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18365

2018        6       26





—3—

附件

第二届江苏省MBA案例大赛实施方案

一、赛事主办、承办及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单位：河海大学

指导单位：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协办单位：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河海大学商学院

赛事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河海大学商学院

二、赛事组织机构

大赛组织机构包括大赛组委会、赛事执委会、仲裁委员会和

命题专家委员会。

三、赛事主题及选题方向

赛事主题：创新转型，高质发展。

案例选题方向：

1. 新理念（如共享经济、绿色发展）；

2. 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

3. 新产品（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4. 新技术、新工艺（如新能源、高端制造）；

5. 新业态（如传统产业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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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相结合的转型升级、平台经济）；

6. 新模式（如混合所有制、产业生态链）；

7. 新制度（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社会型企业）；

8. 其他相关方向（自选）。

以上选题方向由 2018年 5月 29日召开的专家命题会确定。

四、赛事安排

大赛全程分为初赛、晋级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一一一一））））参参参参赛赛赛赛院院院院校校校校报报报报名名名名

时间：2018年 6月 30日前

由参赛院校将参赛报名表以邮件形式发送至大赛组委会电

子邮箱，明确各院校赛事联络人及其有效联络方式。逾期未报者

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请各院校在 6月 30日后查阅邮件，确认已获参赛资格。如

未收到邮件，请及时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

（（（（二二二二））））对对对对参参参参赛赛赛赛团团团团队队队队进进进进行行行行案案案案例例例例编编编编写写写写和和和和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技技技技术术术术指指指指导导导导

时间：2018年 7月 6日前

组委会举办案例撰写与分析相关专题讲座，提供赛前技术指

导。

（（（（三三三三））））参参参参赛赛赛赛院院院院校校校校组组组组建建建建团团团团队队队队撰撰撰撰写写写写案案案案例例例例和和和和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时间：2018年 7月 7日—8 月 31日

各参赛院校自行组建团队，针对组委会所公布的案例选题方

向开展实地调研、搜集整理素材、撰写案例并提出分析解决方案。

（（（（四四四四））））初初初初赛赛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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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 9月 1日—9月 25日

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校内选拔赛，选出≤2支团队参加晋级

赛。

（（（（五五五五））））发发发发送送送送晋晋晋晋级级级级赛赛赛赛报报报报名名名名通通通通知知知知

时间：2018年 10月 1日

组委会向参赛院校赛事联络人发送晋级赛参赛报名表和参

赛案例资料格式要求。

（（（（六六六六））））参参参参赛赛赛赛团团团团队队队队报报报报名名名名

时间：2018年 10月 9日前

参赛院校填写报名表，并按格式要求印刷 5份参赛案例资

料，寄送至组委会办公室（寄出时间在 10月 9日前），同时将电

子版发至组委会电子邮箱（文件名为“学校名称+案例名称”）。

请各院校在 10月 9日后查阅邮件，确认已获参赛资格。如

未收到邮件，请及时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

（（（（七七七七））））晋晋晋晋级级级级赛赛赛赛评评评评审审审审

时间：2018 年 10月 10日—10月 30日

组委会从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对参赛团队案例及分析报告

进行通讯评审，并盲审打分。 同时，组委会从专家库随机抽取

专家进行会评，对参赛团队案例及分析报告进行打分。根据通讯

评审和会评结果，平均得分达 75分以上的团队进入总决赛。

（（（（八八八八））））决决决决赛赛赛赛参参参参赛赛赛赛作作作作品品品品发发发发布布布布

时间：2018年 11月 1日前

由大赛组委会将所有入围晋级赛的匿名参赛作品（案例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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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进入决赛院校赛事联络人邮箱，供

参赛团队分析对手参赛作品为决赛现场 PK 做准备。

请各院校在 11月 1日后查阅邮件。如未收到邮件, 请及时

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

（（（（九九九九））））决决决决赛赛赛赛上上上上台台台台队队队队员员员员名名名名单单单单确确确确认认认认及及及及案案案案例例例例陈陈陈陈述述述述方方方方案案案案提提提提交交交交

时间：2018年 11月 10日

地点：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学楼

210室）

请各参赛团队填写上台队员登记表（包括队员姓名和参赛编

号）。由各参赛团队队长提交案例陈述方案 PPT（电子版）给组

委会工作人员。逾期未交者视为放弃参赛资格。

请各参赛团队队长确认收到工作人员出具的签收函。

注意事项：PPT电子版需要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7及以

上版本，PPT文件命名为“学校：队伍名称”。

（（（（十十十十））））决决决决赛赛赛赛上上上上场场场场次次次次序序序序及及及及组组组组别别别别抽抽抽抽签签签签

时间：2018 年 11月 11日

地点：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学楼报告厅

由各参赛团队队长按照现场工作人员要求进行抽签，抽签顺

序按校名拼音排序。如参赛队长未按时到场，将由大赛组委会指

定人员代为抽签。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决决决决赛赛赛赛现现现现场场场场答答答答辩辩辩辩

时间：2018 年 11月 11日

地点：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学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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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分为大 PK 和小 PK 两个环节。每次上台两支参赛队，

比赛所有流程按主持人提示进行，超时扣分。

第一环节：小 PK（20分钟），程序如下：

1. 甲乙两队上场，甲队进行团队展示并陈述案例，乙队针

对甲队陈述提问；乙队进行团队展示并陈述案例，甲队针对乙队

陈述提问。

2. 台上 4 人均需陈述，第四位陈述者要有总结发言。陈述

时间为 7分钟，问答环节为 3 分钟，每次提问只能提一个问题

且不得超过 30 秒。每次问答时间共 1分钟。

3. 台上提问者可指定对方某位队员回答，被指定队员回答

完毕后，其他台上或台下队员方可补充，如有两名及以上者举手

补充，由主持人指定补充回答队员。不得连续提问某位指定队员。

第二环节：大 PK（20分钟），程序如下: 

1. 台下队伍、观众向台上两支队伍提问（8分钟），每次提

问不得超过 30秒。

2. 台下每支队伍每次只能针对台上的一支队伍提一个问

题，如果追问算第二次提问。台下队伍或观众可指定台上某位队

员回答，被指定队员回答完毕后，其他台上或台下队员方可补充。

不得连续提问某位指定队员。台下观众每次只能提一个问题，每

次问答时间共 2分钟，观众提问不计分。如果台下队伍没有问题，

主持人可以提前结束台下队伍提问环节。

3. 台下评委向台上队伍提问（12分钟）。

评委提问不限时间，但尽可能简短。问答共 12分钟。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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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回答请起立，每次回答时间不得超过 2分钟。如果评委没有

问题，主持人可以取消或提前结束评委提问环节。

第三环节：现场评委打分：

由评委现场亮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统计平

均得分。

第四环节：评选奖项：

由工作人员计算晋级赛和决赛现场评分两部分的总得分进

行排序（晋级赛得分占 40%，现场评分占 60%）。现场评委团召

开会议，确定大赛各类奖项名单。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颁颁颁颁奖奖奖奖典典典典礼礼礼礼

时间：2018年 11月 11日

地点：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学楼报告厅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平平平平行行行行论论论论坛坛坛坛

时间：2018 年 11月 24日

地点：河海大学

获奖团队、指导教师、学生经验分享，参赛院校、政府部门

和相关企事业单位互动交流。

五、参赛要求

（（（（一一一一））））参参参参赛赛赛赛形形形形式式式式

各个院校以团队形式参赛，全队人数不超过 10 人(含 1~2

名指导教师)，其中 4名学生现场答辩，其余人员为后援支持，

大赛组委会将按照参赛报名表发放参赛人员证件和获奖证书。

（（（（二二二二））））参参参参赛赛赛赛资资资资格格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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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原则上应为在读 MBA 学生。如队员身份在参赛

院校报名之日前为在读 MBA 学生，在晋级赛或决赛阶段已经

毕业，仍有资格继续参赛。

（（（（三三三三））））队队队队伍伍伍伍数数数数量量量量

每所院校报送参加晋级赛的参赛团队数量≤2 支。参赛队伍

请用“学校：队伍名称”命名。

（（（（四四四四））））案案案案例例例例授授授授权权权权

参赛队伍提交的案例、案例分析报告及现场演示所用 PPT

均默认授权大赛组委会作为大赛资料进行存档。大赛结束后，组

委会将对优秀案例汇编成集。

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不涉及任何与他人冲突以及侵犯他

人权利的行为。凡涉密作品，应进行脱密处理。

六、评分细则及说明

（（（（一一一一））））晋晋晋晋级级级级赛赛赛赛阶阶阶阶段段段段评评评评分分分分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晋级赛的分数由通讯盲评和会评盲评两部分的平均分确定

（通讯评审得分占 50%，会评占 50%），评分标准及要点参见晋

级赛评分表（附件 1）。

在通讯评审阶段，每篇案例文本将被发给 3名通讯评审专家

进行盲评，取平均分为通讯评审得分。

在会评阶段，由 7至 9位专家对案例文本进行盲评。会评得

分为所有专家打分去掉极值后的平均分。

（（（（二二二二））））决决决决赛赛赛赛阶阶阶阶段段段段评评评评分分分分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决赛现场的分数由团队展示（10分）、现场陈述（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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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队员 PK（30分）、评委提问（30分）四个部分分值加总，

评分标准及要点参见决赛评分表（附件 2）。决赛现场得分为所

有现场评委打分去掉极值后的平均分。

晋级赛得分（占 40%）与决赛现场得分（占 60%）之和即

为决赛最终得分。

七、奖项设置

    （（（（一一一一））））团团团团队队队队奖奖奖奖项项项项

特等奖（1支队伍）

一等奖（2支队伍）

二等奖（4支队伍）

三等奖（若干）

（（（（二二二二））））个个个个人人人人奖奖奖奖项项项项

最佳风采奖（决赛团队总数的 50%）

最佳指导教师奖（特、一、二等奖团队指导教师）

优秀指导教师奖（三等奖团队指导教师）

（（（（三三三三））））院院院院校校校校奖奖奖奖项项项项

最佳组织奖（2个院校）

（（（（四四四四））））企企企企业业业业奖奖奖奖项项项项

优秀案例企业（若干，入围决赛的案例企业均可获得）

    附件：1. 江苏省MBA案例大赛晋级赛评分表

       2. 江苏省MBA案例大赛决赛现场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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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MBA案例大赛晋级赛评分表

案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价指标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精

确到小数

点后 1位）

案例质量

（60分）

案例选题的实践价值（15分）

案例编写视角的新颖性（10分）

案例信息与数据资料的准确性与充足

性（10分）

案例谋篇布局的合理性（10分）

案例文本格式的规范性（5分）

案例文字表述的可读性（10分）

案例分析

质量

（40分）

案例分析逻辑的合理性（10分）

案例分析的实践价值(10分)

案例分析视角的创新性（5分）

案例分析解决方案的有效性（10分）

案例分析中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5

分)

总分



—12—

附件 2

江苏省MBA企业案例大赛总决赛现场评分表

队伍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分项目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精确
到小数点
后一位）

团队展示

（10分）

衣着形象统一，行为得体大方（5分）

团队分工明确，合作默契（5分）

案例陈述

（30分）

语言表达流畅（5分）

文案制作美观性（5分）

案例分析透彻、可行性强（10分）

案例内容详实、结构严谨（10分）

双方队员

PK

（30分）

语言表达流畅（5分）

现场提问及回答的专业性与应变能力(10分)

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5分）

陈述逻辑严密性、突出重点（10分）

评委提问

（30分）

回答问题的礼仪、时间控制（10分）

陈述口齿清晰、逻辑合理、分析透彻（10分）

回答的专业性、准确性、言简意赅（10分）

总分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6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