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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参会代表 

尊敬的参会代表： 

欢迎您参加第二届 “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中部

赛区）的赛会，为方便您在赛会期间的活动安排，现将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报到须知 

（一）报到时间：2017 年 6 月 9 日 14:00—22:00    

报到地点： 

如家快捷酒店-行创六路店，地址：无锡市新区行创六路 8号 

汉庭酒店-无锡新加坡工业园店，地址：无锡新区行创六路 6号-1 

（二）报到所需资料： 

1、参赛学生的学生证、身份证原件；  

2、指导教师的身份证原件 。 

（以上参赛学生与指导教师名单必须与正式报名表名单一致） 

（三）住宿安排：承办学校为各参赛学校领队、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统一安

排入住如家快捷酒店-行创六路店和汉庭酒店-无锡新加坡工业园店，费用自理。   

（四）比赛日饮食安排：早餐，各参会代表在所住宿酒店就餐。午餐，参赛

学生、裁判、监考教师盒饭送进赛场；指导教师、工作人员统一安排在无锡科技

职业学院教工食堂就餐。请各位参会代表随身携带代表证，作为用餐凭证。 

二、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地点 内容 

6 月 9 日 
14:00-22:00 酒店前台报到、领取大赛相关资料和用品 

17:00-18:00 赛前说明会（各参赛学校领队参加），地点：学校 C108 

6 月 10 日 

6:40-7:00 酒店就餐 

7:00-7:20 
参赛团队宾馆出发步行或公交前往学院东大门电子屏前空地

排队集合 

7:20-7:30 志愿者率参赛团队依次入场 A楼报告厅（规定位置） 

7:50-8:00 领导、嘉宾、媒体入场 A楼报告厅 

8:00-8:30 开幕仪式（A楼报告厅） 

8:30-8:55 全体合影留念（南门罗马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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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9：00 合影结束，志愿者带参赛队至 I楼四楼赛场外候场 

9:00-9:25 

裁判、监考监督下赛场启封；裁判、监考入场就位 

指导教师（凭身份证）在 I楼入口处进行抽签 

志愿者带参赛队进入赛场 

9:25-9：30 志愿者离场，带领指导老师前往 M楼休息室 

9:30-12:10 学生对抗赛（完成比赛第一、第二、第三期） 

12:20-13:00 

 

参赛选手、裁判、监考人员在 I楼比赛场地用餐，指导老师、

工作人员在教工餐厅用餐 

13:00-14:40 学生对抗赛（完成比赛第四期、第五期，提交） 

14:40-14:50 
提交后确认成绩（裁判和监考），选手退场，由志愿者引导至

大赛闭幕式现场 A楼报告厅规定位置 

12:30-14：50 申诉阶段 

14:50-15:50 评分，计算区域赛总成绩 

16:00-16：40 闭幕式暨颁奖（A楼报告厅） 

16:40 大会结束 

 

三、用餐安排 

1、参赛学生、监考人员、裁判 

时间：10 号  中午 12:20-12:50        

地点：比赛场地（盒饭送进） 

2 指导老师、工作人员、志愿者 

时间：10 号  中午 11:30-12:10        

地点：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教工餐厅 

注意事项：请各位参会代表随身携带代表证作为用餐凭证。 

四、参考交通路线 

１．无锡火车站——住宿酒店（新区行创六路）（预计 70 分钟） 

公交线路：30 路/35 路大站车（新区分公司方向）火车站→机场路（高浪路） 

35 路（公交硕放停车层方向）火车站→新区国际礼拜堂(锡士路） 

打车参考：35 元 

2. 无锡新区火车站----住宿酒店（新区行创六路）（预计 3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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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路：69 路城际铁路无锡新区站→机场路（高浪路） 

打车参考：15 元 

3. 无锡东站——住宿酒店（新区行创六路）（预计 100 分钟） 

公交路线：777 路无锡东站→机场路（高浪路） 

打车参考：35 元 

4. 住宿酒店（新区行创六路）——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预计 17 分钟） 

公交线路：G1 路/69 路/777 路机场路（高浪路）→科技职业学院（锡士路） 

35 路/93 路/31 路新区国际礼拜堂(锡士路）→科技职业学院（锡士路） 

35 路大站/103 路机场路（高浪路）→科技职业学院 

766 路欧陆风情街→科技职业学院（锡士路） 

步行参考：约 24 分钟 

五、会务组联系人 

郦宏晖 18961759552；张靓 13771891298；戴媛媛 18961759569； 

叶静 18051562372；褚智 13814225949；曹方建 18961759857。 

 

 

第二届“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 

中部赛区组委会 

                                         201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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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赛事说明 

一、总决赛入围规则与中部赛区奖项设置 

（一）各赛区入围全国总决赛数量原则 

  本次大赛共有 48 个团队将进入总决赛。各赛区进入总决赛的数量须依据

各赛区参赛团队数量与晋级数量等比例原则，并四舍五入取整数。 

分区赛各承办学校可以派两支队伍参赛，有且只有一支队伍入围全国总决

赛。若总决赛有队伍退出，由其所在的赛区排名靠前的队伍代替。 

（二）各赛区参赛情况表 

区域赛赛区划分 

北部赛区 中部赛区 南部赛区 北京赛区 

山东、天津、新疆 江苏、上海、河南 广西 湖南 
 

 

北京市 
河北、辽宁、山西 浙江、江西 海南 四川 

陕西、宁夏、甘肃 

安徽、湖北 

重庆 

广东 

内蒙古、黑龙江 福建 

参赛队伍总数：100支 

总决赛一共晋级 47支队伍，根据等比例原则分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北部赛区：28/100*48≈13.44 支  南部赛区：29/100*48≈13.92 支 

中部赛区：27/100*48≈13.44 支  北京市赛：9/100*48≈4.32 支 

小数点后均进一位，各赛区晋级队伍数量如下： 

北部赛区：14支  南部赛区：14 支 

中部赛区：14支  北京市赛：5+1 支 

备注： 

1、各赛区入围总决赛数量原则：①等比例原则②四舍五入原则③在保证总

数 48 支不变的情况下，四舍五入小数点大的优先进位④数量不足，统一进位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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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区赛各承办学校可以派两支队伍参赛，有且只有一支队伍入围全国总

决赛； 

3、初赛如有队伍退出，应按照计算方法重新计算；若总决赛有队伍退出，

由其所在的赛区排名靠前的队伍代替； 

4、申请并被审批为国赛或市赛的赛区每院校允许报名两支队伍，但只有一

支队伍可以晋级决赛，并且被列入国赛的省或市在原有晋级比例上增加 15%晋级

名额，即 9*15%=1.35≈1 支。 

5、在本次比赛中，北京每个院校可以报两支队伍，但计算时除承办院校北

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外，其他院校均按照一支队伍计算晋级比例。 

6、区域赛和全国总决赛均设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奖项所占份额

依次为 20%、30%、50%。 

二、区域赛和全国总决赛的评分规则 

（一）比赛分组 

中部赛区共 27 支参赛队共分为 3 组，每组 9 支队伍，在 3 个不同市场中进

行竞争对抗。其中 1-9 号为第一组，10-18 号为第二组，19-27 号为第三组。 

本次大赛进行竞争对抗平台 5期对抗，第一期 60 分钟，后 4期各 50 分钟，

超时系统自动扣分，超时严重（单轮超过 20 分钟）则会被强制提交。 

每期结束后由系统自动评分，各账号均可在“统计”页面查看当期自己团队

所在小组的各团队得分和排名，5期得分加权后加总得到竞争对抗平台部分总得

分。权重分别为第一期 10%、第二期 15%、第三期 20%、第四期 25%以及第五期

30%。 

5 期操作结束后，所有团队由学生志愿者引导到达报告厅休息。工作人员汇

总竞争对抗部分的综合成绩，由大赛总裁判长宣布综合排名，排名前 50%的团队

将进入到全国总决赛。 

 “模拟竞争对抗模块得分”的加权之和排名在前 50%的参赛团队晋级总决

赛。 

（二）评分规则 

1、踏瑞人力资源管理竞争对抗比赛平台 

竞争对抗平台总分 100 分，共进行五期，每期结束系统会根据各团队决策在

后台自动进行计算，在统计页面呈现当期各团队的排名与得分，竞争对抗部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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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得分由 5期得分加权后加总得到，权重分布如下： 

期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权重 10% 15% 20% 25% 30% 

竞争对抗平台每期得分由 8 项评分指标构成，分别是：净利润、企业成长评

分、人力资源规划、薪酬管理、绩效管理、招聘设定、培训与开发、员工关系。

其中人力资源规划、薪酬管理、绩效管理、招聘设定、培训与开发、员工关系这

六项均是人力资源管理类决策，但净利润与企业成长评分也时刻受到人力资源管

理类决策优劣的影响，因此团队应对人力资源评分项给与足够的重视，人力资源

管理类决策是影响最终得分的关键因素。 

2、部分影响因素列表（包括不仅限于，请抛弃沙盘思维，模拟考虑真实的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情形） 

评分体系具体如下表所示，其中宏观经济指标占据 35%的权重，人力资源六

大模块占据 65%的权重，而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也受到人力资源配置、薪酬支出、

各项人力管理费用等的影响。 

具体评分权重如下：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净利润 25% 

2 企业成长 10% 

3 人力资源规划 20% 

4 薪酬管理 10% 

5 绩效管理 10% 

6 招聘管理 10% 

7 培训管理 10% 

8 员工关系 5% 

 总计 100% 

 

3、 净利润评分 

各公司本期净利润从高到低排名，不同的名次对应不同的得分。在当期出现

设备变卖甚至是下期设备数为负数的情况下，当期税后利润参与评分前，会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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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超出贷款部分的金额。 

4、 企业成长评分 

企业成长评分包括企业设备最大产量规模增长程度、人员规模增长程度、实

际销售量增长程度三个方面的评价。 

每个方面都按照不同的名次对应不同的得分，最后加总。 

5、 人力资源规划评分 

人力资源规划评分包括各部门预期人员与期末实际在岗人员数量之差，按差

别大小进行排名，不同排名得分不同。此外，还包括实际生产数量与生产部门人

员整体效能、市场投入与销售部门人员整体效能、研发投入与研发部门人员整体

效能之间是否平衡。按差别大小进行排名，不同排名得分不同。 

6、薪酬管理评分 

薪酬管理评分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薪酬管理预期薪资与实际花费薪资的差别。按差别大小进行排名，不

同排名得分不同。 

第二，不合理扣分项。以下情形发生，就会扣除相应的分数： 

（1）当公司利润大幅度提高，但没有给员工加薪； 

（2）当员工满意度下降（员工满意度受培训、薪酬、裁员、员工工作强度

是否合适等影响），但没有给员工加薪； 

（3）当员工出现大量离职（离职受薪酬、管理层管理好坏、公司规模变化

影响），但没有给员工加薪； 

（4）当员工绩效工资过低； 

（5）当不同岗位员工的绩效工资幅度都完全相同； 

（6）比市场薪酬水平低很多的情况。 

7、 绩效管理评分 

按照系统给定的岗位选择合适的绩效指标，按选对指标的数量进行打分。按

照给出的特定员工的表现，用自己设计的绩效考核表进行打分，按学生所打分数

与系统默认标准答案相同与否进行打分。 

8、 招聘评分 

招聘评分分为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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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预测招聘人数与实际招聘人数之间的差别，差别越大，得分越低。 

另一部分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但没有招聘，则会扣分： 

（1）当上一期的生产人员的工作效率完全跟不上设备的最大产量，且本期

设备也没有减产； 

（2）当上一期的销售人员和研发人员的工作效率完全跟不上营销投入和研

发投入； 

（3）当上一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员工离职； 

（4）当本期的计划产量或营销投入或研发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9、 培训评分 

培训评分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当各部门人员的效率长期不能跟上计划产量、设定的研发投入和营

销投入，或上一期大幅度的不满足，则会按照程度和时间进行扣分。 

另一部分，当企业长期盈利、企业订单一直保持增长，说明该企业发展良好，

但是一直没有对员工进行培训，则会按照程度和时间做相应的扣分。 

10、 员工关系评分 

在系统中，有一个一直影响我们，但是看不到的中间量：员工满意度。员工

满意度的高低决定了我们员工关系的评分。因为有很多影响因素，我这里只能列

举部分，大家按照现实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关系的真实情况，可规避扣分项。 

（裁员、薪酬低于市场薪酬水平、过劳、大量人员冗余、吃大锅饭、企业发

展不佳、其他） 

11、 其他 

超过规定时间，会按照超时的情况相应扣分。 

三、大赛纪律 

1、纪律要求  

（1）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并佩带参赛选手证参加竞赛。 

（2）参赛选手必须与正式报名名单一致，不允许更换选手，其他人员不得

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必须按时检录进入赛场，迟到 15 分钟以上者，不得参加竞赛。 

（4）比赛分上午和下午两个竞赛阶段，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区后处于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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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状态，不得与指导教师等外界人员进行沟通和联系。 

（5）尊重裁判和赛场工作人员，遵守赛场规章制度，服从裁判，文明竞赛；

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特殊情况须举手向赛场工作人员报告；不得在不

同工位间走动，非同队选手之间不准相互交谈，不准偷看、暗示，违者按作弊处

理。 

（6）竞赛过程中，指导教师安排在休息室等候比赛，休息室地点设在学校

M楼。 

2、 违规和处罚办法 

现场比赛期间发现以下行为的即视为违规和作弊，并给与相应处罚： 

（1）私自携带操作手册、网络资料者，将对私自携带材料予以没收，当期

成绩视为无效； 

（2）软件对抗期间利用手机查询相关资料，则没收手机，当期成绩视为无

效； 

（3）经查实发现选手报名信息虚假，则取消所在队的参赛资格； 

（4）若某名选手参与多个队的经营决策，则劝说选手放弃部分团队，专心

参与其中一个，劝说无效者，取消其所在所有队伍参赛资格； 

（5）若多团队联合决策，恶意操纵市场，发生恶意针对对手的行为，则参

与联合决策的团队已做期数成绩均视为无效，做 0分处理； 

（6）若参赛团队中途放弃比赛，则由大赛裁判对其做破产处理，竞争对抗

环节视为无效，做 0 分处理； 

（7）若发现个别团队恶意竞争，一旦发现，则该团队成绩做 0 分处理，由

大赛裁判对该团队做破产处理。 

四、申诉与仲裁 

参赛队若对比赛流程有所异议，请于 6月 9号晚上的赛前说明会上提出，由

大赛会务组进行说明，参赛队若对比赛结果有所异议，可以于比赛结束之后 30

分钟内由带队老师向裁判长提出建议或申诉，建议或申诉均须按照书面形式向大

赛裁判长和评委组提出，大赛裁判和评委负责受理选手申诉，并由总裁判长或评

委组长作出最后处理意见。 

总裁判长或评委组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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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而停止比赛，否则按取消比赛资格处理。 

五、其他 

特别说明：上海踏瑞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和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共同提供服装

费/午餐费/会务资料费，各参赛队伍的交通费/住宿费/晚餐费及其他费用自理，

各校对自身的安全和管理负责。 

特别申明：第二届“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中部赛区）组委

会保留本比赛手册的最终解释权。 

 

 
第二届“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 

中部赛区组委会 

                                         201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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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简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创办于 2003 年，是一所由无锡市人民政府主办、无锡新

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普通全日制国有公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15 年被列入省

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学校下设物联网与软件技术学院、电子技术学院、中德机电学院、国际商学

院、文化创意学院、外语与基础教育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7个二级学院，共开设

33 个专业，着力打造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光伏应用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会计和文化创意等六大重点专业（群）。学校现有教职工近 500

人，学生近 7200 人，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持续保持在 98%以上，连续多年荣获

“江苏省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作为“高新区办学、办在高新区”的一所高职院校，学校依托无锡高新区雄

厚的产业、人才、技术背景，大胆实践“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主动”的办

学体制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内

涵提升、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坚定“立足新区、面向无锡、服务长三角”的

办学定位，按照高职教育与高新技术产业互动发展的办学模式，走差异化竞争、

特色化发展之路，形成了鲜明的“科技引领、区校一体、产教融合”的办学特色。

办学十二年来，学校实现了由“零起点”办学到“双万人”（万人学历、万人培

训）规模，再到“两高”（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人才培养基地的跨越式

发展，完成了从“办成一所学校”到“办好一所学校”再到“办优一所学校”的

华丽转身。 

目前，学校在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新无

锡的征程中,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

面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基础扎实、质量过硬、特色鲜明、

省内一流”的现代高职教育示范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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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科技职业学院诚挚欢迎您 

 

 

 
塑专业精神        展 HR 风采 
 
 

2017“踏瑞杯”（中部赛区） 
第二届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 

 
 
 

 
 
 
 

 
扫描二维码，关注公共号，了解更多赛事资讯 

 

 

 

主办单位：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协办单位：上海踏瑞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 

 

 

 

 

预祝各参赛队赛出风采，取得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