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旅协教育发[2017]第 011 号

“巴马寿乡杯”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旅游
创新策划大赛决赛通知

各入围决赛参赛队：

“巴马寿乡杯”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旅游创新策划大赛

决赛将于 2017 年 12 月 7-8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

治县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决赛时间：

1.现场考察时间：2017 年 10 月 20 日—10 月 30 日。

2.报到时间：2017 年 12 月 7 日。

3.决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8 日。（以广西旅游发展委员

会最终确定时间为准）

二、决赛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寿乡国际大酒

店

三、决赛内容

基于巴马长寿养生旅游的市场营销策划方案

四、决赛要求

为使各队更深入的了解巴马实际情况，在作品中更好的

体现市场需求和营销推广的要求，进入决赛的队伍将获得到

巴马瑶族自治县实地考察的机会。组委会将提供 7 个具有代



表性的景点，各队可选取其中 2 个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结束

后，各队可根据考查内容并结合其他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文案

创作。文案内容可围绕巴马县养生旅游资源进行创新策划宣

传，也可对养生旅游线路开展创意设计等。作品要将巴马养

生旅游与参赛队伍所在地客源市场需求相结合，并在决赛现

场进行讲解和展示。

现场考察的具体地点和要求，请见附件一。

五、决赛形式

参赛队将作品制作成为 PPT 并进行现场展示（总时限为

8 分钟），由评审专家根据决赛评分标准进行现场打分。评委

就参赛队展示内容进行提问，每个参赛队回答两个问题（总

时限为 3 分钟）。PPT 要求不得有参赛队学校、指导老师和队

员的信息出现，否则将取消决赛资格。具体注意事项和评分

标准，请见附件二和附件三。

六、奖项设置

1.决赛将产生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7 名，

获奖团队将获得奖金、证书和奖杯。

2.决赛将产生优胜奖9名，获奖团队将获得奖金和证书。

3.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早 10 点，阅读量总数前 10

名的队伍将获得“最佳推广奖”并颁发证书。获奖名单将另

行公布。

七、联系人

桂林旅游学院：

童媛媛 0773-3691711 18007736610



潘 荣 0773-3691711 13617732566

巴马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李 轶 13788383366 周国强 18777828558

广西巴马寿乡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李美珍 18677886119 陈秀容 13788384208

河池巴马国际养生旅游学校：

黄德英 15977890252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7 年 9 月 2 日

附件一：现场考察具体要求及考察地点

附件二：决赛相关事项

附件三：决赛评分标准

附件四：巴马实地考察人员信息表

附件五：参加决赛人员信息表

附件六：最佳推广奖领奖信息表



附件一

现场考察具体要求及考察地点

一、具体要求

1.实地考察时间：10 月 20 日—10 月 30 日。

2.各参赛队伍来巴马瑶族自治县考察的人员必须是初

赛报名的人员，且总数不得超过初赛报名人数，请在 10 月

10 日下午 5 时前，将《巴马实地考察人员信息表》（附件四）

填写完整发送到大赛指定邮箱:gllyxq@163.com，逾期再报

回执的不予以安排考察。

3.相关费用

实地考察期间，大赛组委会将负责考察队伍在巴马县内

景区门票费用。考察团队所在城市往返巴马县的交通费用以

及在巴马县的食宿费用由各参赛队自理。

4.安全保障

参赛单位需要安排至少 1 名老师带队，往返巴马途中及

在巴马考察期间参赛队员的安全保障由各参赛队伍自行负

责。大赛组委会将为参赛队伍所有成员（含带队老师）购买

在巴马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因此，请务必正确填写所有成

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二、考察地点

按照大赛要求，提供给各参赛队现场考察的地点均是具

有巴马瑶族自治县长寿养生旅游的旅游市场代表景区（见表

1），请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提供的 7 个景区内挑选 2 个地点作



为实地考察点并在回执中写清考察点序号。

三、考察流程

1.各参赛队选定考察景点后填好回执发至大赛指定邮

箱。

2.收到组委会回复的邮件后，参赛队即可定票前往巴

马。考察期间组委会指定住宿酒店为寿乡国际大酒店，地址：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寿乡大道 488 号，酒店前台联系电话

0778-6221818。

3.组委会可帮各实地考察的参赛队统一预定房间，需要

预定的参赛队请在回执备注中注明住宿时间及房间类型和

数量。（只帮预定一次，如有更改，请临时与酒店前台联系）

4.各参赛队到大赛指定酒店后，均可在酒店周围乘坐标

有景区名称的景区公交专线到达景区，公交车时间可直接询

问酒店前台。

5.各参赛队到达选定景区后，将有景区解说员对该景区

进行详细介绍，请各队提前与景区联系人联系到达景区的时

间以便安排解说员。

表 1：

决赛考察景区信息

序号 景区 联系人 电话

1 坡纳度假村 黄忠干 15207784015

2 仁寿山庄 蒋新成 13397780798

3 水晶宫 陈秀容 13788384208



4 百魔洞 陈秀容 13788384208

5 百鸟岩 陈秀容 13788384208

6 长寿岛 陈秀容 13788384208

7 赐福湖小镇 赵忠敏 18934966988



附件二

决赛相关事项

一、参赛人员

参加决赛的人员必须是初赛报名人员，且总数不得超过

初赛时的报名人数，即每个参赛队由 3-5 名选手和 1-2 名指

导教师组成。请各参赛队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中午 12 点前，

将《参加决赛人员信息表》（附件五）填写完整发送到大赛

指定邮箱：gllyxq@163.com，以便安排食宿交通。参赛人员

信息提交后不得变更。

获得“最佳推广奖”但没有入围决赛的队伍请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中午 12 点前，将《最佳推广奖领奖信息表》（附

件六）填写完整发送到大赛指定邮箱：gllyxq@163.com，以

便后续安排。

二、PPT 提交

请各参赛队于报到当天现场提交作品 PPT，文件名称为

“参赛队名称+作品名称”。请在提交前确认作品完整，提交

后的 PPT 不得修改。PPT 的内容中不得出现参赛队学校、指

导老师和队员的信息，一经发现将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三、比赛顺序

决赛上场顺序将于领队会后进行抽取，具体时间安排详

见参赛手册。

四、相关费用

参加决赛的选手和指导教师比赛期间的当地食宿、接送



站服务（仅限于广西百色市田阳机场或田阳动车站到大赛指

定酒店）费用由大赛组委会承担。超出规定人数的其他人员

食宿费用以及超出规定时间的食宿费用等由各队自理。决赛

期间大赛组委会对参加决赛的选手给予每人 400元的交通补

贴。

获得“最佳推广奖”但没有入围决赛的队伍，如果到巴

马观摩决赛并参加颁奖典礼，比赛期间的当地食宿、接送站

服务（仅限于广西百色市田阳机场或田阳动车站到大赛指定

酒店）费用由大赛组委会承担。超出规定人数的其他人员食

宿费用以及超出规定时间的食宿费用等由各队自理。各队所

在城市往返巴马县的交通费用自理。

五、安全保障

参赛单位需安排至少 1 名老师带队，往返途中和决赛期

间参赛队员的安全保障由各参赛队自行负责。大赛组委会将

为参赛队伍所有成员（含带队老师）以及观摩队伍成员购买

在巴马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因此，请务必正确填写所有成

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附件三

决赛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8-10分）

良好

（5-7分）

一般

（1-4分）

作品质量

（90分）

1.围绕巴马县旅游养生资源进行创新策划

2.对精品旅游养生线路开展创意设计，突

出市场需求和营销推广的要求

3.将巴马旅游与参赛队伍所在地客源市场

需求相结合程度

4.作品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5.资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6.分析的深刻性和逻辑性

7.作品的组织结构与语言表达

8.作品的创新性

9.作品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3分）

良好

（2分）

一般

（1分）

PPT质量

（6分）

1.PPT内容的全面性和可观赏性

2.PPT展示时间不超过 8分钟

评分项目 评分要点
优秀

（4分）

良好

（2-3分）

一般

（1分）

回答评委

提问

（4分）

选手回答评委提问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且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总分：



附件四

巴马实地考察人员信息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是带队老师 备注

在巴马的行程安排

到达日期 离开日期
选定考察景点序号

及名称



附件五

参加决赛人员信息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是带队老师 备注

在巴马的行程安排

乘坐航班（车次）信息及到达时间 乘坐航班（车次）信息及离开时间



附件六

最佳推广奖领奖人员信息表

是否到巴马观摩决赛并参加颁奖典礼： □ 是 □ 否

选“是”请填写：

学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是带队老师 备注

在巴马的行程安排

乘坐航班（车次）信息及到达时间 乘坐航班（车次）信息及离开时间



选“否”请填写：

收件人： 收件人联系电话：

获奖证书邮寄地址： 邮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