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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等学校团委：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养大学生

金融投资综合素质，发掘投资潜力，提高理财实践能力和投资风

险意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广大青年学生交流沟通，特举

办山东省大学生证券模拟大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组委会 

承办单位：共青团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协办单位：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二、活动时间 

2017 年 4 月—6 月 

三、参赛对象 

全省各高校（含普通高校、成人院校、民办高校）全日制本、

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四、比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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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赛制 

个人赛，以比赛结束个人收益率计算比赛结果。 

（二）日程安排 

1．报名阶段（2017 年 4 月 6 日—30 日） 

（1）注册账号 

电脑在线报名：登录“同花顺模拟炒股”比赛网址

（http://moni.10jqka.com.cn/hezuo/sd2017），点击“我要注册”，

填写信息，提交即可注册成功；或登录同花顺客户端（电脑版）

—在线服务—模拟炒股，点击“注册”，按要求填写信息，提交即

可注册成功。 

手机端报名：进入同花顺官网（http://mobile.10jqka.com.cn/），

下载同花顺客户端（手机版），支持 Android、iOS、Windows

等主流手机系统。进入界面后，选择模拟炒股，点击“注册”，按

要求填写信息，提交即可注册成功。 

（2）激活比赛 

电脑在线激活：登录“同花顺模拟炒股”比赛网址

(http://moni.10jqka.com.cn/hezuo/sd2017）进入界面—登录账户—

激活账户，填写信息并提交，即可参赛。 

手机端激活：进入手机端界面后，登录账号，点击模拟炒股

—模拟炒股大赛—搜索“2017 山东省大学生证券模拟大赛”，点

击“马上参赛”，填写信息并提交，即可参赛。 

（3）提交报名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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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赛院校统计参赛学生信息并填写报名信息表（详见附

件），盖章后将扫描版在 4 月 30 日前发送到指定邮箱。参赛名

单后期将在大赛交流 QQ 群中公布。如参赛过程中发现参赛选手

信息未在各参赛院校提交名单中，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4）赛前测试 

参赛选手报名成功后，登录“同花顺模拟炒股”比赛网址

（http://moni.10jqka.com.cn/hezuo/sd2017），或者手机客户端，

参赛者可用报名帐号和密码进入交易区，进行热身交易，结果不

计入比赛成绩，在比赛前一天会对帐号进行清零。 

2．比赛阶段（2017 年 5 月 2 日—31 日） 

各参赛选手登录比赛平台，经过分析市场行情、制定交易策

略，进行模拟投资交易。比赛结果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下午收盘

时间的收益率进行排名。 

3．表彰奖励（2017 年 6 月） 

2017 年 6 月 5 日将公布大赛最终结果。届时请参赛选手保

持手机联系畅通，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没联系到者将被取消比赛

结果。比赛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同时主办方将根

据各高校组织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单位及优秀指导教师并于 6

月 17 日举行颁奖典礼暨经验分享会。 

五、竞赛规则 

1．初始虚拟资金 

人民币：500,000.00 元 （伍拾万元） 



—4— 
 

2．交易范围 

上交所：上证 A 股 

深交所：深证 A 股 

3．交易时间 

交易时间和交易所规定的交易时间同步，为每天上午 9:30

—11:30，下午 13:00—15:00，不考虑集合竞价的成交量。国家法

定节假日不进行交易。 

系统清算时间不接受委托，清算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 15：

00—17:00，其他时间均可进行委托。 

4．交易制度 

虚拟交易平台行情为证券交易的实时行情； 

只针对于 A 股支持分红、派息、送股等业务。比例根据交

易所公布的公告来执行，不支持新股申购、市值配售、增发申购、

配股等交易；不支持派送权证、行权等操作； 

系统撮合成交规则与实际保持一致，严格遵守价格优先、时

间优先原则，与真实行情委托盘竞价排序撮合。 

5．交易手续费 

交易所 证券类型 买卖方向 印花税率 手续费率 过户费率 

上海 A 股 股票 买入 0 0.1% 0.1% 

上海 A 股 股票 卖出 0.1% 0.1% 0.1% 

深圳 A 股 股票 买入 0 0.1% 0 

深圳 A 股 股票 卖出 0.1%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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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交规则 

撮合系统每 10 秒进行一次交易撮合，处理买单、卖单、撤

单。 

（1）成交价格 

按照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成交价撮合，而不是按照买卖盘的价

格撮合。 

买入时：如果最新成交价等于委托价，按照委托价成交，如

果最新价小于委托价，按照最新价撮合成交，涨停不能买入。 

卖出时：如果最新成交价等于委托价，按照委托价成交，如

果最新价高于委托价，按照最新价撮合成交，跌停不能卖出。 

（2）成交数量 

买入委托量必须是 100 股的整数倍，卖出委托量为 1 的整数

倍。 

模拟炒股的撮合考虑了真实交易的成交数量，即使委托价格

合适，如果没有成交量，也不会成交。如果真实交易的成交数量

小于委托数量，则部分成交，仅撮合真实交易的成交数量，剩余

的委托仍保留在撮合队列，等待新的成交明细。（真实交易的成

交数量可以从行情软件的成交明细中看到）。 

对于没有成交的委托，或者部分成交的委托，可以撤单。当

天的委托如果没有成交，收市以后自动作废，不参加下一交易日

的撮合。 

（3）涨跌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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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涨跌限制, 一般股票为±10%、st，*st 股票为 ±5%、名

称 N 开头的股票不限。 

股票涨停时，以涨停价提交的委托，放入撮合等待队列，并

且记录当时买一量，如果阶段成交量大于买一量，可成交数量是

阶段成交量和当时的买一量的差，以这种方式模拟在真实交易市

场排队的情形。模拟炒股无法考虑真实市场中，买一上的撤单。

如果涨停板被打开，价格低于委托价，则按照现价成交。  

例如：600804(鹏博士)上午开市后涨停，用户在 10:10 以涨

停价委托买入 100 手，此时的成交量是 51000 手，涨停板上买一

的单子是 5000 手，如果涨停板没有被打开，只有阶段成交量大

于 5000 手时，用户的委托才等到可以成交。如果成交量到了

56010 手，则用户成交 10 手（56010-51000-5000），剩下的部分

等待更多的成交量。 

股票跌停时，以跌停价提交的委托，放入撮合等待队列，并

且记录当时卖一量，如果阶段成交量大于卖一量，可成交数量是

阶段成交量和当时的卖一量的差，以这种方式模拟在真实交易市

场排队的情形。模拟炒股无法考虑真实市场中，卖一上的撤单。

如果跌停板被打开，价格高于委托价，则按照现价成交（阶段成

交量：提交委托时刻起该股票的真实成交量）。 

六、申诉与仲裁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

正的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可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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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 24 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

理。申诉时，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相应赛项仲裁工

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

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

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

申诉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3．赛项仲裁工作组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

审查，48 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如受理

申诉，要通知申诉方举办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如不受理申诉，

要说明理由。 

4．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

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七、其他说明 

1．若整个大赛存在无交易记录者，将不参与排名。 

2．本竞赛主要目的是让同学熟悉真实的市场交易机制，竞

赛仿真平台已尽量按照实际市场运作状况设计，请同学不要利用

可能存在的系统漏洞进行套利，此行为会影响竞赛成绩。 

3．本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有权对规则

出现的漏洞进行修改。 

4．主办单位保留随时修正、解释、暂停、终止本活动办法

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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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每所学校指定一位工作人员，加入大赛 QQ 工作群（群

号：468137669）。届时将上传图文版参赛流程的 PPT 到大赛教

师交流 QQ 群，供大家下载。 

6．4 月 10 日在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比赛说明会，各院校

负责人如果来参加请提前与承办单位负责人联系，产生食宿费由

各自院校承担。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尚志锋  张  磊 

联系电话：0534—2557112  13583491236 

电子邮箱：a2z@qq.com 

地   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大学东路 689 号德州职业技

术学院 

邮   编：253034 

 

 

附件：山东省大学生证券模拟大赛报名信息表 

 

 

第十五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组委会（代章） 

         2017 年 4 月 6 日 

mailto:a2z@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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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赛学校名称（盖章）：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序号 学生姓名 账号（用户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