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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赛简介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财经数据创新研究院 

大赛组委会 

成   铨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崔凯龙     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 

杨   文     深圳大学金融系党委副书记 教授； 

樊纪明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金融学院院长 教授； 

白   桦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财金系主任； 

张时坤     商丘师范学院 副教授； 

张继业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副教授； 

方浩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管理专业副主任； 

许   键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覃少明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邓志文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01 大赛简介—举办单位 



推荐参赛组别 

市场交易组：推荐大一、大二证券行业知识较为薄弱的

学生参赛。 

投资策略组：推荐大二、大三、大四有一定量化投资基

础，或对量化投资感兴趣的学生参赛。 

01 大赛简介—参赛组别 

大赛简介 

       全国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是以证券业为背景，基于证

券从业者所应具备的行业知识、基本业务技能及实操技能等

设计的综合实训大赛。   

       本次大赛采取团体赛制，分区域、分组别进行竞技。大

赛分为区域选拔赛、决赛和冠军邀请赛三个阶段，区域选拔

赛和决赛采用电脑网络线上操作方式进行比拼，冠军邀请赛

采取线下集中场地比赛的形式。 

       市场交易组和投资策略组分组比赛，市场交易组为证券

投资模拟实训大赛，投资策略组要求参赛学生使用量化投资

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策略编写、回测和全自动模拟交易，不

允许手动交易。 

 



01 大赛简介——整体情况介绍 

区域选拔赛阶段 

各区域前50%团队进入决赛阶段，

比赛内容为“模拟交易” 和

“证券行业知识” 竞赛两个部

分（证券行业知识5.24-28） 

冠军邀请赛阶段
（拟） 

集中场地进行，分为“证券模拟交

易”竞赛、“证券行业知识”竞赛、

“投资策略分析”竞赛三个部分。 

报名阶段 

进入大赛官方微信小程序“学

玛”/官网微信公众号“希施玛数

据科技”，并按照指引进行报名 

3月~4月 5月~6月 7月 

 参赛对象：全国本科、高职、中职金融方向专业的在校学生 

 参赛形式：团体赛，不限队伍数量，市场交易组每支队伍必须3人；投资策略组每支

队伍必须6人，每支队伍须配1名指导教师（投资策略组需设定量化策略进行自动模

拟交易，不允许手动下单，量化交易操作仅限队长账号）。 

 赛      制：团体赛、分区域、分组别进行竞赛 

 参与学校：600所左右 

 参赛人数：80000人左右 

6.7~6.28 5.10~5.28 即日~4.30 7.23~7.24 

5月 

决赛阶段不分赛区，市场交易组

和投资策略组选手分别同台竞技，

各组前10名进入冠军邀请赛

（每所院校最多2只队伍）。 

决赛阶段 



2 大赛内容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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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选拔赛 

市场交易组和投资策略组竞赛内容均分为2项：证券模拟交易（区域赛）和证券行业知识竞赛。 

 证券模拟交易（区域赛）中，市场交易组利用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交易仿真平台，进行

模拟投资。投资策略组利用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量化交易系统进行模拟投资（量化交易系统

可以进行数据分析、量化投资策略编写、回测和全自动模拟交易，不允许手动交易）。 

 证券行业知识竞赛，题目考核内容为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证券公司柜台业务

知识及业务流程等相关知识。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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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赛 

市场交易组和投资策略组竞赛内容均为证券模拟交易（决赛）。 

市场交易组利用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虚拟交易系统，进行模拟投资。投资策略组利用深圳希施玛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量化交易系统进行模拟投资（量化交易系统可以进行数据分析、量化投资策略编写、回

测和全自动模拟交易，不允许手动交易）。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竞赛内容 



3.冠军邀请赛(拟) 

市场交易组和投资策略组竞赛内容均分为3项： “证券模拟交易”竞赛、“证券行业知识”竞赛及

“投资策略分析”竞赛三部分组成。 

（1）“证券模拟交易”竞赛 

“证券模拟交易”竞赛是利用虚拟交易系统进行日内回转模拟交易。系统为参加此环节的选手指定若

干只（不超过5支）该行业板块的股票，并为选手提供一定量的底仓和初始资金，在竞赛规定的交易

时间进行日内回转模拟交易。 

（2）“证券行业知识”竞赛 

“证券行业知识”竞赛为现场知识竞答竞赛。考核选手对证券行业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考核内容包含

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证券公司柜台业务知识及业务流程等相关知识。 

（3）“投资策略分析”竞赛 

“投资策略分析”竞赛采取现场答辩的形式，参赛选手现场讲解决赛阶段投资策略，并回答评委提问。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竞赛内容 



1. 本次大赛分为区域选拔赛、决赛和冠军邀请赛三个部分，区域选拔赛和决赛采用电脑网络线上操作方式进行比拼，冠

军邀请赛采取线下集中场地比赛的形式。 

2.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本科、高职、中职金融方向专业的在校学生举行。采取团体赛制，分为市场交易组、投资策略组。 

3. 本次大赛区域选拔赛设东、南、西、北4大赛区，各区域成绩排名前50%的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决赛阶段不分赛区，

市场交易组和投资策略组选手分别同台竞技。 

4. 在决赛阶段系统按照团队平均操作分排名评选出团队一、二、三等奖及个人一、二、三等奖，各组排名前10的队伍晋

级冠军邀请赛（同一院校最多2支队伍进入冠军邀请赛），角逐团队冠、亚、季军及个人特别奖。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竞赛方式 



区域 省份 

东部 

（7省市）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 

南部 

（6省区+港澳台地区）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香港、

澳门、台湾 

西部 

（10省市区）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

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北部 

（8省市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

辽宁省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竞赛方式 

附：区域选拔赛区域划分表 



进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施玛数据科技”，按照指引进行报名。 

注：报名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23:59。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咨询

组委会：F_service@csmarcom。 
 

报名方式 

1、本校内组队，不允许跨校组队，不限队伍数量。市场交易组每支队伍必须3

人；投资策略组每支队伍必须6人（投资策略组需设定量化策略进行自动模拟交

易，不允许手动下单，量化交易操作仅限队长账号）。 

2、每支队伍须安排1名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各院校指导

老师名单由各院校内部商定（同一教师可指导多只队伍）。 

组队要求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报名方式与组队要求 

     大赛官网：nc.csmar.com 

     比赛平台：ncve.csmar.com 

     服务热线：400-639-8883 

     学生QQ交流群：522372615 

     队长QQ交流群：494029181 

     指导教师QQ交流群：678120609 

http://nc.gtaedu.com/


1、区域选拔赛、决赛 

模拟交易委托时间7:00-24:00，当日清算后的委托为第二天的委托，在收盘到清算结

束时间段内（约15:00-16:00）的单可能无效，请掌握好时间，尽量不要在该时间段

内下单。交易时间为沪深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9:30~11:30，

13:00~15:00。。 

证券行业知识竞赛时间为5月24-5月28日，考生可选择此时间段内任一时间进行考试，

时间40分钟，共50道题、总分100分，每道题48秒（每题固定时长48秒，到时间自动

跳转到下一题，且已经答过的题无法重新选择作答） 

2、冠军邀请赛(拟) 

“证券模拟交易”竞赛：2个小时（半个交易日）。参赛选手在指定行业的指定股票

进行日内回转交易。 

“证券行业知识”竞赛：2个小时。参赛选手进行现场金融知识竞答。 

“投资策略分析”竞赛：投资策略PPT讲解10分钟,回答评委提问5分钟。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比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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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系统行情为证券交易的实时行情； 

2.区域选拔赛、决赛交易制度 

（1）初始资金：人民币5,000,000.00元 

（2）交易范围：沪深A股、基金、债券（含科创板） 

3.冠军邀请赛交易制度(拟) 

（1）冠军邀请赛初始资产：人民币1,000,000.00元及指定证监会行业指定股票1万手； 

（2）冠军邀请赛交易范围：在某一证监会规定的行业板块中指定的若干只股票（不多于5支）。 

4.参赛者只能通过希施玛投资交易仿真平台下单、查询； 

5.清算同证券营业部基本一致，即股票、基金证券T+1，资金T+0；债券证券T+0，资金T+0。交易参数详见系统交易规则模块。手续费为双边，

成交金额的0.03%，最低5元。印花税卖出时收取，费率0.1%，过户费沪深A股（基金、债券无）为万分之0.2，双边收取。 

6.选手单只股票、基金、债券持仓比例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如买入后市值一路增长以致超过最高持仓市值标准，不予扣分，但不能同方向继

续买入。 

7.系统撮合成交规则与实际保持一致，严格遵守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同时考虑了真实交易的成交价格及成交数量。 

8.由于系统中的所有委托单都是单向与实盘中的成交价格和数量进行委托成交，能够买入上市的新股等出现一字涨停板股票的概率比实盘中要大许

多，为了大赛公平以及大赛举办的意义，本次大赛禁止交易新股，且对涨跌停价买入卖出委托下单进行了限制，即买入的委托价格不能为涨停价，

卖出的委托价格不能为跌停价。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交易制度 



成交规则： 

比赛周期内每交易日对所有参赛选手进行排名。 

结果排名：  

1、买入——买入委托确认后，若实时行情中卖一最新价与申报价相同或更低，则此委托可成交，委托价格区间为【跌

停价，涨停价）； 

2、卖出——卖出委托确认后，若实时行情中买一最新价与申报价相同或更高，则此委托可成交，委托价格区间为（跌

停价，涨停价】； 

3、委托——委托成交时，成交价为实时行情的最新价，客户委托数量分笔撮合成交； 

 

02 大赛内容及规则——交易制度 



3 大赛活动 



1、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线上活动 

本次大赛将会在活动预热、大赛进行中、赛事结束后，进行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线上活动，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

参与，并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和物质奖励。 

 

 

3、线上配套讲座 

本次大赛将定期组织线上讲座，由资深金融讲师以理论演讲+案例分析+学生问答的形式，传授比赛经验及技

巧，分享平台操作指南，提高学生投资操作的积极性，并提高其专业技能。 

内容 时间 地点（拟） 

大赛赛制解读与操作培训 
时间待定，大赛QQ群

内提前通知 

希施玛以渔有方 

直播平台 
证券投资基础知识：基本面分析与操盘培训 

量化交易培训演示 

03 大赛活动——线上活动 

2、大赛宣讲会 

在大赛宣传报名期，将会组织专业人员到就大赛组织和基本规则、大赛举办方式等内容进行线上宣讲，回答学

生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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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邀请赛 

冠军邀请赛现场颁布结果，由现场嘉宾及领导对于获奖院校师生进行颁奖，以资鼓励。 

 

03 大赛活动——线下活动 



4 评分与奖项设置 



 

评分原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科学、客观、严谨的进行赛项评分。 

成立裁判组为冠军邀请赛参赛选手进行评分，并设监督组和仲裁组，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监

督、复核，并接受由参赛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的申诉。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评分原则 



1.区域选拔赛和决赛评分标准 

证券模拟交易成绩评定由“投资交易仿真平台系统软件”自动评分：系统自动计算并显示收益率、Alpha值得分和

Sharpe指数得分，计算出最后分数。 

证券行业知识竞赛由“投资交易仿真平台系统软件”根据考生答题正确率进行自动评分。 

区域选拔赛成绩不计入决赛阶段成绩。 

市场交易组：3人，每人一个交易账号，团队成绩由3人最终成绩平均分决定。 

投资策略组：6人，仅一个交易账号（由队长账号进行交易并进行成绩评定）。 

2.冠军邀请赛(拟) 

（1）“证券模拟交易”竞赛成绩评定由“投资交易仿真平台系统软件”自动评分。 

（2）“证券行业知识”竞赛成绩评定由根据标准答案评分。 

（3）“投资策略分析”竞赛成绩评定由评委根据选手现场表现打分。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评分方法 



一、区域选拔赛、决赛评分细则 

1. 模拟交易评分细则（区域选拔赛、决赛） 
以操作分作为选拔赛成绩排名指标，操作分满分为1000分，根据选手成绩来计算操作分，理论上选手最高得分为1000分。 
操作分由三个部分组成，收益率权重70%，对应操作分为700分，数值越大越好；Alpha值权重15%，对应操作分为150分，数

值越大越好；Sharpe指数权重15%，对应操作分150分，数值越大越好。 

操作分计算公式如下： 
1）参赛者的个人指标值大于等于达标值，操作分计算如下： 

操作分=达标分+[（对应指标值-达标值）/（最大指标值-达标值）]*（满分-达标分） 
2）参赛者的个人指标值小于等于达标值，操作分计算如下： 
操作分= [（对应指标值-最小指标值）/（达标值-最小指标值）] *达标分 

其中，最大指标值为所有参赛者的排名指标中的最大值，最小指标值为所有参赛者的排名指标中的最小值。 
3）达标分 
个人操作分以收益率作为评判指标，系统设置达标值为0（即收益率为0%），达标分为420分（满分的60%）。 

Alpha值，系统设置达标值为0，达标分为90分（满分的60%）。 
Sharpe指数，系统设置达标值为1，达标分为120分（满分的80%）。 
故：当参赛者的个人指标值大于等于达标值（即收益率≥0%），个人操作分=420+（对应指标值/最大指标值）*280；当参赛者

的个人指标值小于等于达标值（即收益率≤0%），个人操作分= [（对应指标值-最小指标值）/（0-最小指标值）] *达标分。 
 
团队平均操作分=成员操作分之和/团队成员数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评分细则 



举例说明 
XX大赛N名学生参赛（N >4），学生A在当次大赛的收益率为25%（Alpha值 0.13，Sharpe指数值 1.25），学生B在当次大赛
的收益率为-10%（Alpha值- 0.35，Sharpe指数值 -1.34），学生C在当次大赛的收益率50%（为当次大赛所有参赛选手中的最
高收益率，Alpha值0.45，Sharpe指数值 1.75），学生D在当次大赛中的收益率为-50%（且为本次大赛最低收益率，Alpha值-
0.6，Sharpe指数值 -2）。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评分细则（示例） 

1）收益率操作分计算如下： 
A收益率操作分为：420+（25%/50%）*280=560分 
B收益率操作分为：[（-10%-（-50%））/（0-（-50%））]*420=336分 
C收益率操作分为420+（50%/50%）*280=700分；  
D收益率操作分为0分。 
2）Alpha值操作分计算如下： 
A Alpha值操作分为：90+（0.13/0.45）*60=107.3分 
B Alpha值操作分为：[（-0.35-（-0.6））/（0-（-0.6））]*90=37.5分 
C Alpha值操作分为：90+（0.45/0.45）*60=150分  
D Alpha值操作分为0分。 
3）Sharpe指数操作分计算如下： 
A Sharpe指数操作分为：120+[（1.25-1）/（1.75-1）]*30=130分 
B Sharpe指数操作分为：[（-1.34-（-2））/（1-（-2））]*120=26.4分 
C Sharpe指数操作分为：120+[（1.75-1）/（1.75-1）]*30=150分 
D Sharpe指数操作分为0分 

操作分=收益率操作分+Alpha值操作
分+Sharpe指数操作分 
各参赛选手总操作分计算如下： 
A操作分:560+107.3+130=797.3分 
B操作分:336+37.5+26.4=399.9分 
C操作分:1000分 
D操作分:0分 

 



 

2. 证券行业知识评分细则（区域选拔赛） 

证券行业知识竞赛时间为5月24-5月28日，考生可选择此时间段内任一时间进行考试，时间40分钟，共50道题、总分100分，每

道题48秒（每题固定时长48秒，到时间自动跳转到下一题，且已经答过的题无法重新选择作答）。 

答对得2分，答错不扣分，由“投资交易仿真平台系统软件”进行自动评分 

 

区域选拔赛成绩=模拟交易成绩+证券行业知识成绩 

 

二、决赛评分细则 

决赛成绩为模拟交易成绩，同区域选拔赛模拟交易评分规则一致。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评分细则 



三、冠军邀请赛评分细则 

进入全国冠军邀请赛的每支队伍派3名队员参加现场冠军邀请赛，3名队员分别参加冠军邀请赛的一个分赛项，

且不得重复参加。 

总成绩=决赛成绩*40%+冠军邀请赛现场成绩（“证券行业知识”竞赛得分*30%+“证券模拟交易”竞赛得分

*30%+“投资策略分析”竞赛得分*40%）*60% 

注意：以上各项成绩均为按名次折合后的标准分成绩。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评分细则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奖项设置 

类别 奖项 市场交易组 投资策略组 奖项说明 奖励 

团体奖 

  

  

  

  

  

  

一等奖 5% 5% 决赛系统排名前5%的团队 一等奖荣誉证书 

二等奖 5-15% 5-15% 
决赛剔除一等奖后，系统排名前10%

（参赛队伍总数的10%）的团队 
二等奖荣誉证书 

三等奖 15-35% 15-35% 
决赛剔除一等奖、二等奖后，系统排
名前20%（参赛队伍总数的20%）的

团队 
三等奖荣誉证书 

团队冠军 1 1 冠军邀请赛排名第1名的团队 

1.价值10万软件产品使用权2年；2.荣
誉证书：3.券商、私募、金融机构实习
名额3个；4.推荐就业机会；5.指导教
师挂职机会 

团队亚军 2 2 冠军邀请赛排名第2-3名的团队 

1.价值10万软件产品使用权1年；2.荣
誉证书；3.券商、私募、金融机构实习
名额2个；4.推荐就业机会；5.指导教
师挂职机会 

团队季军 3 3 冠军邀请赛排名第4-6名的团队 

1.价值10万软件产品使用权半年；2.荣
誉证书；3.券商、私募、金融机构实习
名额1个；4.推荐就业机会；5.指导教
师挂职机会 

团队优秀奖 4 4 冠军邀请赛排名第7-10名的团队 1.荣誉证书；2.指导教师挂职机会 



04 评分与奖项设置——奖项设置 

类别 奖项 市场交易组 投资策略组 奖项说明 奖励 

个人奖 

  

  

  

  

  

  

一等奖 1% 决赛排名前1%的个人 一等奖荣誉证书 

二等奖 2% 决赛排名前2%-3%的个人 二等奖荣誉证书 

三等奖 3% 决赛排名第4%-6%的个人 三等奖荣誉证书 

证券模拟交易之星 1 1 冠军邀请赛“证券模拟交易”竞赛第1名 荣誉证书 

金融百事通 1 1 冠军邀请赛“证券行业知识”竞赛第1名 荣誉证书 

投资策略分析师 1 1 冠军邀请赛“投资策略分析”竞赛第1名 荣誉证书 

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导教师 若干 若干 以上获奖的所有团队及个人的指导老师 荣誉证书 

最佳组织奖 院校 若干 若干 获奖院校 荣誉证书 



5 投资交易仿真平台操作

步骤 



1、用户中心（进入大赛） 

2、沪深市场（沪深A股/基金/债券，买入卖出） 

3、交易监控（竞赛概况/交易中心/排行榜/投组分析） 

4、个人信息修改 

竞赛端（ ncve.csmar.com） 

投资交易仿真平台操作步骤 



05 投资交易仿真平台操作步骤 

1. 进入大赛 

 登入大赛网址，输入账号密码（网址账号密码确保正确，前后勿留空格）， 

右上角按钮可切换在大赛平台和练习场之间切换，也可点击“我的大赛” –“进行中的竞赛”进入 

     



05 投资交易仿真平台操作步骤 

2. 下单（买入和卖出） 
系统撮合成交规则与实际保持一致，严格遵守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同时考虑了真实交易的成交价格
及成交数量。请下单之后密切注意是否成交。 

 

     



05 投资交易仿真平台操作步骤 

3. 交易监控 
在交易监控中，可查看竞赛概况、交易中心、排行榜、投组分析，历史查询等，为投资分析报告提
供素材。 

     



05 投资交易仿真平台操作步骤 

4. 个人信息修改 

可在登入页面首页“个人信息”中进行修改个人资料、修改密码等操作。 

     



6 附件-往届大赛集锦 



主办单位：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协办单位：中国财经数据创新研究院 

活动时间：2020年3月——2020年9月 

规       模：累计参与院校556所院校，63960人参赛 

2020全国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知识竞答 

合 
影 

开幕式图 上机考试 



指导单位：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量化投资研究院 

承办单位：深圳市国泰安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财经数据创新研究院 

活动时间：2019年3月——2019年8月 

规       模：累计参与院校384所院校，37240人参赛 

2019全国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学生讲演 合影 上机考核 



指导单位：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量化投资学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国泰安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活动时间：2018年3月——2018年8月 

赛       区：全国范围内的中职、高职、本科院校 

规       模：累计参与院校301所院校，12370人参赛 

2018全国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颁奖 合影 上机考核 



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客服电话 : 400-639-8883 

学生QQ交流群：522372615 

队长QQ交流群：494029181 

指导教师QQ交流群：678120609 

微信公众号：希施玛数据科技 

 
 

联系方式 



问题答疑 



感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