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中职组)比赛（报到）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有关单位：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中职

组）将于 2022年 8 月 17日-20日在山东省日照市科技中等

专业学校（日照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举行，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22 年 8月 16日-8 月 17 日全天 

（如因疫情防控需要提前报到，将另行通知） 

二、报到地点 

各地区参赛队到指定酒店办理入住和报到手续，并领取

参赛资料。 

报到酒店 1: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基地龙河宾

馆（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林河路 7 号）。 

报到参赛队：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

青岛、山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江西、湖北、厦门、

海南。 

报到酒店 2:日照飞天宾馆（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山风景区

南麓）。 

报到参赛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青海、西藏、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福建、安徽、湖

南、广西、江苏。 

报到酒店 3：松月湖蓝海钧华大饭店（日照市松月湖旅

游度假区） 

报到参赛队：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深圳、浙江、

宁波、大连。 

各参赛队无需提前预定房间，赛项执委会根据回执情况

预留房间。届时入驻宾馆情况，根据各参赛队报名人数进行

适当调整，并随时进行告知。 

三、比赛时间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8 月 16 日、

17 日 

8:00-19:00 参赛队报到，收取资料。 
报到酒店 

16:00-20:00 核酸检测 

8 月 18 日 

7:00-11:00 封闭隔离，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报到酒店 

11:30-13:00 午餐 

15:30-16:00 开赛式 
实训基地报告厅 

16:00-16:30 领队会、抽取检录序号 

16:30-17:00 熟悉赛场（按检录顺序号分组进行） 比赛场地 

17:00-18:00 核酸检测 实训基地报告厅 

18:00-19:00 晚餐 实训基地餐厅 

8 月 19 日 

7:00-08:10 选手检录、两次加密、入场、赛前准备 

比赛场地 

8:10-08:25 抽取竞赛试卷 

08:25-11:25 上午比赛 

11:25-12:00 选手午餐 

12:00-17:15 下午比赛 

18:00-19:00 晚餐 实训基地餐厅 



 

19:30-20:20 闭赛式 实训基地报告厅 

8 月 20 日 全天 离会返程 

注：个别议程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以现场通知为准。 

四、食宿及交通安排 

食宿费用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费用自理。 

1.住宿安排： 

所有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统一指定入驻日照市科

技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基地龙河宾馆及松月湖蓝海钧华大饭

店、日照飞天宾馆； 

2.用餐安排： 

为保证大赛期间参赛人员饮食安全，各位领队、参赛选

手、指导教师一律在入驻酒店或指定地点用餐。 

3.交通安排： 

（1）报到当日，根据各参赛队预定抵达时间和交通方

式，学校安排在日照站、日照西站、日照山字河机场统一接

站。 

（2）返程当天，各参赛队根据预定返程时间和交通方

式选择学校提供的车辆，所有送站车辆将分别按预定时间从

酒店大堂门口出发，届时各参赛队的志愿者将会提前联系各

队负责人。 

五、比赛内容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将每个参赛队作为一个经营团

队，每个团队分设总经理、财务经理、运营经理、营销经理

4 个岗位，各团队经营一个制造型企业，在仿真的竞争市场

环境中，通过分岗位角色扮演，连续从事 5个会计年度的模



 

拟企业经营活动。考察参赛选手资金预算分析、妥善控制成

本、编制财务报表、市场趋势预测、市场开发决策、营销策

略策划、产品研发决策、生产采购流程决策、库存管理、产

销结合匹配市场需求等财经商贸类会计事务、市场营销等专

业的核心技能。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会运用到企业管理、基础会计、财

务会计、统计分析、市场营销、市场调查与分析、EXCEL 工

具运用等财经商贸类专业核心课程知识，处理企业经营中常

出现的各种典型问题，提升其团队协作能力、财务数据分析

能力、计划预算能力、变化应对能力及临场决策能力等职业

能力与职业素养。其竞赛时长及成绩比例如下表所示： 
 

比赛内容 总时长 备注 
成绩

比例 

1.方案设计：产品策略、融资策略、

市场策略、销售策略等 50分钟 无 

100% 

2.市场活动：查看与分析市场广告、

参加订货会及订单获取等 130分钟 
第2年25分钟； 

第3-5年各35分钟 

3.企业运营：产品研发、厂房、生产线

建设、开拓市场、采购、生产、交货、

财务核算等 
210分钟 

第1年30分钟; 

第2-5年每年 45分钟 

4.运营分析：竞赛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广告投放 80分钟 第2-5年每年20分钟 

合计 470分钟 

六、组队与报名 

1.参赛队组成：参赛选手为 2022 年在籍中职学生，不

接收跨校组队，不分性别、不分年级，每队 4名选手。 

2.每个参赛队安排 1 名领队、不超过 2名指导老师，负

责本校参赛队的参赛组织和与大赛组织机构的联络。 



 

3.参赛队员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

如筹备过程中，队员因故不能参赛，所在省教育主管部门需

出具书面说明并按相关规定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竞赛开始

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4.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

证、有效身份证件、着大赛服装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参赛

选手注意仪容仪表。 

5. 报名方式与程序请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

统一安排，进行网上报名。 

七、赛事观摩 

因疫情原因，本次比赛不邀请参赛队以外人员观摩。 

本次比赛赛场设有摄像头，全程录像，参赛队领队、指

导教师可在指定区域通过视频直播观摩比赛。 

八、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按照《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山东赛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等文件要求，所有参赛人员、专家、裁

判员、监督员、仲裁员、技术支持人员及与会领导、工作人

员、列席人员、志愿者、驻地服务人员和司乘人员等均纳入

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1.所有人员均需携带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

并且在赛场驻地再次进行 1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方可

参加活动。比赛前 1 天再进行 1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

方可参加比赛。 

2.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参赛：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

7 天内有发生本土疫情地区或 10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7天

内有国内发生本土疫情的县（市、区）和有扩散风险的毗邻

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居住社区 10 天内发生疫情的；近 7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

者。  

3.报到前 7天起，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

早、晚各进行 1次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

咽痛、打喷嚏、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味嗅

觉减退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所在单位报告，并尽快就诊排

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 

4.比赛期间，严格落实赛场实名签到，以便必要时开展

追踪监测。每天采取自查的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行

一次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

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

所在单位和承办校报告，并尽快就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

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 

5.报到时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山东省

电子健康通行码（见附件 2）、健康筛查信息采集表（见附件

3）、承诺书(见附件 4)、健康排查单位证明（流行病学史筛

查）（见附件 5，加盖单位公章）。 

6.对经健康筛查和核酸检测合格的人员进行全封闭管

理，在住地、赛场、交通各环节全部实行闭环管理，不与赛

外人员接触交流。未经筛查和检测的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

域。闭环内的人员如需离开闭环区域，需经赛项执委会批准，



 

能否返回赛场，应经赛项执委会和当地疫情防控专业人员进

行评估后确定。 

   7.所有人员在住宿登记、集体乘车、进入赛场和会场前

均要核验健康码和体温检测，健康码显示黄码、红码和体温

≥37.3℃人员一律不得入内，途中和密闭公共场所合理佩戴

口罩并随身携带备用口罩。 

九、其他注意事项 

1.请各参赛队认真填写参赛队回执（附件 1），于 8 月 7

日 17:00 前发送电子邮件至接收回执邮箱，并请电话确认，

以便安排接送站及食宿事宜。 

2.参赛选手报到时请出示相关证件、核实身份。选手必

须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A4 纸，正反面印在同一页）、

学生证及复印件（A4 纸，加盖学校公章）、保险单原件及复

印件，特殊情况须经所在省教育厅出具有效证明。 

3.选手身份信息必须与网上报名信息一致。报到入住时

各参赛队领取领队证、指导教师证、选手参赛证，同时领取

参赛服装和赛项资料（为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提供统一服

装）。 

4.请各参赛队于参赛前为每组参赛队录制 5分钟左右的

带训练场景的视频（视频采用 H.264 编码方式，码流 256 

Kbps 以上，帧率不低于 25 fps，分辨率不低于 1024×576

（16:9）；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保证优良的声音质量）或

5-10 张训练或指导类照片（照片格式 JPEG，单张大小不低

于 1MB）。文件名为“学校名”，于 2022 年 8月 7 日 17: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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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至邮箱 wlszhj@126.com。 

5. 请 各 代 表 队 加 入 “2022 年 沙 盘 国 赛 ”QQ 群

474525592，并修改备注格式为“XX 学校代表队+姓名”，及

时获取大赛相关信息。 

6.本次竞赛安排专人负责日照站、日照西站、日照山字

河机场接送站，若自行前往报到地点，可参见附件交通指南。 

十、联系方式 

1.承办校联系人： 

何  健   电话：18863337933 

2.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 

邓俊杰   电话：16680546699 

3.接送站联系人： 

于善华   电话：18863339551 

4.酒店联系人：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基地龙河宾馆： 孙善帅  

电话：18263300418 

日照飞天宾馆：李  瑶   电话：17763320481 

松月湖蓝海钧华大饭店：厉 娜  电话：18863339826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执委会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代章） 

 2022年 8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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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赛队回执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参赛回执 
所属省（市）：                            参赛院校（盖章） 

各省(市)领队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学校）及职务  

参赛师生等信息 

指导教师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方式 职务 备注 

     请有民族风俗

要求者于此栏

注明。 
     

参赛选手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方式 

确定 1人为

队长 

     

     

     

     

人数合计          人，其中男：      人， 女：      人。 

到达航班

/车次及

站点 

 
到达日期 

及时间 
   月   日   时   分 

返程航班

/车次及

站点 

 
返程日期 

及时间 
   月   日   时   分 

住宿要求 

单间数  是否接受合住：是□       否□         

入住时间  月  日                       

退房时间  月  日 标间数  

注： 1.接站点为“日照站/日照西站/日照山字河机场”; 

2. 请各参赛院校于 8月 7日 17：00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交至指定邮箱 wlszhj@126.com电子文件

名称为“××省(市)_ ××院（校）参赛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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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 

 



 

附件 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赛项人员健康筛查信息采集表（参赛队所有人员）  

   

 

  情形 

 

 

 

姓名 

 

健康排查（流行病学史筛查） 

7 天内有发

生本土疫情

地区或 10 

天内有境外

旅居史 

①是 

②否 

7 天内有国内发生

本土疫情的县（市、

区）和有扩散风险

的毗邻地区旅居史

和接触史 

①是 

②否 

居住社区

10 天内发

生疫情 

①是 

②否 

属于下面哪种情形 

①确诊病例 

②疑似病例 

③无症状感染者 

④尚在隔离观察期的

密切接触者、次密接 

⑤以上都不是 

近 7 天有发

热、咳嗽等症

状未痊愈的，

未排除传染病

及身体不适 

①是 

②否 

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

结果 

①阳性 

②阴性 

       

健康监测（自赛前 7 天起） 

天数 
监测 

日期 

健康码 

①红码 

②黄码 

③绿码 

早体温 

（℃） 

晚体温 

（℃） 

是否有以下症状 

①发热②乏力③咳嗽④咽痛 

⑤打喷嚏⑥腹泻⑦呕吐⑧黄疸 

⑨皮疹⑩结膜充血⑪味嗅觉减退 

⑫都没有 

如出现以上所

列症状，是否排

除疑似传染病 

①是 

②否 

1       

2       

3       

4       

5       

6       

7       

报到日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不良后果，本

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                             联系电话：               
 

 

 

附件 4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疫情防控健康承诺书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学    校:                              

本人赛前 10天内住址(请详细填写，住址请具体到街道/社区及

门牌号或学校地址): 

                                                        

1.本人赛前 7天内，是否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未排除

传染病及身体不适。                                   □是□

否 

2.本人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               □是□

否 

3.本人赛前 7天内是否有发生本土疫情地区或 10天内有境外

旅居史。                                             □是□

否 

4.本人赛前 7天内是否有国内发生本土疫情的县（市、区）和

有扩散风险的毗邻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                 □是□

否 

5.本人赛前 10天内，居住社区是否发生疫情。      □是□否 

提示: 

1.以上 1-5项目中如有“是”的，不得参赛。 

2.赛前 10天内减少不必要出行，不聚餐、不聚会、勤洗手，正

确佩戴口罩。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不良后果，

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处罚。 

 

 

 

本人签名：              填写日期： 
 

 

 



 

附件 5 

健康排查（流行病学史筛查）单位证明 
 

本单位已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本单位所有参赛人

员报到前 7天组织开展健康排查(流行病学史筛查)。确定所

有参赛人员：无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

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无近 7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

痊愈者，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无近 7 天内有发生本

土疫情地区或 10天内有境外旅居史；无居住社区 10 天内发

生疫情的。 

所有参赛人员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6 

交通指南 

一、龙河宾馆 

入住地点：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基地龙河宾馆 

大赛地点：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基地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林河路 7号 

1.日照站至龙河宾馆（比赛赛场）乘车指引： 

日照火车站下车后乘 1 路公交车,至“兴业世纪城”下

车，同站换乘 C305，至科目三考试中心下车，步行 492米，

到达赛场。 

2.日照西站至龙河宾馆（比赛赛场）乘车指引： 

日照西站火车站下车后乘坐 C318 路公交车,至市车管

所下车，同站换乘 C305 至科目三考试中心下车，步行 492

米，到达赛场。 

3。日照山字河国际机场至龙河宾馆（比赛赛场）： 

从日照山字河机场（公交站）上车，乘坐 C106 路至会

展中心下车，同站换乘 C305 路，至市科技中专下车，到达

赛场。 

二、日照飞天宾馆 

1.日照站至飞天宾馆乘车指引： 

日照火车站下车后乘 1 路公交车,至“兴业世纪城”下

车，同站换乘 C305，至“安泰山水和院”下车，同站换乘

C309，至“九仙山东门”下车，步行 800 米，到达宾馆。 

2.日照西站至飞天宾馆乘车指引： 

日照西站火车站下车后乘 C318路公交车,至“白鹭湾童

话村”下车，同站换乘 C309，至“九仙山东门”下车，步

行 800米，到达宾馆。 



 

3.日照山字河国际机场至飞天宾馆乘车指引： 

从日照山字河机场（公交站）上车，乘坐 C106 路至“会

展中心”下车，同站换乘（文博中心公交站）C305，至“安

泰山水和院”下车，同站换乘 C309，至“九仙山东门”下

车，步行 800米，到达宾馆。 

三、松月湖蓝海钧华饭店 

1.日照站至松月湖蓝海钧华大饭店店乘车指引 

日照火车站下车后乘 1 路公交车,至“兴业世纪城”下

车，同站换乘 C305，至于家沟村下车，步行至松月湖蓝海

钧华大饭店。 

2.日照西站至松月湖蓝海钧华大饭店乘车指引 

日照西站火车站下车后乘 C318路公交车,至市“北开发

区管委”下车，同站换乘 601，至于家沟村下车，步行至松

月湖蓝海钧华大饭店。 

3. 日照山字河国际机场至松月华蓝海钧华大饭店乘车

指引 

日照山字河机场（公交站）上车，乘坐 C106 路至“会

展中心”下车，同站换乘（文博中心公交站）C305，至于家

沟村下车，步行至松月湖蓝海钧华大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