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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初衷 

2020 年初，一场突发的新冠状肺炎疫情对

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与此同时，疫情倒逼着大量企业进行数字化变

革。可以说，2020 年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关

键的一年，这正是数字化建设者的机遇。那么

如何找准定位和切入口，如何在新趋势、新机

遇下为企业管理和运营带来实效的增长，从而开

拓属于信息人自己的价值阵地，是一个不容逃避的话题。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已经有很多企业走在了前面，他们用独特的业务视角与

BI 结合，来帮助精益生产、控制风险、提高人效、提升周转……收获越来越多的

价值认可，他们或从业务切入，或从管理切入，都让企业信息化的道路越走越

宽。 

他们是数据化前沿的实践者，也是数据化潮流的引领者，我们衷心地希望

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为先进者喝彩。 

“数据生产力”大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是一场属于数据化人士的“奥斯

卡”赛事，在这里大家可以分享走过的路和填过的坑，交流心得，展示成绩，也

让宝贵经验在交流中给予更多人启发，从而共同进步。 

这就是我们的赛事初衷：发现标杆的力量！ 

陈炎 

帆软 CEO  大赛评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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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赛事价值 

使命与愿景 

“数据生产力”大赛创建于 2018 年，是帆软举办的企业数字化应用评选的赛

事，每年举办一次，已成功举办两届。这一标杆奖项旨在发现并奖赏在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的标杆企业与信息化人士，为更多在转型创新之路中探索的企业带来

有价值的帮助。 

赛事使命：持续发掘先进，推动数据化实践落地！ 

赛事愿景：让企业数据真正成为生产力！ 

赛事发展 

经过两年的发展与沉淀，大赛目前有长江证券、天能集团、浙江银轮机械、

步步高商业连锁、云南建投等 150 多家企业的优秀数据应用案例参与评选。 

本次大赛，邀请到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钛媒体，以及 10 多位专家与学

者参与，倾力甄选出企业数据化管理应用标杆。基于此，参与比赛可以获得： 

1. 权威见证，价值认同：这是一次系统总结与复盘的机会，通过在外部平

台的成果展示以及奖项评选，在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钛媒体共同见

证下，在 10 多位专家学者的共同甄选下，为企业、团队、个人的数据

应用成果取得荣誉。 

2. 平行参照，榜样标杆：这是一次同行异业间进行平行参照的机会，帮助

企业评估数据应用的程度，吸取众家之所长，共同学习成长。同时，涌

现出的数字化转型的标杆企业与经典案例，能为更多在转型创新之路中

探索的企业带来有价值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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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奖项单元 

奖项设置 

1. 抗疫特别奖 

该奖项强调在疫情期间，围绕企业内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数据应用，如

在线填报统计员工出行体温信息等，或者与疫情紧密联系的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数据应用，如医疗卫生健康、零售电商、物流、医药行业。 

2. 最佳行业应用奖 

该奖项强调项目在行业内某些典型场景的深度运用，比如零售行业的自动

配货，医药行业的药品流向管理等。 

3. 最具管理价值奖 

该奖项强调项目对于公司的数据管理变革，战略目标落地的支撑，对于公

司中高层管理者带来的决策效率提升等，比如企业经营分析体系等。 

4. 最具业务价值奖 

该奖项强调项目对于营销、采购、销售等业务部门的效率提升，业务流程改

进，业务模式创新的支撑作用，比如提高业务效率，或用 IT 手段开创新的业务

价值点等。 

5. 全场大奖 

该奖项将纵观四个奖项单元，从案例的实效出发，由专家综合各方面得分

评选出本届最具标杆性的案例，作为数据生产力大赛的全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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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说明 

奖项数量： 

全场大奖 1 名 

四个奖项单元各设金奖*1；银奖*2；铜奖*3，优胜奖*5，共 44 名； 

大赛另设置优秀案例奖若干名，激励更多让数据转化为效率和财富的企业

及信息化人士。 

注：最终的奖项数量将根据评审团的意见，来确定每个单项中的金、银、铜

奖（可能有空缺）。金、银、铜奖的数量将不超过参赛作品总数的 4%、8%、12%。 

奖项权益 

  
全场

大奖 

金

奖 

银

奖 

铜

奖 
优胜奖 

优秀案

例奖 

荣誉类 

上海铸币厂定制纪念奖章 ✔️ ✔️ ✔️ ✔️ ✔️  

赛事官方证书和奖杯 ✔️ ✔️ ✔️ ✔️ ✔️ ✔️ 

智数大会千人 CIO 主论坛颁奖 ✔️ ✔️ ✔️ ✔️   

产品服务

类 

帆软市场官方服务商插件专享权益 
✔️ ✔️ ✔️ ✔️ ✔️ ✔️ 

技术支持服务免费时长专享权益 ✔️ ✔️ ✔️ ✔️ ✔️  

数据应用

能力类 

帆软数据运营官计划专享权益 
✔️ ✔️ ✔️ ✔️ ✔️ ✔️ 

帆软 BI 学习班专享权益 
✔️ ✔️ ✔️ ✔️ ✔️ ✔️ 

品牌赋能

类 

权威第三方机构年度优秀 CIO 评选推送 ✔️ ✔️     

主流媒体定制个人深度专访 ✔️ ✔️ ✔️    

20 家主流 IT 媒体报道 ✔️ ✔️ ✔️ ✔️ ✔️ ✔️ 

大赛历年优质案例合集 ✔️ ✔️ ✔️ ✔️ ✔️ ✔️ 

了解帆软市场>> 

了解数据运营官>> 

了解 BI 学习班>> 

https://market.fanruan.com/
https://bbs.fanruan.com/course/DOO/enterprise
https://bbs.fanruan.com/course/BI/standard/


   第三届“数据生产力”大赛参赛手册 

 06 

权益详细说明： 

上海铸币厂定制纪念奖章： 

• 所有全场大奖／金／银／铜奖／优胜奖获得者均将授予由上海铸币厂定制，铸刻

姓名、大赛信息的纪念奖章，为标杆 CIO 喝彩，最高 20G 纯金币章！ 

帆软数据运营官计划专享权益： 

• 全场大奖获奖单位享有数据运营官平台 3 个月顾问一对一指导，免费使用权益； 

• 全场大奖／金 / 银奖获奖单位均可获得价值 6000 元数据运营官课程一学期免费

学习账号一个； 

• 铜奖／优胜奖／优秀案例奖获奖单位均可获得 1 次报表体系化诊断，理清报表体

系，明确报表价值的服务 

帆软 BI 学习班专享权益 

• 全场大奖获奖单位可得免费学习名额 5 个: 2 个企业版+3 个业务版（价值 4495 元） 

• 金奖获奖单位可获得免费学习名额 3 个：1 个企业版+2 个业务版（价值 2497 元） 

• 银奖获奖单位可获得免费学习名额 2 个：1 个企业版+1 个业务版（价值 1998 元） 

• 铜奖获奖单位可获得免费学习名额 2 个：2 个业务版（价值 998 元） 

• 优胜奖获奖单位可获得 BI 学习班通用 5 折优惠券 1 张 

• 优秀案例奖获奖单位可获得 BI 学习班通用 8 折优惠券 1 张 

帆软市场付费插件免费使用专享权益： 

• 全场大奖获奖单位可在帆软市场任选四款付费插件，终生免费使用； 

• 金奖获奖单位可在帆软市场任选三款付费插件，终生免费使用； 

• 银奖获奖单位可在帆软市场任选两款付费插件，终生免费使用； 

• 铜奖获奖单位可在帆软市场任选一款付费插件，终生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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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奖项获得者均可在帆软市场所有付费插件中任选三款免费使用一年 

注：流程引擎、导出 OFD、合并演示报告除外；单款插件价值在 1000-25000 不等。 

三、 如何参赛 

参赛对象 

帆软合作最终客户，可由 CIO，信息部、数据部门负责人主导参赛，提交贵

司使用帆软产品的信息化项目信息与价值成果展示。 

参赛规则 

1. 去年参赛企业再次参赛 

如果企业信息化项目有了新的进展，在企业内发挥了不同于去年的价值，

去年参赛企业可以再次参赛；若案例内容与去年完全一模一样，不可重复参赛。 

2. 投报多个奖项单元 

每篇案例只能投报一个奖项单元，可根据该奖项单元要求撰写多篇案例进

行投报。 

参赛流程 

1. 线上报名——5.19-6.14 

报名于 5 月 19 日开始，可通过帆软服务号微信公众号文章、帆软社区文

章、官网进行报名，报名享有帆软数据应用研究院资深专家一对一案例指导。 

2. 案例提交公示——6.15-7.26 

在大赛官方网页的参赛入口，点击进入参赛资料提交页面；按规定提交后，

工作人员会 2h 之内沟通联系，审核通过会将所提交案例更新至官方展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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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上投票——7.27-8.2 

本届线上投票环节为 1 周，票数将取 20%的权重计入最终排名，详情请见

评审标准。 

4. 专家评审——8.3-8.16 

评审委员会分数将取 80%的权重进入最终排名，详情请见评审标准。 

5. 获奖名单公示——8.18 

所有奖项单元的获奖结果将于 8 月 18 日正式公布在帆软各官方渠道。 

6. 颁奖典礼——智数大会千人 CIO 主论坛颁奖（时间待定） 

全场大奖以及分奖项单元的金/银/铜奖获得单位，将会受邀参加线下颁奖典

礼。颁奖典礼将在帆软举办的智数大会千人 CIO 主论坛举行（时间待定）。 

案例提交规范 

所有参赛案例需要根据要求分为五个部分的内容进行规范提交： 

文章标题：一句话总结案例的场景与价值点 

例：一张报表固化 10 年采购经验，年节省采购费 3.5 亿 

文章内容：分为五个模块 

1. 项目基本信息 

• 项目信息：公司全称；项目名称 

• 平台运行状况：平台报表总量；平台月访问量； 

2. 项目背景 

选择帆软产品进行信息化/数据化管理的背景或者具体某项业务需求/管理

需求推动的项目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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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场景与价值阐述 

需要根据奖项单元的要求，按照问题、解决过程、价值的写作逻辑，描述

1~3 个应用场景，通过数字或者可感知的变化来阐述该场景应用中所取得的具

体价值，从而为他人带来更具实效性的启发。 

4. 项目心得 

项目复盘的经验、心得或感悟。 

5. 附件信息 

将第三部分提到的应用场景的截图打包提供，帆软会将其进行脱敏处理。 

参赛须知 

因赛事评选需要，提交参赛意向或参赛案例，代表您愿意授权帆软软件进

行案例的公开与宣传，包括但不限于书籍、媒体网络宣传。帆软将会对案例中所

含数字等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 

四、专家评审 

评审标准 

最终排名权重：票选 20% 权重+专家打分 80%权重 ，两者加权排名 

票选--20% 专家评分--80% 

根据投票排名加权 

数据应用价值 

产品应用成熟度 

案例完整度 

标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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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产力”大赛需评选主要通过数据应用价值、产品应用成熟度、案例完

整度、标杆效应 4 个方面进行评选。 

数据应用价值的主要在于案例内“应用场景与价值阐述”模块，其价值是否可

量化可感知是主要衡量的标准。 

产品应用成熟度主要是指产品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主要根据云端运维中的

数据，或者平台报表总量、月访问量数据衡量。 

案例完整度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指案例内容是否包含“项目基本信息”、“项目

背景”、“应用场景与价值阐述”、“项目心得”、“附件信息”五个部分内容，并且每

个部分内容翔实完整。 

标杆效应主要是指项目心得是否深刻，案例内容对于其他企业是否有参考

价值。 

 

评选委员会成员 

                    
曹开彬                        陈为                         陈炎 

中国软件网总裁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帆软软件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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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艳玲                      方佳明                       刘湘明      

ENI 经济与信息化网 CEO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钛媒体联合创始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ITValue 发起理事 

               
覃里                         王海峰                        王甲佳 

IT168 企业门户总编                 E企研究院 COO              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DT 时代创始人                   首席顾问 

 

               
王楠                        王云侯                        夏佳志 

IDC 高级分析师           赛迪顾问软件与信息服务业     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杨扬                         张广彬                       张亚东 

帆软数据应用研究院院长        E 企研究院首席研究专家         大连 CIO 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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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作媒体 

 

六、 联系我们 

 

“数据生产力”大赛官方委员会微信 

活动咨询、案例指导反馈、实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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