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学 生 联 合 会                             
 
关于举办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划大赛的通知 

 

各高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及全国教

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在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鼓励大学

生创新创业，不断提升金融素养、理财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

划大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时间 

2019 年 6 月-12 月 

二、大赛主题 

理财新规划  助力千万家 

三、赛事组织结构 

指导单位：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主办单位：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承办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四、参赛对象 

1、2019 年 9 月 1 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

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2、大赛以学校为参赛单位选派参赛团队，每个学校选派参

赛队伍不超过 10 支，每支团队 3-5 人，配一名指导老师。 

五、赛事流程 

本届大赛采取校级和市级两级赛制。 

校级比赛：各参赛者向所在高校团委提出参赛申请并递交

参赛作品。各高校经选拔、评审后，统一报送至大赛组委会秘

书处。 

市级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具体安排

如下： 

1、市级初赛 

9 月 20 日前，各高校团委向大赛组委会秘书处提交《第六

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划大赛作品登记表》电子版和完整的参

赛作品电子版（PDF 格式），发送至 shdxslcghds@163.com。大

赛组委会将对作品进行统一评审，于 9 月 30 日公布入围复赛的

作品名单并提供修改意见。 

2、市级复赛 

10 月 11 日前，参赛团队提交参赛作品（纸质版一式三份

和电子版）及答辩 PPT 至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具体安排另行通

知。大赛组委会将于 10 月 12 日统一组织入围复赛的团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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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答辩，评审委员会将根据作品和答辩成绩进行考评，于 10

月 14 日公布入围决赛名单。 

3、市级决赛 

11 月 15 日前，入围团队将最终作品（纸质版一式五份和

电子版）及答辩 PPT 提交至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大赛组委会将

于 11 月 16 日统一组织各团队进行现场答辩，评选出本届大赛

的各项奖项并于 11 月 18 日公布。 

4、颁奖典礼 

12 月中上旬，颁奖典礼将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举行。 

六、大赛评审 

组委会将邀请银行家、风险投资家、金融学专家等专业人

士成立评审委员会，承担大赛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将对参

赛团队及其作品进行初赛、复赛、决赛三轮评审，最终确定本

届大赛的各项奖项归属。 

七、活动日程 

时间 阶段 

6 月-7 月 调研 

9 月 20 日 作品登记表与初赛作品提交 

9 月 21 日-9 月 29 日 初赛作品评审 

9 月 30 日 初赛结果公布 

10 月 11 日 复赛作品提交 

10 月 12 日 复赛 

10 月 14 日 复赛结果公布 

11 月 15 日 决赛作品提交 



11 月 16 日 决赛 

11 月 18 日 决赛结果公布 

12 月中上旬 颁奖典礼 

八、大赛奖励 

1、决赛奖项设置： 

特等奖 1 名：现金奖 10000 元+上海知名金融企业实习或

工作推荐+行业导师指导+“理财能手”荣誉称号； 

一等奖 2 名：现金奖 5000 元+上海知名金融企业实习或工

作推荐+行业导师指导+“理财能手”荣誉称号； 

二等奖 3 名：现金奖 3000 元+上海知名金融企业实习或工

作推荐+行业导师指导+“理财能手”荣誉称号； 

三等奖 4 名：现金奖 2000 元+上海知名金融企业实习或工

作推荐+行业导师指导+“理财能手”荣誉称号； 

2、优秀组织奖：     

设高校优秀组织奖 5 名，奖金 800 元；高校优秀组织者奖

5 名，奖金 500 元，奖励在大赛中组织高效、成绩突出的高校

及个人。 

九、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本届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秘书处和上

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团委。 

组委会联系人：顾正云    

联系电话：021-33938972  18021097612 

组委会秘书处邮箱: shdxslcghd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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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 995 号金融学院第五教

学楼 320 室。 

邮编：201209 

 

附件： 

1、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划大赛作品登记表 

2、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划大赛评审细则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2019 年 7 月 12 日 

 

 

 

 

 

 

 

 

 



附件 1： 

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划大赛作品登记表 

 

说明：1、每份作品填写一张表格，此表可以复制； 

2、如参赛团队需要说明，请在备注栏中写明； 

3、电子版以 PDF 格式上交； 

参赛作品名称  

团队名称  

指导老师  

负责人 
姓名 学校 联系方式 

   

 

其他 

成员 

   

   

   

   

备注 

 

 

 

 

 



附件 2： 

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理财规划大赛评审细则 

 

一、初赛 

调研报告+根据调研对象的理财方案 

内容 观测点 比例 

调研报告（30％） 

1.调研对象代表性 10％ 

2.组织实施创新性 5％ 

3.调研结论可靠性 15％ 

理财方案（70％） 

1.方案完整性 10％ 

2.方案可操作性 50％ 

3.方案前瞻性 10％ 

 

二、复赛 

方案展示 

内容 观测点 比例 

方案展示 

1.调研结果 10％ 

2.方案完整性 10％ 

3.方案可操作性 10％ 

4.方案前瞻性 10％ 

5.方案理论支撑 25％ 

6.方案应用价值 35％ 



三、决赛 

提供真实案例进行理财方案展示+理财知识宣传社会实践

方案 

内容 观测点 比例 

方案展示（70％） 

1.方案完整性 10％ 

2.方案操作性 10％ 

3.方案前瞻性 10％ 

4.方案理论支撑 10％ 

5.方案应用价值 30％ 

社会实践方案（30％） 

1.应用价值普惠性 10％ 

2.实践的可操作性 10％ 

3.应用价值辐射性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