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高 校 商 业 精 英 挑 战 赛 组 委 会

赛组字〔2022〕8号

关于增设 2022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创新创业竞赛（山东省赛区）说课竞赛

赛道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2022年2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

究工作组发布的《2021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全国高

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以下简称竞赛）已纳入该竞赛排

行榜，赛事序号为52号。竞赛经过多年培育发展，业已成为我国高

等商科教育领域中，院校覆盖全面、校企合作深入、国际交流广泛

的赛事活动，形成了集学科竞赛、产学合作与国际交流三位一体的

创新实践平台。

根据《关于增设2022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

说课竞赛赛道的通知》（商贸促字〔2022〕73号），决定在2022年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山东省赛区）中增设说课

竞赛赛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山东省赛区承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教育培训

部山东省办事处

山东省赛区技术支持单位：济南诚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金元致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参赛对象

各高等院校在职教师，专业不限。

三、竞赛形式

竞赛为个人赛形式，即一人一门课程参赛。参赛教师需下载

并将报名表（见附件）填写完整提交至指定邮箱。竞赛课程方向

以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相关模块作为课程内容，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模块：商业模式、市场定位、市场分析、

营销模式、盈利模式、调研方法、数据统计、竞争对手分析、创

业团队组织架构、人力资源、财务预测、财务分析等。

（一）山东省总决赛阶段



竞赛需在线提交说课方案与课程视频，由竞赛组委会组织有

关专家进行评审后公布竞赛结果。

参赛课程以创新创业相关内容作为课程主题，围绕创新创业

教育和实践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相关模块，主要突出该课程与创新

创业教育和实践相结合，为专业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夯实

基础，培养当代在校大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增长智慧才干，

提升专业技能，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

知识储备。

山东省总决赛一、二等奖优胜课程进入全国总决赛。

（二）全国总决赛阶段

全国总决赛内容与赛制同山东省总决赛阶段。

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课程将入围全国精英赛。

（三）全国精英赛阶段

入围全国精英赛的项目以全国总决赛阶段课程参赛，全国精

英赛为现场竞赛，具体时间地点等将另行通知。

四、竞赛要求

（一）山东省总决赛资料要求

1.课程方案要求

说课方案为PDF文档，命名为：XXXX说课方案（注：XXXX为课



程名称），格式排版请自行设计无要求。

2.课程视频要求

围绕说课方案PPT内容录制不超过15分钟的课程视频，视频要

求MP4格式，大小不超过400MB，要求参赛者必须出镜（是否人物

一直在画面中自行决定），同时需注意视频清晰度。

（二）全国总决赛资料要求

全国总决赛资料要求同山东省总决赛阶段。

（三）全国精英赛资料要求

竞赛组委会将根据全国总决赛结果另行通知入围参赛教师全

国精英赛的具体实施办法。

五、竞赛日程

（一）参赛报名

2022 年 6 月 10 日前，提交报名登记表（请见附件 1）。

（二）资料提交

1.2022 年 6月 20 日前，参赛院校将所有参赛教师说课方案PDF

文档与课程视频压缩后一同发送至shangwudasai10@163.com，压缩

文件命名为：学校名称+教师姓名+说课方案名称，参加山东省总决

赛评审。

2.2022年 9月20日前，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教师提交相关资料，



具体内容将另行通知。

（三）结果公布

1.2022 年 7 月 1 日前，公布山东省总决赛竞赛结果并发布入

围全国总决赛名单。

2.2022 年 10 月 20 日前，公布全国总决赛结果。

（四）全国精英赛

2022 年 11 月 25 日-27 日，竞赛地点另行通知。其中：

1.11月25日，参赛报到。

2.11月26日，说课竞赛。

3.11月27日，颁奖典礼。

六、评分标准

详见附件2。

七、收费标准

（一）山东省总决赛收费标准

按照每人 300 元的标准收取参赛费用。参赛费请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全额汇款至竞赛组委会指定账户，并务必注明“院校名称（或

简称）+山东双创说课”（个人汇款不备注院校名称的，可能造成发

票无法开具）。竞赛组委会指定账户如下：

单 位：济南诚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齐鲁银行济南金牛支行

账 号：86611762101421003153

（二）全国总决赛收费标准

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收取参赛费，参赛费请于2022年9月15

日前全额汇款至竞赛组委会指定账户，并务必注明“院校名称（或

简称）+双创说课”（个人汇款不备注院校名称的，可能造成发票

无法开具）。竞赛组委会指定账户如下：

开户名：北京中商汇才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账 号：8110701013302226156

开户行行号：302100011235

（三）全国精英赛收费标准

说课竞赛全国精英赛免收参赛费，参赛教师往返交通费和食宿

费用等自理。

八、奖励办法

（一）山东省赛区奖励

1.本次说课竞赛设置一、二、三等奖。对上述获奖个人，颁发

由主办单位用印的荣誉证书。

2.山东省总决赛一、二等奖直接入围2022年全国高校商业精



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说课竞赛全国总决赛。

3.由竞赛组委会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竞赛结果（三等奖奖

项不予公布名单）。

4.若山东省院校参赛教师在全国精英赛说课竞赛中获得冠、亚、

季军，山东省组委会将额外分别给予冠、亚、季军1500元、1000

元、800元奖金。

（二）全国总决赛奖励

1.本次说课竞赛设置一、二等奖。对上述获奖个人，颁发由主

办单位用印的荣誉证书。

2.本次说课竞赛全国精英赛设置冠、亚、季军各1名，冠、亚、

季军将获得1500元、1000元、800元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

3.本次说课竞赛获奖教师将优先推荐加入中国贸促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4.由竞赛组委会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上述竞赛结果。

九、其他事项

（一）请各院校接到通知后，结合实际情况，按要求积极组织

竞赛工作。

（二）本次竞赛相关资料文件请登录竞赛官方网站

（www.shangwudasai.org）查询下载。



（三）主办单位保留竞赛变更调整之权利。竞赛如有变动，将

及时通知所有参赛者。

（四）本次竞赛后续通知均已竞赛组委会名义出具发布。

十、联系方式

（一）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山东省组委会

地 址：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西进时代中心 B 座 910 室

联系人：靳成功 王磊 李玉萍 高秀艳

电 话：0531—86591892 13127134237 18764036330

邮 箱：shangwudasai10@163.com

网 站：www.shangwudasai.org

Q Q：404218890 253355683 1471723639

（二）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组委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45号（100801）

电 话：010-66094268 联系人：于欢

附件：1.2022年创新创业竞赛说课竞赛报名登记表

2.2022年创新创业竞赛说课竞赛评分标准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组委会

2022 年 3 月 1 日



附件 1.

2022 年创新创业竞赛说课竞赛报名登记表

参赛基本信息

院校名称 所在学院（系）

学校层次 （ ）本科 （ ）高职 （请复制“√”选择填写）

参赛教师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方向

职务 职称

手机号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微信号或二维码

参赛课程名称

地址（含邮编）

学校网址

发票信息

（务必保证发票信息准确无误）

*发票抬头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号（税号）

*发票内容 （ ）参赛费 （ ）报名费 （请复制“√”选择任意一项填写）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注：*为发票必填项，默认发票只填写*项目，如需发票填写上述全部信息，请将每一项填写完整

务必保证发票信息准确无误

请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前将该表以附件形式反馈至 shangwudasai10@163.com。



附件 2.

2022 年创新创业竞赛说课竞赛山东省总决赛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与要求 分值

课程性质
1、清晰说明课程性质、在专业中的地位、任务。

10
2、课程定位准确。

课程目标

1、课程总体目标符合专业和学生个人发展需要，符合相关人才培养要求。

102、课程知识目标明确，符合相关人才培养的要求。

3、课程能力目标描述准确，具体、可检验。

课程内容

1、明确解说本课程的内容体系，课程内容的框架结构，内容的逻辑关系。

252、知识点和知识应用点明确，有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

3、教学重点、难点定位准确，分析比较透彻，确定的依据充分。

课程教学设计

1、课程设计理念新，指导思想明确，符合相关教育理念。

35

2、学时数分配合理，理论教学与知识应用迁移安排适当。

3、能基于学生现状和学生发展需求以及专业职业能力知识应用培养的基本规

律组织教学内容。

4、教学内容充实恰当，重点突出，难点分散，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有利于学

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5、合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合理。

6、科学、灵活、多样、有效、启发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积极合理地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教学。

7、评价考核方式合理、灵活、恰当，符合教学课程标准要求；平时评价考核

与集中评价考核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

表达与教态

教态自然，仪表端庄大方。

20
语言准确，表达清晰流畅。

有说课提纲，并符合说课的基本要求。

按规定时间完成，不超时。

注：全国精英赛评分标准另行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