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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名称

河北省 2021 年职业院校学生跨境电子商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二、竞赛目的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加快，在国家“一带一路”、“互

联网+”战略指引和积极政策支持的宏观环境下，作为新型国际贸易

方式的跨境电子商务异军突起，成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

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面对庞大的市场空间和旺盛的社会需求，如

何建立科学的培养模式以增加对口的专业人才，成为高校、企业乃至

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指

导性意见》（国办〔2015〕46 号），提高河北省高职高专院校相关

专业跨境电子商务方向教学水平，推动院校跨境电子商务教学体系和

内容建设，帮助学生建立跨境电商综合认知体系，提升跨境电商运营

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建设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后备人才队伍。河北省电

子商务职业教育集团决定举办河北省 2021 年职业院校学生跨境电子

商务技能大赛（高职组）。

三、参赛对象

河北省在籍高职高专类院校学生

四、竞赛内容

参赛团队使用技术支持单位研发的“奥派跨境电商理论考核平

台”、“奥派跨境电商运营决策沙盘”进行现场竞赛。竞赛过程由团

队 3名参赛成员共同协作完成。

理论考核参赛学生对跨境电商理论知识的认知程度；沙盘系统以

典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日常活动为基础，以第三方店铺运营、独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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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为出发点，高度还原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日常运营活动，构建“采

购”→“推广”→“销售”经营链路。并将企业经营分为 6大职能中

心：战略规划中心、运营中心、营销中心、技术开发中心、物流供应

链中心、财务中心。旨在让学生体验企业各个管理决策岗位，进行市

场分析、投资决策、全流程模拟对抗环节。其主要职能岗位的职责及

各岗位目标如下表：

竞赛岗位 岗位职责 岗位目标

CEO

经营战略与规划

 确定公司经营地及业务方向

 选取目标市场和主营商品，确

定品牌策略

分析商品背景及市场数据，确定企业经营

战略和方针，为经营实施指明方向

COO

第三方店铺运营

 店铺设置与装修

 商品管理

 促销活动与推广

 客户服务与咨询处理

 店铺诊断与运营过程分析

 掌握店铺运营核心业务内容及流程

 熟悉店铺必备要素及不同的装修风格

 掌握商品标题、主图注意事项及针对不

同国家的定价策略、物流方案等

 熟悉各种促销活动及推广手段的优势

及应用方法，根据企业目标选取合适的方

式进行推广

 熟悉业务各环节的客服常见问题及一

般术语规范，能够及时有效地解答客户疑

问，促成交易

 掌握漏斗模型机制，据此诊断运营过

程，对症优化决策

CTO 独立站建设与维护  熟悉网站建设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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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域名、服务器管理，

 网站规划、建设与维护

 网站监测与流量来源分析

 熟悉不同建站模式及各自优点，掌握网

站结构及核心功能

 根据网站监测数据，分析流量渠道表

现，为营销策略调整提供参考

CMO

营销推广

 用户分析和营销渠道分析

 营销策划与实施

 营销监测与各渠道营销效果

对比分析

 识别消费者属性及行为特点、偏好，了

解各营销渠道特点及用户适用性，为营销

规划和实施提供参考

 掌握各渠道的推广方法及推广内容

 通过实时监测数据和结果数据，分析各

渠道的营销效果，衡量投出产出效益，为

后续提高营销的精准性提供依据

CSO

采销与物流配送

 物流方案及运费模版设置

 商品采购管理

 仓储管理及智能发货

 交易管理

 了解直邮方案及海外仓方案的区别及

优缺点，依据物流方案，为不同国家制定

不同的运费模版

 基于成本和定制需求，执行合理的采购

计划

 了解各类仓库参数，合理布局仓库，达

到节约成本，同时满足订单发货及时性需

求

 根据各国家、各商品的交易情况，调整

商品销售市场，争取国家和商品的匹配能

够发挥最大交易效能

CFO
财务管理

 实时掌握财务概况

 能够依据资金现状，提前规划，保证企

业运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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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汇及退税

 财务分析

 根据汇率波动，选择恰当节点进行结汇

 掌握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熟悉不同财务报表的作用，掌握财务分

析方法，根据财务数据分析企业决策投入

产出比，为其他部门的决策优化提供数据

支持

五、竞赛方式

（一）组队方式

竞赛为团队赛，每支团队由 1-2 名指导教师、3名学生组成，每

支参赛团队设一名队长。竞赛过程由团队共同协作完成，不得跨院校

组队。

（二）竞赛时长

竞赛总时长为 210 分钟，理论考核为 60分钟，沙盘为 150 分钟，

沙盘共开启三期，三期沙盘的开启时间分别为 60分钟、50 分钟、40

分钟。

六、报名方式

（一）竞赛以院校为单位报名，每所院校至多报名 2 支团队。

（二）报名方式：参赛院校请于 2021 年 6 月 4 日 18:00 前登录

“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官网进行网上报名，填报指导教师和学

生参赛信息。

大赛官方网站为：http://hbszjs.hebtu.edu.cn/jnds/

报名咨询：承办院校老师：赵瑞卿 17732111989

技术支持单位：任老师 025-83493806

七、竞赛组织

http://hbszjs.hebtu.edu.cn/j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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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赛事进程筹建以下竞赛机构：

（一）竞赛组织委员会

负责规划竞赛的整体安排并对竞赛期间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该

委员会内设竞赛工作专家小组，负责为竞赛规程、赛事组织、试题命

制以及为赛事执行期间相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二）竞赛执行委员会

负责竞赛各项工作的落实执行，确保竞赛各环节组织工作顺利进

行。该委员会设秘书处，办公地点设在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竞赛评审委员会

负责按照判分程序进行比赛成绩评定与情况反馈。

（四）竞赛仲裁委员会

负责竞赛期间争议事项的判定与仲裁。

八、竞赛日程

序号 时间 赛事进程

1 4 月 29 日-6 月 4 日 竞赛报名

2 5 月 1 日-6 月 17 日 赛前沙盘练习开启

3

6 月 18 日

13:00-17:00 参赛团队报到，领取竞赛资料

4 17:00-17:30 领队会

5 17:30-18:00 参赛团队熟悉考场

6

6 月 19 日

8:00-8:30 参赛团队检录、抽取考场座位号

7 8:30-9:30 跨境电商理论知识考核

8 9:30-12:00 跨境电商运营决策沙盘竞赛

9 12:00-13:00 午餐

10 12:00-15:00 统分、挑拣证书

11 15:00-16:00 颁奖典礼

九、评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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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成绩由理论知识考核和沙盘两部分组成。总成绩为 100 分，

理论知识考核占比 30%，沙盘占比 70%。

第一部分：跨境电商理论知识考核。采用闭卷机考方式，系统自

动出分，总分 100 分，主要包含三种题型。

1.单选选择题

本类题共 30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每题的选项中，只有

1个是正确选项，错选、多选、未选均无分。

2.多项选择题

本类题共 5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每题的选项中，至少

2个（含）以上是正确选项，错选、多选、漏选、未选均无分。

3.判断题

本类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5 分。

第二部分：跨境电商运营决策沙盘。由系统依据参赛团队运营状

况自动判分。系统成绩考核以销售漏斗模型为系统计算依据，以“流

量-访客-下单-支付”四大运营关键点为模型基础，抽取利润率和总

资产两项财务指标作为各个运营期成绩评定要素，综合考察“能挣钱”

和“有钱”两个维度。具体的计算规则如下：

（一）总得分

运营期结束后，依据企业两大财务指标总资产及利润率进行自动

判分与成绩排名，利润率越高，成绩越高，期末资金越多，成绩也越

高。实验结束后，取各运营期成绩均值（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计

入实验总成绩。

（二）流量计算规则

实验总流量由第三方店铺平台流量、独立网站流量以及营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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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三部分组成。

1．第三方店铺平台流量正相关指标包含店铺装修效果、产品标

题与主图引流率、促销推广引流效果与橱窗引流效果，各指标效果越

好，流量值越高。

2．独立网站流量正相关指标包含域名申请期限、服务器配置效

果、建站效果、网站设计功能价值、节日投入效果系数与网站维护效

果，各指标效果越好，流量值越高。

3．营销流量正相关指标包含搜索引擎营销效果、社会化营销效

果、折扣营销效果与邮件营销效果，各指标效果越好，流量值越高。

（三）访客计算规则

访客由第三方店铺平台访客与独立网站访客两部分组成。

1．第三方店铺平台访客正相关指标包含产品自然流量、促销推

广引流效果与橱窗引流效果，各指标效果越好，访客数越高。

2．独立网站访客与营销流量精准度相关，营销流量精准度越高

访客数量越高。

（四）下单人数计算规则

下单人数正相关指标包含产品详情信息服务系数、物流服务水平

与客服服务水平，各指标效果越好，下单人数越多；下单人数负相关

指标包含产品定价，产品定价越低，下单人数越多。

（五）支付人数计算规则

付款人数正相关指标包含产品促销力度与支付方式系数，各指标

效果越好，支付人数越多；付款人数负相关为产品运费，运费越低，

支付人数越多。

十、竞赛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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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参赛团队竞赛成绩排序计奖，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获得一等奖

的团体的指导教师授予省级“优秀指导教师奖”。由河北省教育厅统

一印制证书。

十一、申诉与仲裁

（一）竞赛组委会下设仲裁委员会，对本次竞赛期间的申诉行为

进行仲裁，以此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的公平公正。

（二）参赛团队对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文件，有

失公正的检测、评判、奖励，以及对组委会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可

提出申诉。

（三）竞赛申诉须由团队队长按照要求填写《全国跨境电子商务

技能竞赛仲裁表》（详见附件 1）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时效为考

试结束后 2小时内。

（四）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后，经调查核实和技术数据比对后作

出最终裁决，并通知申诉团队领队教师。

（五）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十二、竞赛环境

（一）软件环境

奥派跨境电商理论考核平台、奥派跨境电商运营决策沙盘软件

（二）硬件环境

竞赛场地需按实际参赛队数量及参赛学生人数预置相应的机房

和电脑机位，每位参赛学生 1个机位，同时每个机房设置参赛学生数

10%的备用机位。

（三）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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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要求

名称 系统/软件 备注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64 位

Window 组件 .netframework3.5,.netframework4.0.netframework4.5

数据库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7 (RTM) Enterprise 64 位

浏览器 chrome48.0.2564.97 及以上

软件 office2010，notepad++，搜狗输入法

2．硬件要求

CPU E5 主频 2.4G 16 核 32 线程

内存 32G 以上

显示器分辨率 1440*900(推荐 1920*1080)

网卡（交换机） >=千兆，稳定无丢包

USB 插槽 >=USB2.0 传输口（推荐 USB3.0）

硬盘
15000 转机械硬盘或固态硬盘，可用空间 100G 以上，沙盘数据

写入分区可用空间 100G 以上

（四）学生端电脑

1．软件要求

名称 系统/软件 备注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浏览器 chrome48.0.2564.97 及以上

2．硬件要求

配件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Intel 酷睿双核 i3 Intel 酷睿双核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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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4G >=8G

显示器分辨率 1440*900 1920*1080

网卡 100M >=1000M

（五）网络环境

竞赛场地使用局域网络，不连接 Internet，禁止外部电脑接入。

网络主干道千兆带宽，无瓶颈（如出现百兆交换机、百兆网线等瓶颈）；

每个赛场带宽不少于百兆，确保学生机网络连接正常，不对单台学生

机器做过小的带宽限制（>1M）,不主动切断学生机的网络；整体网络

无流量限制，无最大带宽设置，不因人为设置的限制导致断网；分配

的赛场所有机器最好在一个子网内。赛场应采用统一的杀毒软件对服

务器进行防毒保护。

十三、赛前模拟与准备

组委会将适时组织线上培训，并开放竞赛平台供参赛选手赛前模

拟，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十四、赛事联系

（一） 赛务综合咨询

竞赛咨询：任老师 025-83493806

承办院校联系人：赵老师 17732111989

（二） 竞赛交流 QQ群

群名称：河北省 2021 年职业院校学生跨境电子商务技能大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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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组）交流群

群号：691605379

附件：《河北省 2021 年职业院校学生跨境电子商务技能大赛（高

职组）仲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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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 2021 年职业院校学生跨境电商技能大赛（高职组）

仲裁申请表

注：请于考试结束后两小时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

学校 指导教师 日期

团队成员 联系方式

申请事项

申请理由

仲裁意见

仲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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