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 国 国 际 贸 易 学 会 

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举办第二届 OCALE 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 

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各职业院校： 

2016年我国进出口跨境电商（含零售及 B2B）整体交易规模达到

6.3万亿，跨境电商正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2016年第

一届 OCALE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共有 139所院校的 226支代

表队参赛，成交订单 5789个，成交总金额 96807.07美元，涌现出了

一大批优秀的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团队，促进了专业教学与企业实践的

零距离对接，更为各院校与学生搭建了实习实践与创新创业的平台。 

伴随“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随之而来的是产业

升级所面临的人才需求问题。为适应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形式、新变化，

促进跨境电商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推动院校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体系及专业课程的建设，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全国

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举办第二届 OCALE 全国跨境电

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名称 

第二届 OCALE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 

二、大赛目的 

OCALE 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的目的在于深化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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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力和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要求，建立以赛促学的机制，

推动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跨境电商教学体系和内容的建设，引导和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 

通过竞赛搭建跨境电商校企合作平台，构筑产教桥梁，深化校企

合作，让学生参与企业实际运营，真正了解和掌握跨境电商企业运营

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帮助高校对接产业资源，提升各院校跨境电商

专业师资水平，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为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打下基础。同时，通过众多跨境电商企

业的参与，在企业界人士的专业指导和帮助下，为更多有梦想的年轻

学子提供创新、创业的舞台。在 OCALE跨境电商创业实践教学体系和

竞赛的基础上，建立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库，为学生创业、就业和企业

选拔人才提供有效的依据。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协办单位：国际贸易杂志社 

          全国国际贸易实务研究会 

承办单位：南京世格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大赛组委会成员 

主  任： 

刘宝荣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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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彦   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吕红军   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辽

宁对外经贸学院校长 

副主任： 

钱建初   中国商务出版社总编、《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王  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梁春晓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张永捷   敦煌网副总裁 

刘长声   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张  亮   南京世格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秘书长： 

胡爱玲   南京世格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副秘书长： 

许艳红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办公室主任 

吴小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编辑 

钱  铭   南京世格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教育合作中心主任 

四、大赛规程 

（一）大赛概览 

本次大赛组别分为中职组、高职组、本科组，各组别独立进行评

比。大赛时间为 2017年 11月-2018年 3月。 

大赛分菁英选拔赛、创业排名赛和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三个

阶段。菁英选拔赛由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实施, 创业排名赛和全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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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选由大赛组委会负责实施，大赛组委会将邀请行业知名专家、教授

以及跨境电商企业运营专家等组成大赛评委会，对各参赛队成绩进行

评判，同时针对参赛队在整个大赛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进行不定期在

线答疑，全国总决选将于 2018年 3月举行。 

（二）菁英选拔赛（各校自行组织） 

时间：2017年 9月 1日-2017年 10月 10日 

为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跨境电商，掌握跨境电商理论知识及操作技

能，提升创业能力，选拔创业菁英，菁英选拔赛阶段以各参赛院校为

单位，依托参考教材组织学生进行学习。为使大赛具有普遍性，可在

校内进行广泛宣传，专业不限，人数不限。参考教材如下： 

1.《跨境电商实务》 

主编：金毓  陈旭华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31-0 

2.《跨境电商营销实务》 

主编：刘红燕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28-0 

3.《跨境电商英语》 

主编：王维平  蒋轶阳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24-2 

4.《跨境电商函电》 

主编：陈祥国  孟雅楠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29-7 



5 
 

5.《国际贸易基础》 

主编：章安平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23-5 

6.《进出口业务操作》 

主编：姚大伟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26-6 

7.《外贸单证实务》 

主编：姚大伟 

    【图书书号/ ISBN】：978-7-5103-1930-3 

以上图书均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创业排名赛 

创业排名赛分为三个模块，即跨境电商理论模块、跨境电商操作

技能模块及跨境电商创业实战模块，主要检验参赛创业团队跨境电商

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运营、数据分析、创新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1.跨境电商理论模块：2017年 11月 1日 8:00-20:00 

参赛创业团队通过大赛组委会指定的在线测试平台完成跨境电

商理论测试，理论测试内容以参考教材内容为主。在线测试平台练习

开放时间为 2017年 10月 25日 10:00-10月 30日 10:00。 

2.跨境电商操作技能模块：2017 年 12 月 1 日 8:00-12 月 3 日

20:00 

参赛创业团队通过大赛组委会指定的在线测试平台完成跨境电

商操作技能测试，操作技能测试内容以速卖通、亚马逊、wish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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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为主。在线测试平台练习开放时间为 2017年 11月 20日 10:00-11

月 30日 10:00。 

3.跨境电商创业实战模块：2017年 10月 1日-2018年 1月 10日 

（1）准备阶段：2017年 10月 1日-10月 31日 

参赛队需在 2017年 10月 1日后在跨境电商平台注册账号、开设

店铺，并向大赛组委会注册店铺地址。大赛组委会将提供 OCALE跨境

电商人才培养基地企业与创业团队对接，为参赛创业团队提供货源。

参赛创业团队也可自行寻找企业资源，并将企业信息、产品信息等上

报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进行登记注册。同时，组委会将通过 OCALE跨境

电商创业平台向参赛选手提供跨境电商创业相关的自主学习课程，进

行创业培训。 

（2）创业运营计分阶段：2017年 11月 1日-2018年 1月 10日 

创业运营计分阶段，参赛创业团队通过真实的跨境电商平台开展

运营并进行每日数据上报。OCALE平台将根据店铺产品量、店铺曝光

量、店铺浏览量、订单总量、成交订单量、成交总金额等关键指标对

创业运营成绩进行评价，并公布每日分数和排名。 

大赛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参赛店铺须为 2017年 10月 1

日以后注册的店铺，由参赛学生运营，组委会有权登录各参赛创业团

队账号查看后台数据。 

（四）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阶段 

时间：2018年 3月下旬。 

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阶段为跨境电商视觉营销现场情景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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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维度、全方位地考察参赛创业团队的跨境电商运营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参赛队不区分运营所使用

平台，统一根据组委会给定的设备和产品进行现场拍摄、营销文案设

计、产品上传等，并就视觉营销方案进行现场阐述、现场问答，评委

将根据参赛队的表现进行评判。 

（五）参赛对象和组队方式 

参赛选手资格为全国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正式注册的在校学生，

不限定参赛选手的专业范围，专业背景可多样化，可综合考量，选择

能力互补的选手参加。各院校要自行负责参赛选手的资格审核，不得

弄虚作假。 

高职生和本科生年龄在 25岁以下，中职生年龄在 21岁以下，其

中“3+2”学制的学生中第 1-3 年级视为中职生，第 4-5 年级视为高

职生，“2+3”学制的学生中第 1-2年级视为中职生，第 3-5年级视为

高职生。由各参赛院校自行按照大赛组委会公布的竞赛规程和实施方

法，在相关专业学生中组织校内遴选，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参赛。 

创业排名赛每参赛单位限报 2队。每参赛队参赛选手人数限定为

3人，配备 2名指导老师。 

（六）评分方法 

本竞赛评分方式为机考自动评分,具体公式如下： 

参赛队创业排名赛总分计算公式： 

参赛队创业排名赛竞赛总分=跨境电商理论模块得分×15%+跨境

电商操作技能模块得分×15%+跨境电商创业实战模块得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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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赛队的竞赛总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组委会将根据参赛队创业排名赛总分决出名次，并按照排名选出

最终进入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的队伍，原则上每个组别不超过

10个参赛队。 

五、报名方法 

预报名时间：2017年 9月 1日—2017年 10月 20日 

预报名方式：请将预报名表（电子版）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下

午 16点前发至 ds@ocale.net。（附件 1） 

各参赛院校在完成选拔后，请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 16:00 前将

最终确定的参赛选手信息、领队及指导教师信息等上报大赛组委会指

定邮箱，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附件 2） 

2017年 9月 1日—10月 10日，各参赛院校根据组委会指定教材

自主组织学生学习跨境电商相关知识，普及跨境电商基本概念，营造

学习氛围。 

六、赛事进程安排 

序号 赛事进程 时间 

1 预报名 2017/9/1-2017/10/20 

2 菁英选拔赛（各校自行组织） 2017/9/1-2017/10/10 

3 提交最终参赛选手名单 2017/10/30  16:00 前 

4 赛前培训（规则说明、师资培训） 2017/10/22-2017/10/24 

5 创业排名赛赛前准备 2017/10/1-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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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业排名赛 2017/11/1-2018/1/10 

7 公布创业排名赛成绩及全国总决选名单 2018/1/11 

8 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 2018/3下旬 

七、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以参赛队为单位设团体奖，分为特、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同时将根据创业店铺运营成绩分组别、分平台设立最佳经营

奖。 

创业排名赛将依据参赛队总成绩分组别进行排名，决出一、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条件为参赛队总成绩大于等于 60分。一、二、

三等奖的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30%。 

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根据参赛队组别进行评比，即中职组、

高职组、本科组，各组别分别决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比

例分别为 20%、30%、50%。 

届时，拟请商务部、教育部、全国外经贸行指委等有关领导亲临

现场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杯。 

八、参赛费用 

本次大赛不收取参赛费，进入全国总决选（巅峰对决）阶段的

参赛队伍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九、联系方式 

第二届 OCALE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组委会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龙蟠中路 29 号综合楼 2层 

邮编：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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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5-84217836-117 

报名邮箱：ds@ocale.net 

大赛官网：ds.ocale.net 

大赛官方 QQ群：278436394（OCALE跨境电商导师群） 

（一）赛事秘书处 

联系人：钱  铭   联系电话：025-84217836-663  13501773686 

（二）赛事报名咨询 

联系人：巢曙晴   QQ:2850821826 

联系电话：025-84217836-666  13951757873 

十、其他事项 

有关本次大赛赛事进展动态及其他事宜等请及时关注大赛官网

ds.ocale.net。 

 

附件： 

1.《第二届 OCALE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预报名表》 

2.《第二届 OCALE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参赛信息表》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7年 8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