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方向

总决赛（12 月 26 日）

一、题目

为保证总决赛的公平性，原则上所有参赛队伍须以统一的新赛题参加总决赛（如以非指定赛

题参加总决赛，将不能入围全国一等奖），具体赛题如下：

题目

1、地理概况

（1）地理位置： 地块位置：项目位于金山梅亭村，东临麦浦路、麦顶融信小学，西为梅

亭村规划用地及洪湾北路、融信宽域，南面金亭小区；北为大片民居。

（2）宗地四至：

（3）经济技术指标



本项目由 A、B、C1、C2 四个地块组成。

项目综合指标： 用地性质：居住及配套用地；用地面积：102000 ㎡ ；建筑面积：108630

㎡ ；容积率：1.065；建筑密度：27.5%；绿地率：41.53%。

（4）地块现状：



（5）交通状况：

交通情况:

公交线路：金山交通枢纽中心，43、79、122 等 10 路公交车路线，途径梅亭村公交站的有

172 路。

其它配套：

教育：仓山第六中心小学（麦顶融信小学）、福州华伦中学金山校区、福建农林大学

医疗：福州空军医院

商业：金山万达、新华都、榕城广场、红坊创意园等商圈；

银行：中行、农行、工行、建行、邮政等；

其他：毗邻融信第一城；

周边标志住宅：闽江公园、沙滩公园、金山公园、乌龙江湿地公园。

任务要求



1、项目环境分析：根据具体评分项，在任务书中出具任务要求。

2、项目定位：重点要在任务书中提及对目标客群的定位。

3、产品设计：可提供产品设计的指导思想及设计依据标准等。

4、营销策划

5、经济分析：该地块挂牌交易成交价为 32.59 亿元，总货值目标为 60 亿，第一年需完成

30 亿目标，销售周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的 3 年内，整体项目进度必须符合福晟“3691”

的原则，请以此为依据对地块进行经营测算分析。

6、特色创新：整体项目的特色创新、绿色建筑、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

成果文件要求

1、注意事项

1）注意版权，凡引用的内容均需标明出处

2）列出参考文献

2、格式要求

1）每个项目封面内容：

题目（居中，二号黑体）

LOGO（每个项目自主策划的 LOGO，居中）

组名：XXX（左端对齐，五号宋体，1.0 倍行距）

组长：XXX、XXX（左端对齐，五号宋体，1.0 倍行距）

组员：XXX、XXX（左端对齐，五号宋体，1.0 倍行距）

指导教师：XXX、XXX（左端对齐，五号宋体，1.0 倍行距）

2）所有文章采用以下层次格式：

第 1 章 XXXX （标题居中，三号黑体，段前段后 0.5 行）



1.1 XXXX （标题顶格，标题后不接排，四号楷体，段后 0.5 行）

1.1.1 XXXX （标题顶格，标题后不接排，小四号黑体）

1.1.1.1 XXXX（同上，除大型图书外，一般不采用该层次，五号宋体）

1. XXXX （标题前空两格，能不接排尽量不接排，五号楷体）

（1）XXXXXXXXX （前空两格，无标题，接排，五号宋体）

1）XXXXXXXXX （前空两格，无标题，接排，五号宋体）

正文部分用五号宋体，单倍行距。

3）图表名称的位置：表号在右上角，表名在正上方。图号、图名在正下方。图表号标注方

式按章来标注，如第 1 章第一个图表示为“图 1-1”，以此顺排。文中与表图相呼应，如“见

图 1-1”。

4）文中并列内容可用项目符号列出，如“●”“◆”“■”等，要做到全文统一。推荐用“●”，

但尽量不用。

5）专业术语统一。在建设与房地产领域形成(或统一规定)了一批术语(或常用语)，使用术语

(或常用语)应严格做到标准化及全文一致、图文一致。

6）做好校对工作，表中图中字不全的、文章中句子不通顺的、标点符号有问题的请注意修

改好。

二、作品

1、须以指定的地块项目作为策划对象参赛，

2、最终项目的命名须命名为《福晟·XXXX》

3、提供克而瑞福州区域的相关市场数据供参赛队伍使用

4、安排空中踩盘+线上答疑+线上培训辅导帮助队员完成作品

5、WORD 作品无须线上提交，各战队赛前打印 12 份纸质版作品供评审现场查阅即可



6、现场展示 PPT 需提前一天发送到指定邮箱：313716150@qq.com。

三、打分规则

策划方向评分标准

考核方向 知识点

项目环境分析 10 分

宏观经济与政策调研分析

区域市场调配分析

项目地块调查分析

竞争项目调查分析

项目定位 15 分

项目客户群定位

项目主题形象定位

项目产品定位

配套及物业服务定位

产品设计 15 分

产品设计 1（规划、楼栋布局、交通系统）

产品设计 2（建筑风格、户型、景观园林）

产品设计 3（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营销策划 15 分

价值点梳理

销售周期及推货计划

价格策略

推广策划

渠道策略

经济分析 15 分 投资基础数据测算



财务分析

风险分析

特色与创新 15 分
特色（团队整体表现）

创新（方案内容亮点）

项目可行性 15 份
方案可行性

方案市场实操性

以上 7 个环节作为方案打分结果（占比 70%）+现场表现（方案阐述流畅、仪表着装、相

互诘问、评委答辩）（占比 30%），两项相加作为最终成绩。

四、赛制现场环节

1、每个战队 10 分钟现场 PPT 展示+6 分钟评委问答

2、出场顺序抽签决定

五、奖励

1、奖项设置：

（1）学生奖项：

A：策划方向共 44 支战队，分为两个赛场进行，每个场地 22 支队伍，最终将产生全国一等

奖 18 队、全国二等奖 26 队，14 支得分排名靠前的一等奖战队进入第二天的冠军赛。

B：没有进入总决赛但是进入全国七大区域赛区复赛的队伍，统一颁发全国三等奖，领奖方

式为现场颁奖或者快递证书。

C：团队奖：最佳人气团队，最佳答辩团队、最佳创意团队、最佳协作团队、最佳方案阐述

团队。

（2）学校奖项：

优秀组织奖，特殊贡献奖，优秀承办高校。



（3）老师奖项：

优秀指导教师（诚邀各位老师莅临现场观摩指导并领奖，如因故未能到场，我们将为各位老

师快递证书）。

2、奖金设置：

学生：

（1）全国一等奖：每个战队 5000 元；

（2）全国二等奖：每个战队 2000 元。

老师：

（1）全国一等奖战队指导老师 2000 元；

（2）全国二等奖战队指导老师 1000 元。

巅峰之战——冠军赛（12 月 27 日）

一、题目

在沿用前一天赛题的基础上，每支入围战队将由 1 名评委进行 1 对 1 辅导，并根据评委辅

导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增加团队 pk 等互动环节。

二、作品

1、须以指定的地块项目作为策划对象参赛，

2、最终项目的命名须命名为《福晟·XXXX》

3、提供克而瑞福州区域的相关市场数据供参赛队伍使用

4、安排空中踩盘+线上答疑+线上培训辅导帮助队员完成作品

5、WORD 作品无须线上提交，各战队赛前打印 12 份纸质版作品供评审现场查阅即可

6、现场展示 PPT 需提前一天发送到指定邮箱：313716150@qq.com。

三、打分规则



策划方向评分标准

考核方向 知识点

项目环境分析 10 分

宏观经济与政策调研分析

区域市场调配分析

项目地块调查分析

竞争项目调查分析

项目定位 15 分

项目客户群定位

项目主题形象定位

项目产品定位

配套及物业服务定位

产品设计 15 分

产品设计 1（规划、楼栋布局、交通系统）

产品设计 2（建筑风格、户型、景观园林）

产品设计 3（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营销策划 15 分

价值点梳理

销售周期及推货计划

价格策略

推广策划

渠道策略

经济分析 15 分

投资基础数据测算

财务分析

风险分析



特色与创新 15 分
特色（团队整体表现）

创新（方案内容亮点）

项目可行性 15 份
方案可行性

方案市场实操性

1、专业评审：以上 7 个环节作为方案打分结果（占比 70%）+现场表现（方案阐述流畅、

仪表着装、相互诘问、评委答辩）（占比 20%）；

2、媒体评审团打分（占比 10%）；

3、专业评审与媒体评审打分成绩相加作为最终成绩。

四、赛制现场环节

1、26 日晚，由总决赛评委对晋级冠军赛的战队进行辅导

2、每个战队 10 分钟现场 PPT 展示+5 分钟 PK+8 分钟评委问答（PK 形式为两支队伍相互

诘问——现场抽取 7 个打分环节中的一个，双方就这个环节向对方战队提出问题），取消

才艺展示环节。

3、出场顺序由 26 日得分成绩倒序出场

4、所有队伍展示完成之后，请专业评审对参赛队伍作品做点评，同时对福晟中央美墅项目

提建议，每个评审 5 分钟。

5、福星战队作为特邀战队参赛，规则同其他战队完全一样，不参与最终评奖。

五、奖励

1、奖项设置

冠军赛将从 14 支策划方向全国一等奖战队中选出 2 支年度冠军战队

2、奖金设置：



2 支年度总冠军战队将各自获得 50000 元（老师指导费 10000 元+优胜者教育基金 40000

元）。

附表



营销方向
总决赛（12 月 27 日）

一、题目

以复赛作品参加比赛，无需重新做题。

二、作品

1、WORD 作品无须线上提交，各战队赛前打印 8 份纸质版作品供评审现场查阅即可

2、现场展示 PPT 需提前一天发送到指定邮箱：313716150@qq.com。

三、打分规则

营销方向评分标准

考核方向 知识点

营销方案展示 100 分

1、客户研究（客户细分、客户素描、客户地图）

2、客户召集（内部关系、圈层营销、项目周边、互联网营销）

3、活动和开盘组织

促销活动（内容、成本、效果管控）

开盘组织（区域、人员、流程）

4、销售说辞

现场说辞（售楼处销售、体验线、参观通道）

电话说辞（邀约、回访、接电、成交维系）

新媒体说辞（网站社区、微信、社交 app、其他）

拓客说辞（1 句话、1 分钟、1 页纸、5 分钟）

5、案场布置与体验感打造

四、赛制现场环节



1、每个战队 10 分钟现场 PPT 展示+6 分钟评委问答

2、出场顺序抽签决定

五、奖励

1、奖项设置：

（1）学生奖项：

A：营销方向共 15 支战队，将产生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营销方向全国冠军 1

队，全国一等奖 4 队，全国二等奖 10 队。

B：没有进入总决赛但是进入全国七大区域赛区复赛的队伍，统一颁发全国三等奖，领奖方

式为现场颁奖或者快递证书。

C：团队奖：最佳人气团队，最佳答辩团队、最佳创意团队、最佳协作团队、最佳方案阐述

团队。

（2）学校奖项：

优秀组织奖，特殊贡献奖，优秀承办高校。

（3）老师奖项：

优秀指导教师（诚邀各位老师莅临现场观摩指导并领奖，如因故未能到场，我们将为各位老

师快递证书）。

2、奖金设置：

1、学生：

（1）全国冠军战队：每个战队 10000 元；

（2）全国一等奖：每个战队 5000 元；

（2）全国二等奖：每个战队 2000 元。

2、老师：



（1）全国冠军战队指导老师 3000 元

（2）全国一等奖战队指导老师 2000 元；

（3）全国二等奖战队指导老师 1000 元。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