0.5 分 按次扣分累加 

经营绩效得分=盈利能力评分+偿债能力评分+发展潜力评分+团队表现评分 

注意：如果参赛团队出现破产情况，则经营绩效得分为 0分。 

（三）参数设置 

比赛所有参数各赛区统一，现场公布。 

 

五、比赛流程及纪律 
比赛在一天内完成，第 0 季（筹备）时间为 45 分钟（含现场制作工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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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季到第 8季运营时间均为 30 分钟。 

第一次超时 5 分钟内警告，超过 5 分钟，直接退出比赛。只允许超时一次，

第二次超时直接退出比赛。 

比赛期间不得使用任何手段与外界联系，否则取消参赛资格；不允许带存储

设备（U盘、移动硬盘等）、PAD、手机等，不允许携带任何辅助竞赛的工具，所

需工具只能现场制作（提供 EXCEL 软件），可以带无存储功能计算器和笔。 

比赛时间以本赛区所用服务器上时间为准，赛前选手可以按照服务器时间调

整自己电脑上的时间。 

在比赛过程中下列情况属违规： 

①. 对裁判正确的判罚不服从；  

②. 其他严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活动； 
裁判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