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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赛名称 

大赛名称：2023“问途杯”第二届全国高校酒店数字营销大赛 

参赛对象：全国开设有旅游类专业的职业院校和本科院校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人力资源分会、江苏旅游职业教育集团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广州市问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高职组）、桂林旅游学院（本科组） 

【协办单位】北京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酒店及泛服务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暨

人才培养基地、裸心度假、德胧集团、凤悦酒店及度假村、浙江

雷迪森酒店集团、豪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门墩儿职业发展与招

聘平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

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多协办单位更新中…） 

 

三、 大赛目的 

为了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及“统筹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

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要求，“问途杯”第二届全国旅游院校酒店数字营销大

赛将于 2023年 3月至 5月举行。 

“问途杯”全国旅游院校酒店数字营销大赛旨在通过这一创新赛事促进旅游

院校在专业数字化升级和教学改革创新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共同探索培养旅游

与酒店业的数字化营销人才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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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赛概览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开设有旅游类专业的职业院校和本科院校，分高职组和本

科组两个赛道。竞赛共分初赛、决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初赛和决赛在线上举行，

总决赛在线下举行。大赛使用问途数字化运营竞赛平台，紧密围绕产业数字化转

型需求和数字营销工作场景来设计竞赛内容和竞赛任务。数字化技术贯穿大赛全

过程，旨在培养高校学生在数字营销领域的创新思维、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助

力学生成长为行业所需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问途杯”酒店数字营销大赛为团体赛，每支参赛队由 4名参赛选手和 1-2

名指导教师组成，每位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参赛队，不可以兼报其他队伍。同

一赛道（本科组/高职组）每所院校限 2支队伍参赛。 

 

赛程总览： 

报名阶段 
线上报名：http://www.wintourcup.cn 

报名时间: 2月 13日至 3月 12日   

初赛阶段 

（线上） 

初赛赛前说明会：3月 17日 

酒店产品及细分市场认知在线考核：3月 26日  

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在线制作：3月 27日至 4月 5日 

决赛入围名单公布：4月 11日 

决赛阶段 

（线上） 

决赛赛前说明会：  4月 13日 

在线商城搭建和模拟运营：4月 14日至 5月 5日 

数字营销策划及方案撰写：4月 14日至 5月 5日 

总决赛入围名单公布：    5月 12 日 

总决赛阶段 

（线下）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优化及 PPT制作：5月 13日至 5月 24日 

总决赛线下路演、颁奖典礼：5月 25日至 5月 27日 

教学研讨会及校企合作论坛：5月 25日至 5月 27日 

路演地点：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桂林旅游学院 

 

  

http://www.wintourc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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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赛内容 

(一) 初赛——线上 

1. 初赛项目 

初赛阶段分为“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认知”和“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在

线制作”两部分。 

各参赛选手根据竞赛平台提供的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知识进行在线学习，在

规定时间完成学习及在线考核后，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

在线制作。 

★初赛-竞赛平台开放时间：3月 18 日 0:00 至 4 月 5 日 18:00 

★初赛-酒店产品及细分市场认知在线考核时间：3 月 26 日 10:00-11:00 

★初赛-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在线制作作品提交截止时间：4月 5日 18:00 

2. 初赛流程 

 

3. 初赛考核知识及分值比重 

初赛考核模块 考核方式 评分方式 权重 

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认知 个人 系统评分 50% 

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

在线制作 
团队合作 系统评分+专家评审 50% 

合计 100% 

3月18日-3月25日

在线学习阶段

•在线学习

3月26日

初赛在线考核

•酒店产品和细
分市场知识考
核（选择题）

3月26日-4月5日

初赛作品制作及提交

•酒店客房包价
产品设计及在
线制作

•初赛作品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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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赛具体考核方式及要求 

初赛从“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认知”和“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在线制作”

两个方面进行考核评定。 

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认知 

初赛阶段竞赛平台正式开放后，以参赛队为单位，每位参赛选手通过个人账

号进入竞赛平台，通过竞赛平台提供的视频及相关资料进行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

知识学习。完成在线学习后，每位参赛选手在统一考核时间进行在线考核。考核

题型为选择题，考核时间为 1小时，参赛队所有成员的得分平均分为当前参赛队

初赛阶段“酒店产品和细分市场认知”模块的得分。 

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在线制作 

完成初赛在线考核后，可进入竞赛平台开展“酒店客房包价产品设计及在线

制作”。 

以参赛队为单位，在竞赛平台提供的酒店类型及其对应的细分市场中选择一

个目标细分市场，针对所选酒店类型及细分市场进行用户需求分析，完成客房包

价产品的设计及定价；并在竞赛平台完成客房包价产品的在线制作及价格设置，

在小程序进行预览确认后提交。 

 

(二) 决赛——线上 

1. 决赛项目 

决赛项目为“酒店数字营销策划与方案撰写”。 

参赛队根据竞赛平台提供的酒店 PMS数据，进行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并通

过系统生成数据报表和可视化图表。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开展酒店市场分析及客源

定位，策划基于细分市场的酒店数字营销方案并进行方案撰写。最后，根据营销

策划方案完成酒店在线商城的搭建，并通过竞赛平台进行模拟运营，基于商城模

拟运营结果优化数字营销策划方案，确认后提交。 

★决赛-竞赛平台开放时间：4月 14 日 0:00 至 5月 5日 18:00 

★决赛-数字营销策划方案提交截止时间：5月 5日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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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赛流程 

 
 

3. 决赛考核知识及分值比重 

决赛考核模块 考核方式 评分方式 权重 

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 团队合作 系统评分 10% 

酒店在线商城搭建与模拟运营 团队合作 系统评分+专家评审 30% 

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撰写 团队合作 专家评审 60% 

合计   100% 

 

4. 决赛具体考核要求 

决赛从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酒店在线商城搭建与模拟运营、酒店数字营

销策划方案撰写三个方面考核评定： 

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 

决赛阶段竞赛平台正式开放后，进入平台开展“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 

以参赛队为单位，基于竞赛平台提供的酒店背景说明及三套 PMS数据，选择

合适的指标及维度进行分析并生成数据可视化图表，最终从中选择一套酒店的数

据分析可视化结果提交。参赛队可只选择其中一家酒店进行分析提交，也可分别

对三家酒店进行分析后选择一家进行提交。 

4月14日-5月5日

数字营销策划及方案撰写

•数据分析

•营销策划

•商城搭建

•模拟运营

•方案撰写

5月5日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提交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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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在线商城搭建与模拟运营 

以参赛队为单位，根据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阶段选择的酒店，结合酒店客

房经营数据分析结果，从酒店市场定位及客群出发，通过竞赛平台完成基于细分

市场的酒店在线商城策划，包括首页、品类目录、产品组合及主推产品的设置与

上架。 

在线商城搭建完成后，通过竞赛平台完成面向细分市场住店客人的商城特定

产品的模拟运营并确定最优方案。 

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撰写 

以参赛队为单位，根据酒店客房经营数据分析阶段选择的酒店，结合酒店背

景说明及系统提供的数据开展分析，包含酒店客房经营数据解读与分析、酒店市

场分析与客源定位等；并针对该酒店的市场定位和目标客源进行基于细分市场的

在线商城策划、搭建和模拟运营，最终形成完整的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上传至

竞赛平台。方案具体可参考竞赛平台提供的《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模板。 

 

(三) 总决赛——线下 

1. 总决赛项目 

总决赛项目为数字营销策划方案优化、PPT 制作与现场汇报。 

各参赛队根据决赛阶段完成的数字营销策划方案优化后制作 PPT 并进行现

场演示汇报。 

参赛队最终成绩 = 决赛成绩*40% + 总决赛成绩*60% 

 

★总决赛-竞赛平台开放时间：5 月 13 日 0:00 至 5 月 24日 12:00 

★总决赛-方案 PPT 电子版提交截止时间：5月 24 日 12:00 

★总决赛-现场汇报、颁奖典礼、研讨会及校企合作论坛：5月 25-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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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决赛流程 

 

3. 总决赛考核知识及分值比重 

总决赛考核模块 考核方式 评分方式 权重 

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 PPT 制作 团队合作 专家评审 20% 

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现场汇报 团队合作 专家评审 70% 

团队面貌 团队合作 专家评审 10% 

合计   100% 

4. 总决赛具体考核要求 

总决赛从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 PPT制作、现场汇报与团队面貌三个方面考

核评定： 

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 PPT 制作 

以参赛队为单位，在总决赛阶段竞赛平台正式开放后，进入竞赛平台对决赛

阶段完成的酒店经营数据分析、酒店在线商城搭建与模拟运营、酒店数字营销策

划方案进行修改和优化，并将最终优化的数字营销策划方案形成 PPT 方案（含

PPT版本和 PDF版本）上传至竞赛平台。为保证现场 PPT演示播放流畅，请上传

格式后缀为.pptx的 PPT文件。 

酒店数字营销策划方案现场路演 

以参赛队为单位，在总决赛当天根据已上传至竞赛平台的 PPT方案进行现场

汇报与现场答辩。汇报时间 10分钟，现场答辩 5分钟。 

5月13日-5月24日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优化及PPT制作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优化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PPT制作

5月25日-5月27日

数字营销策划方案现场汇报及
研讨会

•总决赛现场汇报

•总决赛成绩公布

•大赛颁奖典礼

•教学研讨会及校企合作论坛



 

8 

团队面貌 

以参赛队为单位，在总决赛现场汇报与现场答辩中展现良好的团队面貌。 

 

六、 竞赛环境 

名称 系统要求 

电脑 windows 7 以上或 Mac OS 10.14 以上操作系统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谷歌浏览器或 Firefox 火狐浏览器 

手机 
可联网的智能手机并安装微信 APP，用于竞赛平台使用微信扫码

授权登录 

 

七、 奖项设定 

1. 所有参赛队伍总数的 50%晋级决赛，15%晋级总决赛（本科组/高职组分

别计算）。 

2. 大赛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及最佳创意奖、最

佳文案奖、最佳产品设计奖、优秀指导教师奖和最佳传播奖。具体奖项比例如下： 

 

 
3. 所有获奖选手均可获得证书，另有机会获得大赛奖品、高端酒店影子实

习计划、市场营销岗位实习计划奖励等，其余参赛选手将获得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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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参赛费用 

本次大赛为公益大赛，大赛全部费用由大赛组委会自行筹集，不向参赛选手

收取费用。 

注：选手参赛期间所需的快递资料费用（如有），总决赛交通、食宿费用等

其他费用自理。 

 

九、 申诉与仲裁 

1. 所有参赛队均有权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不公正判决或其他参赛队违规行为

的申诉，申诉主体为参赛队伍指导教师； 

2. 申诉应在相关比赛活动后 2 小时内提交，在此时间之后的上诉将不被接

受； 

3. 申诉报告应提供详细信息，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活动、申诉理

由和证据支持。未经证实的证据和信息将不被接受； 

4.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报告后，应当根据申诉理由，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及时组织复议，并在 24小时内通知申诉人仲裁结果，该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 声明 

1. 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大赛组委会在比赛过程中发现参赛队有作弊行

为的，将取消参赛队参赛资格和获奖资格； 

2. 大赛组委会保留在必要时更改大赛活动的权利，但会提前通知各参赛队； 

3. 大赛组委会保留对本文件的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