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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教高函„2017‟20号 

 

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教高„2012‟4号）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教技„2012‟7 号）文件精神，更好地满足我省高校培养

“双创”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我省各类高校的实践教学改

革，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有

效平台，我厅决定于 2017 年 5月 6 日举办第三届甘肃省大

学生“新道杯”ERP 应用能力竞赛。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单位 

1. 主办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2. 承办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二、竞赛组织机构 

本次大赛设组委会，组委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设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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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管理学院，具体负责本次竞赛的组织实施。 

组委会人员构成： 

1. 组委会主任 

王智平  甘肃省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副厅长 

安黎哲  兰州大学副校长 

2. 组委会副主任 

张晓东  甘肃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 

刘伟生  兰州大学教务处处长 

何文盛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3. 组委会委员 

南星恒  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赵延龙  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永丽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 

王泽民  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张清辉  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王学军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闫晓霞  广州市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向阳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青宁区域总经理 

4. 秘书处组成人员 

秘书长：靳光辉 

成员：田中禾、张涛、万红波、陈士成、靳光辉、王雷、

罗云中、颉改霞、王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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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项目及竞赛形式、组队人数 

赛事

编号 
赛事名称 软件及要求 

竞赛 

形式 

组队 

人数 

比赛

时长 

01 
会计业务信息

化处理大赛 

新道 VBSE 财务信息化

竞赛平台 
个人赛 4 3小时 

02 
ERP 沙盘模拟

企业经营 
新道新商战沙盘系统 团体赛 5 8小时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本次大赛定于 2017 年 5 月 6日在兰州大学举行。 

五、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全省所有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的

在校本、专科（含高职高专）学生。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大赛每校限报 4 名参赛学生和 2 名

指导教师。 

ERP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每校限报 2支队伍，每支队

伍由 5名参赛学生和 1名指导教师组成。 

六、赛事奖励 

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所有赛项

成绩由系统自动评定。设学校团体奖和指导教师奖若干，所

有获奖单位和指导教师将由省教育厅颁发证书。 

本科组和专科（含高职高专）分别设臵以下奖项： 

（1）一等奖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大赛 4名学生、优秀指导教师根据

所指导学生成绩取最高，不得重复计算优秀指导教师资格。 

ERP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2 个团队（10名学生，2名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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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高职组一等奖的团队将代表甘肃

省参加全国总决赛（教育部高职技能大赛，平台一致）； 

ERP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一等奖的团队将代表甘肃省参加

全国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 

（2）二等奖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大赛 8名学生、优秀指导教师根据

所指导学生成绩取最高，不得重复计算优秀指导教师资格。 

ERP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3 个团队（15名学生，3名优秀

指导教师）。 

（3）三等奖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大赛 12 名学生、优秀指导教师根

据所指导学生成绩取最高，不得重复计算优秀指导教师资

格。 

ERP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5 个团队（25 名学生,5名优秀指

导教师）。 

七、报名方式： 

请各参赛队填写参赛报名表以确认参赛（需加盖院或系

公章），于 2017年 4 月 21日前将报名表发送至组委会电子

邮箱。 

大赛组委会联系人：李玫、王雷 

联系电话：0931-89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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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xd2017lzu@163.com 

软件及技术联系人：颉老师  

联系电话：15214028078  0931-8916969，或通过 QQ 群

答疑，群号：371890501。 

特此通知。 

 

附件 1.第三届甘肃省大学生“新道杯”ERP 应用能力竞 

      赛报名 

    2.第三届甘肃省大学生“新道杯”ERP 应用能力竞 

      赛参赛章程 

 

 

 

                           甘肃省教育厅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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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盖章）       领队：     手机：         （共   队    人） 

 序号  
队员  

姓名  

队员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组别  

指导  

教师  

会计

业务

信息

化处

理  

     

本科

/高

职高

专  

 
     

     

     

ERP

沙盘

模拟

企业

经营  

     

 

     

     

     

     

ERP

沙盘

模拟

企业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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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方式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分赛项为个人赛，每校最多报

4 名选手参赛，限报 2名辅导教师。 

二、竞赛时间 

“会计业务信息化处理”赛项竞赛时间 180分钟。 

三、竞赛内容 

资料模拟制造业企业一个月的 40-50 笔经济业务，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和现行税法，运用记账凭证核算程序，选

手根据题目要求完成相关业务处理。 

竞赛软件采用 VBSE 财务信息化竞赛平台 U810.1，启用

总账、薪资管理、固定资产、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财

务报表、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和存货核算等模块，

业务处理按要求在相应的模块中完成。基本操作包括初始设

臵、填制和审核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审核记账凭证、

记账、对账并结账、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 

比赛限时 180分钟。 

四、竞赛规则 

（1）选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考场，检查座位号

与抽签号是否相符。在裁判人员指导下输入准考证号。待比

赛命令发布后，方可开始答题，考试系统自动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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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开始后 30 分钟内选手不得交卷。比赛只允许

交卷一次，不能重复交卷，不能随意点击交卷退场按钮。  

（3）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现行税法和财政部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处理经济业务。 

（4）按照比赛系统操作要求，完成初始设臵、审核或

完善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审核记账凭证、记账、对账

并结账、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 

（5）比赛结束时，将资料和工具整齐摆放在桌子上，

经裁判人员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离开时不得带走任何资

料。 

五、评分标准和方法 

采用自动评分系统，总分 100分。 
 

竞赛内容 技术要求 评分规则 
参考 

分值 

初始设臵 按照题目要求进行初始设臵 根据初始设臵的内容进行评分 15 

会计凭 

证填制 

按照题目要求填制、审核或

完善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

证 

根据原始凭证填制和审核记账凭

证填制的内容（种类、日期、附

件张数、借贷方科目、借贷方金

额、辅助核算信息等）进行评分 

 

70 

凭证审核 
按照业务处理要求进行记账

凭证审核 
根据凭证审核过程进行评分 

 

5 
记账 按照业务处理要求进行记账 根据记账的过程进行评分 

对账和结账 
按照业务处理要求进行对账

和结账 
根据对账和结账的过程进行评分 

编制 

报表 
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根据报表项目的设臵和生成的数

据评分 
10 

合          计 100 



 

 - 9 - 

 

比赛二：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一、竞赛方式 

“新道杯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分赛项为团体赛，以学校

为单位组队参赛，不得跨校组队，每校限报 2队，每支参赛

队由 5 名选手组成。本次比赛采用新道新商战电子沙盘 5.0

系统，5名选手分别担任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采购总监、

生产总监销售总监五个岗位角色，在仿真的竞争市场环境

中，通过角色扮演进行模拟企业经营的分岗位开放式竞赛项

目。每支参赛队限报 1名辅导教师。 

此次比赛各参赛队自带电脑，比赛一台，另一台备用，

可自带预算表等。电脑要求 win7旗舰版系统，office2007,

谷歌浏览器，安装录屏软件且保证可正常使用，一旦发生争

议以录屏为准，否则以系统为准。 

二、竞赛时间 

“新道杯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竞赛时间 8小时。 

三、竞赛内容 

企业经营管理技能大赛是将参赛选手分成若干个团队，

接手一个制造型企业，连续从事 6 个会计年度的经营活动。

通过直观的沙盘模拟企业经营，模拟企业实际运行活动，内

容涉及企业内部的产品研发、生产组织、采购组织、市场开

发、销售、融资、财务核算等每一个运行细节，所有公司在

同一个市场中竞争。在竞赛中，学生们将遇到企业经营中常

出现的各种典型问题以及市场中变幻莫测的各种情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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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同发现机遇，分析问题，制定决策，并且加以执行，

解决问题，从而实现企业盈利及可持续发展。 

四、竞赛规则 

“新道杯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竞赛规则需根据报名

代表队数量具体制订。各学校代表队报名结束后五天后向各

代表队发放竞赛规则和市场预测。 

五、评分标准和方法 

1.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1）本赛项评分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 

（2）应用信息化系统自动评分，无人为因素干扰。 

2.评分方法 

竞赛评分方法采用由比赛软件系统自动生成的分数，扣

除赛场违规行为扣分后得出最终得分，按该得分高低进行排

序，分数高者为优胜。以模拟企业盈利情况作为评分标准。 

3.评分细则 

大赛过程中，每个团队将在六个模拟年限的运营中，对

该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厂房生产线建设、采购、生产、市场

开发、融资策略制定、质量资格认证、订单获取等，从零开

始将一家企业运营成为优秀的企业。根据各参赛队企业运营

情况，完成预先规定的经营年限，将根据各队的最后权益减

去扣分后进行排名。若分数相同，则最后一年先完成经营排

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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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行超时扣分 

运行超时有两种情况：一是指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广告

投放（广告可以提前投放）；二是指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当

年经营(以点击系统中“当年结束”按钮并确认为准)。 

处罚：按总分 1分/分钟（不满一分钟算一分钟）计算

罚分，最多不能超过 10分钟。如果到 10分钟后还不能完成

相应的运行，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2）报表错误扣分 

必须按规定时间上报报表，且必须是账实相符，如果上

交的报表与系统自动生成的报表对照有误，在总得分中扣罚

1 分/次，并以系统提供的报表为准修订。 

注意：对上交报表时间有规定，延误交报表即视为错误

一次。由运营超时引发延误交报表视同报表错误并扣分。 

（3）盘面不实扣分 

考虑到商业情报的获取，每年运行完成后，必须按照当

年末结束状态，将运作结果摆在手工沙盘上，以便现场各队

收集情报用。各队可数币、翻牌、提问（被问者要如实回答）。

如果盘面与实际不符，扣 1分/次。 

（4）其它违规扣分 

在运行过程中下列情况属违规： 

对裁判正确的判罚不服从； 

在比赛期间擅自到其他赛场走动； 

指导教师擅自进入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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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严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活动。 

    如有以上行为者，视情节轻重，扣除该队总得分的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