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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8 百蝶杯全国大学生 

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考试点、相关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和《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 号）文件精神，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多层次供应链人才，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

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设

置供应链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供应链专业人才，鼓励相关企业和专

业机构加强供应链人才培训，创新供应链人才激励机制，加强国际化

人才流动与管理，吸引和聚集世界优秀供应链人才。经研究，中国商

业企业管理协会拟定于 2018年 12月 14日至 16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

办 2018 百蝶杯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下称“竞

赛”）。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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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导思想 

    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为

主线，以行业用人要求为标准，展示流通行业供应链相关专业的教学

水平和学生的职业风采，引领本科、专科院校专业教学从知识本位向

能力本位转变，探索行业参与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提升

我国流通预就业人员职业素质，促进供应链产业健康发展。 

二、 竞赛目的 

    以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为平台，展示各地院校

的流通行业供应链相关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以及学生过硬的专业

能力和开拓进取、团队合作的职业风貌；引导和优化供应链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与选拔机制，为我国高等院校的供应链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提

供可以借鉴的实践案例。 

三、 主办单位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 

四、 承办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 

五、 协办单位 

    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 

六、 支持单位 

上海百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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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参赛对象 

（一） 参赛对象为高等院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生。 

（二） 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院校参加供应链管理师组竞赛（即本

科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院校参加助理供应链管

理师组竞赛（即高职组）。 

（三） 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院校建议专业：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会计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物流工程、工业工程、

电子商务和采购管理等专业。 

（四）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院校组建议专业：工商企业管理、

商务管理、连锁经营管理、市场管理与服务、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采购与供应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

计和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等专业。 

（五） 参赛学生的参赛资格由各院校负责审查，竞赛组委会对

参赛资格进行程序性审查。如经查实有违反本规定的行

为，当事院校和个人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八、 组队方式 

竞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加，每校参赛队数量不能超过 2 个，每

队组成人员为领队 1 人、指导老师 1-2 人、选手 4 人，派出 2 个参赛

队的院校可由领队 1 人、指导老师 2 人统一负责。选手不得同时加入

多个参赛队。组队可跨年级、专业与学历层次，但不得跨校。竞赛报

名表需按参赛队分别填写。 

九、 竞赛规程 

竞赛规程可在竞赛官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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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参赛费用 

（一） 竞赛不收取参赛报名费用。 

（二） 全国总决赛赛务费用标准为 800元/队（含参赛队选手、

领队、指导老师）。 

（三） 参赛人员的往返路费、住宿费由参赛院校自行承担，为

保证竞赛顺利进行、保障参赛人员的安全，参赛人员食

宿由竞赛组委会统一安排。 

（四） 赛务费可采取报道时缴纳（现金、刷卡、网络支付）或

提前汇款的方式缴纳，提前汇款的院校请与竞赛组委会

秘书处联系。 

十一、 竞赛日程 

时间 内容 备注 

6 月 1 日至 10月 15 日 竞赛报名 

10 月 16 日至 11月 15 日 操作演习 

自行下载安装

竞赛平台，自

主联系 

11 月 19-21 日 17:30-20:30 
场外选拔赛 

第一场（线上） 

（ 1）分组进

行； 

（2）11 月 22

日 20:00 前，

参赛队按 ITP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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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25 日 17:30-20:30 
场外选拔赛 

第二场（线上） 

平台要求和步

骤提交《供应

链构建与运营

设计方案》。 

12 月 14 日 

14:00 以后 
场内总决赛现

场报名 
住宿酒店 

19:30-20:30 领队会议 
住宿酒店 

会议室 

12 月 15 日 

8:30-9:30 开幕式 

山东财经大学 

9:30-10:00 
参赛队检录、

抽签 

10:00-12:30 第一场对抗赛 

13:30-16:00 第二场对抗赛 

16:00 以后 

参加答辩赛的 

参赛队做 

答辩准备 

12 月 16 日 8:30-12:00 答辩赛 

山东财经大学 

14:00-16:00 
颁奖仪式、闭

幕式 

注：如遇上述计划变更，由主办方另行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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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报名方式 

参赛院校填写《2018 百蝶杯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

挑战赛报名表》（见附件），经由参赛校相关院系用印后于 10 月

15 日前以扫描件形式发送至竞赛组委会邮箱。参赛报名表原件及

相关附件（报名表背面粘贴参赛选手身份证和学生证有头像页复

印件各 1 份）于参赛报道时交纳。 

竞赛组委会设在主办单位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上海）办公室，联系人：沈静 021-60492203，组委会邮箱：

xhq@Chinaftat.org。 

竞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支持单位上海百蝶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联系人：曲海峰 021-62157970。 

竞赛 QQ 群：696580111（智慧供应链双创赛教师交流群） 

竞赛官网：http://iscm.baidee.org 

演习平台：http://www.itp.cx 

十三、 其他 

（一） 鼓励参赛院校通过校内选拔赛遴选选手组建参赛队参

加竞赛，校内选拔赛事宜请联系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二） 本次竞赛的竞赛方案、竞赛平台有竞赛组委会统一发

布。竞赛平台经下载安装后可在规定时间内供参赛校操

作演习，具体事宜请联系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三） 参加总决赛的选手参赛时请着职业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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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竞赛信息发布平台 

竞赛官网：http://iscm.baidee.org 

校行企合作联盟微信公众号：xhqhzlm 

附件：《2018 百蝶杯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报名

表》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 

2018 年 5 月 

抄送：企业协会领导（刘）、协会办公室、教育工作委员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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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百蝶杯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报名表 

院校名称  

参赛队编号 □一队    □二队 参赛队组别 □本科及以上    □高职高专 

开票信息  

院校地址  

领队老师 

姓名  性别  E-mail  

手机  职务  备注  

指导老师 

姓名  性别  E-mail  

手机  职务  备注  

姓名  性别  E-mail  

手机  职务  备注  

参赛选手 

姓名  性别  手机  

专业  年级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专业  年级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专业  年级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专业  年级  身份证号  

参赛校审核

意见（由参赛

校相关院/系

负责人填写） 

经审核，上述选手都为本校全日制在校生，学历层次为 

同意参赛    

                                 

                                              （盖 章）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