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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比赛规模概况 

参赛人数及活跃度 

参赛学校分布 

优秀学生展示 

指导老师及学生访谈 

整体展示 

外部新闻评价 



比赛规模概况 

12个周冠军 

400+高校 

50000+财经

学子 



活跃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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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数 

活跃人数 

周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参赛人数 14529  25431  34586  39578  41256  45237  47852  48723  49221  50139  50612  50891  

活跃人数 10349  20714  27133  31860  33624  35963  37612  34009  33411  30635  26622  25240  



参与学校分布 

学校名称 参赛人数 学校名称 参赛人数 

北京大学 3146 中山大学 1257 

清华大学 1967 华南理工大学 918 

中国人民大学 2828 厦门大学 1549 

中央财经大学 2434 武汉大学 1557 

复旦大学 2072 华中科技大学 963 

上海财经大学 243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525 

上海交通大学 1776 西南财经大学 2382 

浙江大学 1401 西安交通大学 972 



优秀学生展示 

周次 冠军姓名 学校名称 所在城市 
第1周(04.13-04.17) 黄胜楷 深圳大学 深圳 

第2周(04.20-04.24) 黄志勇 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 

第3周(04.27-05.01) 罗中民 汕头大学 汕头 

第4周(05.04-05.08) 张和琛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第5周(05.11-05.15) 周立 复旦大学 上海 

第6周(05.18-05.22) 窦孝龙 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 

第7周(05.25-05.29) 沈健鑫 广州科贸学院 广州 

第8周(06.01-06.05) 李恒泽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第9周(06.08-06.12) 秦昕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第10周(06.15-06.19) 张家伟 福建江夏学院 福州 

第11周(06.23-06.26) 张宏伟 大连财经学院 大连 

第12周(06.29-07.03) 夏晗 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优秀学生展示 
深圳大学  黄胜楷 

东北财经大学 黄志勇 
复旦大学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 秦昕 东北财经大学 窦孝龙 广州科贸学院  沈健鑫 



优秀学生指导老师访谈 

黄胜楷同学的指导老师王凯丽很赞成本
次“银河杯”比赛，希望我们以后能继
续举办，让更多的财经系的学生参与进
来。针对参赛选手，王老师也给了建
议：看准大势，参赛选手需要胆大心
细，需要多关注实时资讯，经常地对个
股的基本面技术面进行分析。慢慢就能
训练出超强的实战能力。王老师对黄同
学的点评则是：不要在股市中追求稳
妥，不管是实盘或者模拟盘，坚信稳中
求胜！ 

深圳大学  黄胜楷 
指导老师 王凯丽 



优秀学生指导老师访谈 

黄志勇同学的指导老师王玉红，对于银河证券与万得举办这样
的赛事，认为是对学生一次很好的锻炼，希望我们公司能多举
办这样的活动；在增加学生实践积极性的时候，还能跟课堂上
理论相结合，让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快速适应和挑战自
我。 

指导老师 王玉红 

东北财经大学 黄志勇 



优秀学生访谈 

对于本次“银河杯”大赛，秦昕把握住了机
会，并充分展现了个人实力，同时秦昕也希
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比赛，大家一起交
流经验心得，相互学习提升能力，多多使用
万得终端，虽然现在没有进行实盘操作，但
秦昕对股市未来的走势还是非常乐观的，最
主要的还是多多研究学习，把握最新的实时
动态，做好长远规划，对于接下来的决赛，
秦昕也是充满了信心，我们真诚希望秦昕同
学能够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也希望更多的
同学能够有更大的收获。 

中国人民大学 秦昕 



整体展示：线下 

路演城市：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西安、

南京、杭州、厦门、兰州、大连、昆明、南宁等14个城市 

路演高校：覆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0所985高校，路演31所高校6000余学生 

学校名称 路演人数 

北京大学 400 

清华大学 400 

中国人民大学 300 

中央财经大学 300 

复旦大学 200 

上海财经大学 200 

上海交通大学 150 

浙江大学 200 



整体展示：线上 

微信/微博/论坛：银河证券微信、Wind资讯微信/微博、Wind教

育官方公众号、人大经济论坛、各高校论坛多次软文推广，超过

1500万人次的精准传播 

WFT首页广告：Wind资讯金融终端首页多次广告推广，超过100

万人次的浏览 

 专题讲座：每堂讲座在线超500人次，后续回播浏览超5000人次 



外部新闻评价 



外部新闻评价 



外部新闻评价 



外部新闻评价 



外部新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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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实习，全面升级 



大赛简介 

比赛范围：全国所有高校在校大学生 

获奖人数：每周前10名×12周、赛季前100名 

比赛平台：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赛程安排 

比赛报名时间：2015.8.1-2015.11.23 

 (11.23之后加入比赛的同学只可争夺周周奖，不能争夺赛季奖) 

比赛阶段(12周)：2015.10.12-2015.12.31 

颁奖及实习签约：2016年2月，实习可在2016年暑假完成 



大赛规则 

 初始资金： 
 所有参赛选手的初始虚拟本金共100万，其中股票90万、

期权10万。  
  
 交易品种： 

 支持上交所和深交所两大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ETF基金
和上证50ETF期权。 
 

 交易类型： 
 支持送转股、派息等业务，比例根据交易所公布的公告

来执行；送转股、派息的时间为股权登记日收盘后；分红
派息收益纳入比赛收益。 
 

 不支持新股申购、市值配售、增发申购、配股等交易；
参赛选手如持有即将配股的股票，应在配股日前及时卖出，
以免对您的成绩造成影响。  



参赛入口 



互动方式 

邮件：发送邮件至 gr.cjxz@wind.com.cn 

 

iWind：实时互动（iWind群号106811） 

 

微信：关注公众号“财经学子”参与互动或留言 

mailto:gr.cjxz@wi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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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资讯 

Wind资讯中国金融信息服务业领导者，国家重点软件企业，总部在上海，
南京设有运营中心，香港、纽约设有分公司，全国设有20个分支机构。
2014年8月荣获首届“上海市创新型新兴服务业示范企业”第一名称号 

专业高效团队 Wind资讯成立 强大独立的技术团队 

1994年 2500人 600人 

新闻编辑团队 

覆盖高端金融机构 超百万品种无所不能 

90% 40+交易所 1,000,000+ 

全球主要金融市场 

上海、南京\北京、深圳、武汉、成都、大连、广州、杭州、济南、郑州、西
安、沈阳、福州、重庆、长沙、石家庄、南宁、昆明、兰州、太原、哈尔滨、
呼和浩特、天津、厦门\香港、纽约、旧金山、伦敦… 



Wind资讯用户 

QFII机构 保险公司 其它海外金融机构 

78% 75% 20% 

新闻编辑团队 

金融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 

100% 100% 100% 

基金公司 

国内外知名高校 

700+ 



Wind资讯产品 

Wind资讯金融终端 Wind资讯移动终端 

iWind金融社区——金融专业人士的实名社区 



金融数据服务 实习就业平台 金融挑战赛 金融会议直播 校外导师平台 

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金融数据服务 



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模拟投资功能 



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实习就业功能 



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校外导师功能 



Wind资讯金融终端（学生版） 

金融会议直播 



让我们第二届比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