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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金融管理精英
培养未来商业领袖

「 FIMC」赛事创办背景

「安信证券杯」首届金融投资管理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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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杯”首届全国金融投资管理挑战赛（简称“FIMC”赛）是在建党

百年、我国首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注册成立以及中国科大

MBA联合会成立20周年的背景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紧扣时代脉搏，结合经济发

展新态势以及管理学科新发展，融合“北交所”、中国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办学

定位等元素，创办的一个面向国内“C 9”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

MBA\EMBA\MF学生及校友的特色赛事。FIMC赛事拟邀请中国证券业协会、北

京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等

投资者教育部门作为赛事指导方。通过赛事交流、课程培训、基地参访、专家论

坛、就业指导等多种方式有效培养高校金融管理类研究生正确的投资观念；发掘

参赛学生卓越的商业特质，融会所学知识，拓展职场竞争力，培养更多能够引领

未来中国发展的金融管理领袖。

比赛组织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遵循“寻找金融管理精英，培

养未来商业领袖”的大赛宗旨，选拔具有突出管理潜质并熟练掌握金融、财务、

市场、管理等知识的优秀学生及参赛团队。



「安信证券」杯首届FIMC赛事介绍

赛事定位

A-02

大赛拟以投资赛事为主体，邀请专业机构指导，融合金融投资教育及课程、

商业管理案例分析、专家论坛、基地参访、职业发展指导、艺术、体育、公益活

动等多个环节，综合发展成为科大发起、“ C9”共建、“双一流”建设院校参与

的面向M B A / E M B A / M F学生及校友的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公益赛事。

赛事冠名方介绍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FIMC大赛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公司股东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的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600061.SH）和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现为全牌照综合类券商，多项业务排名进入全国前列。2009年至2018年，

公司连续10年获得A类A级以上行业分类评级，其中2011年至2013年达到

注册资本在增资后达到100亿元。

行业最高的A类AA级。2020、2021年公司连续获评A类AA级。

安信证券总部设于深圳，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佛山、合肥等地设立

47家分公司，在27个省级行政区设有326家证券营业部。安信证券始终坚持“为

客户、为股东、为员工、为社会”的经营理念，稳健经营，合规运作，不断提升

专业能力，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力争成为中国最具市场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广

受尊敬的一流资本市场服务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

兼有特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1958年9月创建于北京，1970

年初，学校迁至安徽省合肥市。是国家首批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的

大学之一，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于1995年6月成立，管理学院的使命是创造管理

思想与工具，培养管理英才与领袖。

2016年3月中国科大管理学院通过AMBA认证；在2018年中国专业学位教育

排名中，中国科大MBA位列A档；2019年中国科大管理学院通过QS Stars商学院

五星级认证；2020年中国科大管理学院通过AMBA五年期再认证；2021年管理学

院通过AACSB五年期再认证。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培养国际一流人才的号召，发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科研创新领域的优势及全球校友资源，2016年11月，合肥市人

民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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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金融管理精英
培养未来商业领袖

2022年「安信证券」杯金融投资管理挑战赛

——赛事指引

金融投资赛

比赛旨在让参与者在比赛中培养科学、理性的投资理念，顺应“北交所”成立与

运营的证券投资政策背景，将MBA相关金融投资理论课程与知识进行实践，交流对风

险判断和管理的认知、分享积极健康的投资经验。

大赛拟通过给参赛选手一定数额的模拟资金，在指定证券、基金等投资市场中，

依据真实行情走势，模拟操作，按照赛程最后一个交易日盘后参赛选手及团队的周、

赛季收益进行排名，评选赛事优胜者及优胜团队。

商业管理案例赛

价值投资管理案例分析赛秉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创造管理思想与工具，

培养管理英才与领袖”的办学使命，致力于为各高校商学院MBA人提供高规格、紧贴

实战的交流平台，锻炼参赛者的专业知识理解能力、实践能力及逻辑推理能力，发掘

和培养综合能力出众的商业人才，为优秀MBA人提供更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在比赛

中发现并提升自身价值，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赛事组还希望鼓励参赛者关注价

值投资议题，发掘和培养具有价值投资前瞻性的商业人才。

各个院校以团队形式参赛，以线下进行答辩赛，参赛队伍会在赛前拿到商业案例，

各参赛队伍将独立进行案例分析，并在规定时间内提出针对案例的分析报告及建议。

赛道设置

大赛分为线上金融投资赛道和线下商业管理案例赛道，选手可以报名参加金融投

资个人挑战赛；或组队报名商业管理案例赛，按各赛道比赛规则参赛。比赛需要选手

和团队灵活运用商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的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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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 | 活动 时间 事项

赛事发布会 2022年5月15日 FIMC赛事发布会

赛事报名 5月30日-6月26日 报名+赛前培训

赛前培训 6月第三周 线上培训

金融投资赛

完整赛程

（线上赛共计12个

完整周）

6月27日-7月1日 赛事第1周

7月2日 赛事第1周收益排行榜

7月4日-8日 赛事第2周

7月9日 赛事第2周收益排行榜

7月11日-15日 赛事第3周

7月16日 赛事第3周收益排行榜

7月18日-7月22日 赛事第4周

7月23日 赛事第4周收益排行榜

7月25日-7月29日 赛事第5周

7月30日 赛事第5周收益排行榜

8月1日-5日 赛事第6周

8月6日 赛事第6周收益排行榜

8月8日-8月12日 赛事第7周

8月13日 赛事第7周收益排行榜

8月15日-19日 赛事第8周

8月20日 赛事第8周收益排行榜

8月22日-8月26日 赛事第9周

8月27日 赛事第9周收益排行榜

活动及颁奖 2022年9月上旬 FIMC线下赛事、活动及颁奖

赛程安排（金融投资赛团队赛）

A-08



各赛道赛事规则

金融投资赛（团队赛）

组队要求及模拟账户

（1）每个参赛团队人数不得超过3人，选取队长1名，允许跨校组队，以队

长所在院校为队伍院校。

（2）参赛团队由队长报名成功后，组委会会邮件告知唯一识别之参赛账号

（包括团队编号和个人参赛编号）。

（3）手机登录“安信证券APP ”按参赛流程（附件：“赛事报名与登录指引”）

操作，在投资组合页面绑定此账号后即可登录参赛。

（4）团队中每位参赛选手初始模拟资金为100万元整，团队模拟金为参赛成员

模拟金之和；

交易对象

模拟比赛中，交易品种只能是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ETF。

上市前五日的创业板新股、科创板股票、退市整理期的股票、其他品种、新股申

购、新股上市首日及不设涨跌停限制的股票(如增发等)不允许交易；

交易制度

实行T+1，30%规则，即单只个股持仓量不能超过上日收盘后总资产的30%；

交易单位

买入股票，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份)或其整数倍，A股的申报价格最小变动

单位为0.01元人民币。创业板股票单笔申报数量不超过30万股，其他股票单笔申

报最大数量应当低于100万股(份)；

收益率计算规则：

周收益率规则：（短线冠军奖评选、周收益排名依据）

参赛选手周收益率=[（当周最后一天交易结束后虚拟资产总额-上周最后一天

交易结束后虚拟资产总额）/上周最后一天交易结束后虚拟资产总额]*100%；

赛程总收益率规则：（个人冠亚季军、全国20强评选依据）

参赛选手收益率=[（对应赛程最后一天交易结束后虚拟资产总额-虚拟资产本

金）/虚拟资产本金]*100%；

团队收益率=组内所有参赛选手收益率之和/组内账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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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时间：

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时间同步，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时段9：30-11：30，

下午时段13：00-15：00，周六、周日及公告的休市日不交易；

交易限制：

交易所对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创业板股票涨跌幅比例为20%（含

ST股）。其他股票涨跌幅比例为10%，其中ST股票价格涨跌幅比例为5%。涨跌

幅价格的计算公式为：涨跌幅价格=前收盘价×（1±涨跌幅比例)。计算结果四

舍五入至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交易成交：

比赛对送股、除权、分红派息将按真实交易进行，不支持透支及买空卖空，

不考虑配股、增发因素（但支持送股、派息），参赛者不得参与上述股权登记，

及时在登记日前卖出，以免对您的成绩造成影响。股改复牌第一天的个股不允许

交易；

交易费用：

交易默认手续费1‰，卖出印花税1‰，单笔交易佣金不满5元按5元收取（模

拟金）；

清算交割：

用户委托买入时，其账号上的可用资金金额相应减少(冻结)，在买单撮合成

交时系统自动清算交割，并且计入交易费用；用户委托卖出时，其账号上的股票

立即被减少可卖数，可用资金额暂不增加，只有等待交割清算后股票资金数量才

会被刷新，并且计入交易费用；

查询撤单：

用户可实时查询本人股票账户、资金账户、委托成交、买卖历史记录、当日

排行榜等情况；对尚未成交的委托可撤单；

成绩公告：每周/赛季赛事结束时，系统按所有参赛选手盈利状况排序并发

布比赛的排行榜。

交易要求：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需至少完成一次买入及卖出操作，否则认定成绩无效。

其他说明：

本规则未作说明的其它规则同交易所公布的证券买卖规定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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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奖项名称
奖项

数量
奖项内容 奖项备注

团队奖

冠军 1 奖金8000元 奖杯+证书

亚军 1 奖金6000元 赛季奖证书

季军 1 奖金3000元 赛季奖证书

短线冠军团队 9 奖金600元 每周收益冠军1团队

特别奖 价值投资奖 若干 获奖证书+纪念奖品
价值投资心得文章
入选赛事官方宣发

奖励方案（暂定）

金融投资赛

金融投资赛道团队赛冠、亚、季军及个人赛全国前20强选手、商业管

理案例赛冠决赛入围团队将受邀参与冠军之行-赛事参访系列活动以及

FIMC赛事颁奖典礼。

以下奖项获得者将获得以下丰厚奖金及荣誉。还有赞助商提供的专属

礼品及权益。

A-15



• 第二步：注册账号（输入手机号、

邮箱账号，获取验证码）

赛事网站报名及登录流程（金融投资团队赛）

• 第一步：登录赛事官方网站：www.fimc-edu.cn，右上角选择“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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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登录账号



• 第四步：阅读并确认FIMC赛事报名须知后进行赛道选择

• 第五步：选择赛道（团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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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填写团队信息并提交

备注：金融投资赛报名免费，信息填写完成后，账号注册邮箱会收到官方电
子邮箱：info@fimc-edu.cn发来的赛事报名确认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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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点击“添加成员”添加队员信息（每队2-3人，含队长1人）

mailto:info@fimc-edu.cn


报名成功后会收到组委会邮箱发出的赛事邮件

• 组委会通知邮箱：info@fim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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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赛编号以及队员编号请保存好，在APP使用中注册。



寻找金融管理精英
培养未来商业领袖

附：安信证券模拟账户登录指引

01 入口指引

• 第一步：扫码下载“安信手机证券APP”

苹果手机：APPLE STORE搜索“安信手机证券”

安卓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信手机证券”

• 第二步：进入软件，点击“安信投顾”

• 第三步：进入安信投顾页面后点击右上角“头像” 第四步：选择“手机登录”，勾选“我
已全部阅读并同意签署上述协议”，
并输入手机号登录

注意：仅参赛的选手不必开户，切勿点击“交易登录”或者“极速开户”，否则会开通真
实的证券账户！（若已开户的用户，可用资金账号登录，请提交该账户绑定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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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金融管理精英
培养未来商业领袖

附：安信证券模拟账户登录指引

• 第五步：出现下图界面，请直接点击

右上角“跳过”

• 第六步：恭喜已经登录成功，点击“创

建模拟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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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编辑投资组合名称

个人赛组合名称统一输入：

“个人参赛编号”：F22XXX

组合简介为：姓名+手机号

团队赛组合名称统一输入：

手机号后4位+“团队参赛编号”组合：

XXXXFT22XXX

组合简介为：团队名称+个人参赛编号

方便后台数据匹配



寻找金融管理精英
培养未来商业领袖

附：安信证券模拟账户登录指引

进入模拟组合
显示账户资产、收益率情况，可进行买/卖/撤操作，查看
持仓与查询委托、成交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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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仓情况

账户情况
（总收益率、当日收益率、回撤
率需当日15:30左右清算完成才
显示）

交易操作与查询



寻找金融管理精英
培养未来商业领袖

买入操作
输入股票代码，设置买入价、

股数或仓位，点击【买入】

卖出操作
下方选择持仓个股，设置卖出价、

股数或仓位，点击【卖出】

附：安信证券模拟账户登录指引



金融投资管理挑战赛

冠名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指导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证券业协会
北京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安信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