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之星 
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 

学生操作手册 
 

 

 

 

 

This handout is use for brochure of user and guideline for 

course 

本资料用于操作手册及使用指南 

Practicing Future Behavior 

The strongest and most effective way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besides life itself, is probably 

to use a well-designed imitation of reality. 

 

Business Simulation 

The best way to learn business. 



 

 

成功创业，你准备好了吗？ 

欢迎参加《创业之星-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模拟创业！ 

在这里，你和你的管理团队将作为创业者创办一家企业，并完成从创

业计划书到创业登记注册再到企业创办后的运营管理的完整创业过程。在

这里，创业不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理论知识或纸面上的空洞规划，而是真

实的体验与实践。 

创业团队的首要工作是如何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企业是模拟

创办的，但创业团队是真实的，所以核心竞争力首先应体现在创业管理团

队身上。应根据每人的专业特点、爱好和经验来创建核心竞争力，并把它

附加到虚拟的企业身上，并在比赛的过程中不断地修炼提升本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使之强于对手。 

商场中成功经营的法则十分简单，就是要让顾客满意。成功经营的法

则包括： 

1. 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战略） 

2. 发现目标顾客的需求（市场调研） 

3. 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研发设计） 

4. 生产符合要求的产品（生产制造） 

5. 让顾客知道您的产品（市场营销） 

6. 销售产品给你的顾客（销售管理） 

7. 回笼销售产品的货款（资金管理） 

8. 配合默契的管理团队（沟通协作） 



 

 

在《创业之星》中，要做好企业的经营并不困难，但也不容易。需要

您和您的团队成员通力配合，谨记上面八条基本原则，它们将帮助您掌握

经营之道，快速通往成功之道。听起来十分简单，是吗？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事情您必须记住： 

第一：顾客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偏好与需求，一种产品并不能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众多潜在的顾客会等待直至正好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才

购买。因此，你必须通过市场研究分析不同顾客之间需求的差异，并将之

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针对各个类别制定相应的策略。 

第二：顾客总希望以更少的钱购买更多的产品，因此价格是非常有用

的一个竞争工具。当然，你可以将产品价格定的很低，但必须要能以收抵

支及赚取利润。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大量生产并销售，如果你大

量生产，产品的单位成本将急速下降，这使你可以将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出

售，并通过营销策略使顾客产生购买需求。 

第三：市场中总会有竞争者存在，他们与你争夺顾客进而使你的利润

下降，聪明的竞争者会仔细研究顾客的需求，及你的产品与营销行动，然

后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与行动，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与你竞争。通常，他们

是找出那些需求不能很好被您的产品满足的那部分顾客，然后针对其需求

生产出更优的产品。 

第四：顾客总是购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因此，你必须不断分析

顾客不同变化的需求，及竞争对手的行动，然后将之比较于自己的产品与

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以最好的满足顾客的需求。 

总之，提供最能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找出目标顾客群并针对其展开



 

 

营销，这将为企业带来大量的销售额，从而不断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企

业可以为顾客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进而赚取丰厚利润。 

通过你和其他股东的共同努力，是打造一个快速成长、为股东带来高

额回报的卓越企业，还是创立后经营困难、举步维艰，一切就看你和你的

管理团队的创业经营管理能力。 

想测试你的创业天分吗？想释放你的创业激情吗？想体验成功创业

的艰辛吗？通过《创业之星》实训平台，你将充分感受到创业带来的甘苦

与快乐。 

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 

你，就是明天的创业之星！ 

 

 

 

 

产品技术支持：0571－56887736，56887737，56887738，56887739 

网址：http://www.monilab.com 
 

  

http://www.moni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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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创创业业之之星星》》平平台台简简介介  

《创业之星－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是配合教育部加强创业教育实训的要求而

全新推出的产品，是国内第一套全程创业模拟实训的训练平台。《创业之星》采用国

际上领先的商业模拟技术来实现创业模拟的全过程。学生在《创业之星》平台下模拟

真实企业的创立过程，完成创业计划书、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注册、对创立企业进行运

营管理等管理决策。通过对真实创业环境的逼真模拟，帮助学生掌握在真实企业创业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与经营决策，并对出现的问题和运营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从而对创业有更真实的体验与更深刻的理解，帮助学生提升创业意识，掌握创业技能，

增强择业就业的能力。 

《创业之星》涵盖了从计划、准备到实施的创业全过程。《创业之星》主要包括

三大部分功能模块：创业计划、创业准备、创业实践。 

模块一：创业计划 

根据《创业之星》整个训练系统平台的商业背景环境与数据规则，分析市场环境

与竞争形势，完成公司创业计划书的编写。创业团队首先对背景环境进行商业机会分

析，组建经营团队，制订资金筹措计划，撰写公司名称，制订公司章程，并编写一份

完整的创业计划书。 

模块二：创业准备 

当创业者有了想法，并已经做好了资金、人员、技术、场地、设备、公司名称等

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就进入了企业的初创阶段。参加训练的学生需要独立完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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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注册审批流程的所有工作。 

公司注册审批的环节主要包括：租赁办公场所、公司名称审核、银行注资、事务

所验资、工商办证、税务办证、质量监督、刻制公章、办理保险等。需要根据系统规

定的流程，完成相关表格的填写与资料的准备工作。 

模块三：创业管理 

企业的生存发展如同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一样，也会经历初创、成长、发展、成熟、

衰退等阶段，即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创业之星》在创业管理模块环节就是让学生

实战中模拟企业的运营管理，围绕创业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制定各项决策，并最终

推动企业成长壮大。 

创业管理是训练和提升学生创业能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检验创业计划可行性的实

践环节。通过对真实企业的仿真模拟，所有参加训练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组建成若

干虚拟公司，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相互竞争与发展。每个小组的成员分别担任虚拟公司

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营销总监、生产总监、研发总监、人力资源总监等岗位，并承

担相关的管理工作。通过对市场环境与背景资料的分析讨论，完成企业运营过程中的

各项决策，包括战略规划、品牌设计、营销策略、市场开发、产品计划、生产规划、

融资策略、财务预算等等。通过团队成员的努力，努力使公司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并在所有公司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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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章章  《《创创业业之之星星》》系系统统登登录录  

一、运行《创业之星》服务器 

《创业之星》整个系统平台包括了服务器端、教师端、学生端三部分。 

要运行《创业之星》系统，首先需要启动安装《创业之星》系统所在的服务器电

脑，运行 SQL Server 数据库，再运行服务器上的《创业之星》数据处理中心程序，

启动服务。 

正常起动运行后，《创业之星》服务程序的窗口会显示在桌面上。 

二、启动《创业之星》教师端  

1. 运行《创业之星》教师端程序，出现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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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填入《创业之星》数据处理服务器所在的 IP 地址或网址，

如在本机，则输入“127.0.0.1”； 

 “教室号码”：输入要登录的教室号码，系统默认设置了数十个可以使

用的教室号码，如 101、102 至 109，201、202 至 209 等。根据系统管

理员的授权，登录可以使用的教室号码名称； 

 “进入口令”：默认系统中所有教室均没有设置进入口令，如果教室设

置了口令，则需要在此输入该教室的进入口令； 

 打开“高级设置”，这里可以对连接服务器的连接端口进行配置。系统

默认的连接端口是“80”，如果服务器上配置修改了连接端口号码，请

输入正确的连接端口号码； 

2. 点击“进入教室”，如果服务器连接正确，会出现该教室的班级列表。第一

次使用时，还没有建立任何上课的班级，班级列表是空的。可以选择“新建

班级”菜单，创建一个新的班级，再选择该班级进入； 

3.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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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的班级名会出现在班级列表中，在班级列表中选择该班级，点击“登录

班级”； 

 

5. 进入教室号，显示教师端程序进入后的主界面。教师端程序主界面分为三大

部分：左边为参数配置等所有操作菜单，右上为操作显示内容的主窗口，右

下为参加训练的小组情况及基本信息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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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教师端程序已经正常启动运行。 

三、启动《创业之星》学生端  

1. 运行《创业之星》学生端程序，出现以下界面：  

 

 “服务器”：填入《创业之星》数据处理服务器所在的 IP 地址或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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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本机，则输入“127.0.0.1”； 

 “教室”：输入要进入的教室号码，该教师必须已经由教师启动教师端

程序进入； 

 “端口”：输入连接服务器的端口号，默认是“80”，可根据实际情况输

入； 

2. 如正常连接，将会出现学生登录窗口。在第一次使用时，没有任何学生可以

登录，需要学生提交申请，教师审核通过后才可以使用该学生名字登录； 

3. 点击“注册新用户”，在出现的注册页面输入登录的学生信息。学生要完成

注册，教师还需要先设定参加训练的小组数。在教师端程序主界面，点击左

边菜单“系统参数设置－学员分组管理”，按提示创建小组序号和小组名称。

创建成功后会在中间列表中显示已创建的小组序号及名称； 

 

4. 教师合建了小组后，学生端在注册新成员信息页面的“小组”栏，选择要加

入的小组。其他所有标志“*”的表示该栏信息必须输入，有些信息是后面

工商登记注册需要用到的。完成全部信息输入后，点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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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提交注册申请后，在教师端程序，点击左边菜单“系统参数设置－学员

分组管理”，右边会显示出新申请的学生姓名。点击该名字右边的“账户锁

定”一栏的加锁标志，标志变为“ ”，则表示已同意该学生注册； 

 

6. 再到学生端，按“F5”键刷新屏幕，或重新启动程序，会看到申请已获教师

批准。选择刚申请注册的学生名字，点击“登录”，即可进入学生端程序的

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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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学生端程序已正常启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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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创创业业之之星星》》学学生生端端基基本本操操作作  

一、主场景功能分布简介 

学生端程序运行并成功登录后，进入的主场景如下图所示。 

 

 

主场景是一个创业园区的示意图，每幢楼分别代表着某一个办事机构，分别可以

去办理相关事宜。在下面是一个快速导航仪表盘，上面有进入各个办事机构的快捷菜

单，以及系统信息提示和帮助等信息。 

下面分别对各个大楼的功能与作用作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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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业大厦”：所有创业企业办公所在地，对应仪表盘上的“公司”； 

2. “创业银行”：创业园区的金融机构，可以到这里办理公司开户与申请借款

等业务，对应仪表盘上的“银行”； 

3. “会计事务所”：新公司创立时，办理股东注资情况的验证证明，对应仪表

盘上的“会计”； 

4. “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公司创立时，办理公司名称审核及注册等事宜，对

应仪表盘上的“工商”； 

5. “国家税务局”：新公司创立时，办理国税税务登记证书，对应仪表盘上的

“国税”； 

6. “地方税务局”：新公司创立时，办理地税税务登记证书，对应仪表盘上的

“地税”； 

7. “质量技术监督局”：新公司创立时，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对应仪表盘上

的“质检”； 

8. “刻章店”：新公司创立时，刻制公司各类印章，对应仪表盘上的“刻章”； 

9.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办理公司社会保险登记证，员工养老保险办理，

对应仪表盘上的“劳保”； 

10. “交易市场”：办理人员招聘，原材料转让交易，厂房设备交易，商业情况

购买等，对应仪表盘上的“市场”。 

每幢楼的入口处有一个进入大楼的标志“ ”，鼠标移到这个位置上，当出现

“进入”提示时，点击鼠标左键，可以进入到相应的大楼办理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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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场景功能分布 

 企业创立后，在运营阶段，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在公司内部来完成。公司内部包括

了各个管理部门，包括研发部、市场部、销售部、生产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部

门，另外还有总经理、会议室、原料仓库、生产车间、成品仓库等可以操作管理。 

 

 以下先介绍各部门或场景的主要功能与作用，再结合各部门或场景的操作来介绍

相关功能的使用。 

 在主场景中点击进入“创业大厦”，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公司”，快速进入公

司内部场景。公司场景的界面见下图。在下半部分是一个快速导航仪表盘，可以帮助

使用者快速进入到相关部门或场景中，上面是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的情况。 

 “研发部”：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工作，并对新设计产品进行研发，设计研发

完成的产品才可以生产与销售； 

 “市场部”：负责各区域市场的开发工作，并负责各阶段市场广告宣传投放

方案的制订； 

 “销售部”：负责对部门销售人员进行岗位调整、培训安排以及是否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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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等决策； 

 “制造部”：负责采购原料、购置厂房、购置设备、生产资质认证投入等决

策，并确定是否辞退生产工人，对销售部门接到的产品订单落实交付；  

 “财务部”：负责公司各阶段现金预算的制定，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制订筹资

计划；  

 “人力资源部”：负责员工招聘、签订合同、解除合同、员工培训等所有与

员工有关的决策；  

 “会议室”：在这里完成公司的创业计划书与经营计划书的撰写，完成公司

章程的撰写；并可以看到完整的商业背景环境与运营规则； 

 “总经理”：对公司整体运营情况及各部门经营的数据进行查询分析；  

 “原料仓库”：查看公司原材料仓库中的所有原料信息；  

 “成品仓库”：查看公司产成品仓库中的所有产品信息； 

 “生产车间”：负责产品生产计划的编排与制订，并对厂房与设备进行相关

操作； 

三、导航仪表盘的操作使用 

导航仪表盘的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点击上面的各个按钮可以快速进入相关部门，

方便在不同部门和机构间快速切换。如点击“公司”，可以快速跳转到创业厦的公司

办公场景；点击“主”，可以快速回到主场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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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航仪表盘的右边，还有一些快速操作的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1. “ ”：显示当前系统的时间周期。“第 0季度”表示的是公司成立前的

阶段，即对应创业计划和创业准备阶段的时间，需要完成创业计划书及工商

税务登记注册等任务； 

2. “ ”：显示公司目前所拥有的现金数量，鼠标移至此位置会出现目前公

司现金余额的提示信息；  

3. “ ”：背景音乐开关，点击可以切换打开或关闭背景音乐； 

4. “ ”：系统帮助，打开后可以查看到系统中的帮助信息； 

5. “ ”：小组成员信息，打开后可以看到本小组所有成员的身份信息等资料； 

6. “ ”：编辑个人信息，对个人的基本信息资料进行修改，分配担任的管理

角色。 

在导航仪表盘的左边区域，是系统信息的发布栏。系统中一些重要提示信息，包

括其他公司需要转卖的原料、厂房、设备等信息商情均在这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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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岗位与角色分工 

 在正式开始运营管理前，首先需要对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进行岗位分工与角色任命。

这项工作可能点击导航仪表盘上的“编辑个人信息”按钮，在弹出窗口中来完成角色

分工。 

 

打开窗口中可以对公司基本信息进行配置调整，设置个人形象，并确定个人所担

任的岗位角色。在系统中，默认设定了六个岗位角色：总经理 CEO、财务总监 CFO、

生产总监 CPO、市场总监 CMO、研发总监 CTO、销售总监 CSO 等，根据团队人数多少，

可以一人担任一个角色或多个角色。完成后点击“保存”，重新运行学生端程序登录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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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创创业业之之星星》》创创业业计计划划操操作作  

根据《创业之星》整个训练系统平台的商业背景环境与数据规则，完成创业计划

书的编写。创业者首先对背景环境进行商业机会分析，组建经营团队，制订资金筹措

计划，撰写公司名称，制订公司章程，并编写一份完整的创业计划书。 

在拿到商业背景环境的资料后，参加学习训练的学生需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组成创业公司的训练团队首先要对市场商业机会进行研究，并分析市场竞争形势，

从而制订出合理的创业计划书。创业计划书的内容主要包括：摘要、公司简介、市场

分析、竞争分析、产品服务、市场营销、财务计划、风险分析、内部管理等方面。 

 

 创业计划书的撰写主要是在课余时间完成。写好创业计划书后，进入公司主场景，

点击“会议室”，在弹出窗口中点击“创业计划”，将完成的创业计划书复制到这里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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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计划书的撰写不是目的，最终需要与企业创立后实际运营的数据结果相对比，

检验创业计划书的规划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差异，分析主要原因，从而对创业计划书的

撰写有更加全面与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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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创创业业之之星星》》创创业业准准备备操操作作  

当创业者有了想法，并已经做好了资金、人员、技术、场地、设备、公司名称等

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就进入了企业的初创阶段。参加训练的学生需要独立完成公

司注册审批流程的所有工作。 

 

公司注册的整个流程主要包括的工作如下图所示。 

 

 

一、租赁办公场所 

点击“创业大厦”的入口处，由于是第一次进入，会提示是否租赁办公场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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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确定”，办理房屋租赁合同。 

 

根据系统提示完成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点击合同右下角的乙方负责人签字处的

笔形标志，完成合同的签订。 

 

合同签订成功后，系统会自动为你分配一间办公室，请记下办公室的详细地址信

息，后面注册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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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名称登记 

在主场景点击“工商行政管理局”入口，进入工商局内部，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

击“工商”快速进入工商局。 

在办事大厅内可以看到有三个办事窗口，点击最左边的“ ”窗口。 

1.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指定代表证明”，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在窗口右

下角的投资人签字位置点击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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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选择第一个菜单“名称预先核准”，完成公司名称预先审核申请书的信息

填写； 

 

3. 全部填写完整后提交，如填写内容符合要求且公司名称没有和其他小组冲突，

会提示申请成功，可以保留申请的名称作为公司名称。对于各个项目的填写

注意事项，在“填写说明”页面中有简要说明，不清楚时可以去查看相关帮

助信息； 

4. 点击菜单“公司注册进度”，可以查看到目前公司的注册流程已经完成了哪

些工作，进展到哪一步。公司注册涉及到的每一个机构的决策页面都会有这

个帮助页面，可以帮助学生快速了解注册流程的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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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菜单“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与工商登记注册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一方

面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的理解注册中

的一些规定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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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撰写公司章程 

在主场景点击“创业大厦”入口，进入公司办公场景，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公

司”快速进入公司内部。点击“会议室”，在弹出窗口中点击“公司章程”，完成公司

章程的编写工作。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写好后粘贴到此处。 

 

 编写完成后，在公司章程的最后“全体股东签名”位置处，点击签名。如果一个

小组有多个股东构成，则其他股东会自动完成签名。 

四、公司注册资金 

在主场景点击“创业银行”入口，进入创业银行，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银行”

快速进入创业银行。点击“ ”窗口，在弹出窗口中点击“股东资金存款”菜单，

确认将所有股东资金存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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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取验资证明 

在主场景点击“会计师事务所”入口，进入会计师事务所，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

击“会计”快速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在弹出窗口中点击“出具验资报告”菜单，完成

公司股东注册资金的验资，并领取验证证明。 



《创业之星－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学生操作手册  第五章 《创业之星》创业准备操作 

中国领先的商业模拟实战训练机构             www.monilab.com 
25 

 

六、公司设立登记 

在主场景点击“工商行政管理局”入口，进入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在导航仪表盘

上点击“工商”快速进入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设立需要提供的资料较多，要首先全

部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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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发起人确认书”，在所有签字的地方签字确认。如果公司由多名股东

组成，系统会自动将其他股东的名字签好； 

 

2. 点击“法定代表登记”，填写法定代表人信息，并签字确认。如果公司由多

名股东组成，系统默认当前使用者就是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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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公司股东名录”，填写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信息。如果公司由多

名股东组成，则要填写所有股东的相关信息； 

 

4. 点击“董事经理情况”，填写公司所有董事、经理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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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指定代表证明”，指定办理公司登记注册的代表人。这项工作在公司

名称预审核中已经做好，系统默认就是同一个人来办理； 

6. 完成了以上所有准备工作后，最后点击第一项菜单“公司设立申请”，填写

公司设立申请表。这时可以看到最上面显示的办理公司设立申请需要准备的

所有材料已经都准备好了，相应资料名称前面会用如标志“√”表示，否则

会显示“×”。根据填表要求完成公司设立申请表的填写，，点击最后的签字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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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工商行政管理局办事窗口的“ ”，在弹出窗口中点击“办领营业

执照”，领取已办好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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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刻制公司印章 

在主场景点击“刻章店”入口，进入刻章店，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刻章”快

速进入刻章店。凭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并提交刻制公司印章的申请，完成公司章、法人

章、财务章的刻制。 

 

八、办理机构代码 

在主场景点击“质量技术监督局”入口，进入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在导航仪表盘

上点击“质检”快速进入质量技术监督局。办理公司组织机构代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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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办理税务登记 

在主场景点击“国家税务局”入口，进入国家税务局，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国

税”快速进入国家税务局。要办理税务登记证，首先在办事大厅中点击“ ”窗

口，在弹出窗口中点击“税务登记（国税）”，按要求完成税务登记表所有项目，在表

格最后面盖上公司章和法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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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好后，再点击“领登记证（国税）”，领取正式的国税税务登记证。 

地税税务登记证与国税税务登记证的办理方法类似。在主场景点击“地方税务局”

入口，进入地方税务局，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地税”快速进入地方税务局。在办

事大厅中点击“ ”窗口，在弹出窗口中点击“税务登记（地税）”，按要求完成

税务登记表所有项目，在表格最后面盖上公司章和法人章。 

地税税务登记证均办理好后，点击“领登记证（地税）”，领取公司税务登记证。

国税登记证和地税登记证使用的是两个部门的联合发证，上面有两个部门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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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开设公司账户 

在主场景点击“创业银行”入口，进入创业银行，或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银行”

快速进入创业银行。点击“ ”窗口，在弹出窗口中点击“开设银行账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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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理社会保险 

在主场景点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入口，进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

在导航仪表盘上点击“社保”快速进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点击“ ” 窗

口，在弹出窗口中点击“社会保险登记”，完成“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表”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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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点击“社会保险开户”，完成企业社会保险开户登记表的填写。 

 

 

至此，已完全完成公司工商税务登记所有流程工作，公司正式成立，可以开张营

业了。接下来将进入到创业企业运营管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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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创创业业之之星星》》创创业业管管理理操操作作  

企业的生存发展如同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一样，也会经历初创、成长、发展、成熟、

衰退等阶段，即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创业之星》在创业管理模块环节就是让学生

实战中模拟企业的运营管理，围绕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制定各项决策，并最终推动

企业成长壮大。 

 

创业管理是本系统的核心部分，是训练和提升学生创业能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检

验创业计划可行性的实践环节。通过对真实企业的仿真模拟，所有参加训练的学生分

成若干小组，组建成若干虚拟公司，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相互竞争与发展。每个小组的

成员分别担任虚拟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营销总监、生产总监、研发总监、人力

资源总监等岗位，并承担相关的管理工作，通过对市场环境与背景资料的分析讨论，

完成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项决策，包括战略规划、品牌设计、营销策略、市场开发、

产品计划、生产规划、融资策略、成本分析等等。 

在《创业之星》中，每个小组需要独立做出众多的经营决策，使创业企业能够逐

步成长壮大。这些经营决策涉及一个创业企业的各个方面。同时，团队合作、沟通技

巧、执行力等也是整个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如何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是制订有效决策和最终取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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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项经营决策操作指南 

一、产品研发计划 

1. 新产品设计 

进入公司场景，点击“研发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产品设计”，完

成公司需要设计的品牌数量、品牌名称及每一个产品品牌的原料构成。 

在窗口右边， 标签是产品设计的主界面，显示构成产品的所有可用原

料类型及组合； 标签则显示有关设计产品的相关操作说明。 

 

1) “新产品名称”栏：输入新设计的产品名称； 

2) “目标消费群体”栏：市场上共有三类消费群体（根据系统初始化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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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确定该品牌产品所面对的消费群体，即计划针对哪一类用户进行销售； 

3) “BOM 配置表”栏：选择构成该产品的原料组合，组合不同，该产品的生产

成本也不相同，对消费者的影响也不同； 

4) 选择好原料组合后，在后面会动态显示构成该产品的所有原料的成本价以及

完成该产品所需要花的研发时间，确定选择好后点击“保存”； 

5) 在窗口的下方会显示出已经完成设计的产品品牌， 右边有一个“ ”标志。

将鼠标移到这个位置，会实时显示出该产品的原料构成等信息。同时，如果

产品还没有投入研发，可以随时撤销刚设计的品牌，点击“撤销”可撤销该

产品品牌；  

 

2. 新产品研发 

进入公司场景，点击“研发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产品研发”，完

成公司相关产品的研发投入工作，全部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后，才允许正式生产制造该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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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原料的组合情况，不同设计的产品的研发周期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原

材料组成种类越多，设计的复杂性越高，所要花费的研发时间及费用会越多。 

点击“投入”即可投入本季度的产品研发经费，点击“撤销”可撤销本季度的投

入。 

二、物料需求计划 

 在公司场景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出选择“决策内容－原料采购”，根据产

品品牌的原料构成、销售预测、到货周期等信息，完成所有需要生产产品的原料采购。 

1) 根据企业产品设计的组合情况，先计算好总共需要采购的原料种类与数量，

在“采购数量”一栏输入需要采购相应原料的数量，完成后点击“保存”； 

2) 在制订原料采购计划时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有的单价都是指不含税的价格，

实际支付的金额是最右边的价税合计金额。此外，不同原料的订货周期是不

同的，要根据公司整个生产计划的安排前提做好所有原料的采购计划； 

 



《创业之星－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学生操作手册  第五章 《创业之星》创业管理操作 

中国领先的商业模拟实战训练机构             www.monilab.com 
40 

3) 原料如果买错了或买多了可以取消购买操作，将鼠标移到“原料子类”下相

关的原料名称边的“ ”标志上，会显示出该类原料的采购计划。在要取消

的采购计划最右边的“操作”栏点击“撤销”，取消该笔采购计划； 

 

三、生产制造计划 

1. 厂房购置 

 在公司场景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出选择“决策内容－厂房购置”，根据公

司生产规模的需要以及现金状况，通过购买或租用的方式获取相应的厂房。 

1) 在“厂房类型”下拉框内选择需要的厂房大小，再点击“购买”或“租用”

按钮，完成对选择厂房的操作； 

2) 购买或租用的厂房会在下面列表显示，鼠标移至厂房名称旁的“ ”标志上，

会显示出该厂房有关的详细信息； 

3) “内部设备”栏显示的是该厂房内的设备最大安装能力与已经安装的设备数

量，鼠标移至该栏相关信息旁的“ ”标志上，可以看到该厂房内安装的生

产设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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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购置 

 在公司场景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出选择“决策内容－设备购置”，根据公

司生产规模的需要以及现金状况，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设备。 

1) 设备只能购买而不能租用，因此要购买设备首先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现金； 

2) 在“厂房类型”下拉框内选择需要购买的设备类型，上面会实时显示出该设

备的主要参数资料；在“设备安装到厂房”选择该设备需要安装到哪个厂房

里，点击“购买”按钮，完成对选择设备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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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购买了设备以后，在下面能看到公司目前所有厂房以及厂房内安装的所有设

备情况。对于刚采购的设备，如果没有设备在线上生产，可以点击该设备名

称右边的“撤销”按钮取消购买决策。 

3. 资质认证 

 在公司场景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出选择“决策内容－资质认证”，对公司

确认要投资的认证体系投入认证费用。 

1) 认证是对整个公司的生产资质进行的认证，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产品品牌。在

市场要求具体相应资质而公司没有时，将不允许进入该市场销售产品； 

2) 点击认证名称右边相关的“投入”按钮，完成本季度对该认证的费用投入。

各类认证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周期及总费用不同，需要多个季度的投入才能完

成获取资质； 

3) 对当季度投入的认证费用，可以点击“操作栏”的“撤销”按钮取消当季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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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产工人 

 在公司场景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生产工人”，对制造

部门现有的所有生产工人进行管理。 

1) 生产设备需要配备生产工人才能完成设备使用生产工作。生产工人的招聘由

人力资源来完成，详见人力资源部相关操作； 

2) 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制造部门的所有生产工人列表，鼠标移到工人名字旁的

“ ”标志上，可以看到该工人的简要介绍资料； 

3) 在每一名工人的右边，可以针对该工人完成岗位调整（调整到其他生产设备

上）、计划培训、计划辞退等操作； 

4) 所有培训与辞退计划设置好后，会递交到人力资源部，由人力资源部来完成

具体的培训或辞退工作。如果递交了计划但人力资源部还未确认，则可以撤

销相应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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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生产计划 

在公司场景点击“生产车间”，在弹出窗口出可以看到所有的厂房情况及生产设

备情况。 

 

1) “厂房”栏显示了公司目前所有的厂房情况，同时标志出该厂房是购买的还

是租用的。点击厂房名称旁的“出售”或“退租”按钮，可以出售或退租厂

房； 

2) “利用”栏显示了该厂房内装有几条生产设备，点击“出售”可以卖掉该设

备。如果设备上还有产品在生产中，则设备不能马上出售，只是制订出售计

划，到季度结束时产品下线后才能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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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每一个厂房名称的右边有一个在闪动的“进入”标志，点击该标志可以进

入到该厂房内部，能看到厂房内的所有生产设备情况，并对所有生产设备编

排本季度的主生产计划； 

 

4) 如果要对某一条生产进行计划编排，则点击这个生产线，在弹出窗口中完成

对该生产设备的生产计划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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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产品选择下拉框，选择需要生产的产品；在“生产数量”位置输入本季

度需要生产的产品数量，点击“生产”可以开始产品的生产计划； 

6) 成功生产后，“在制品”旁会显示计划生产的产品数量，  

 

7) 点击数量旁的“ ”标志，可以看到该生产设备当前已经安排的全部生产计

划情况。包括每批次的计划产量、上线时间、下线时间等，如果想取消某一

项计划，只需点击右边的“撤销”即可。 

6. 订单交货 

当季投标的订货单，在下季初可以看到中标的订单情况。在公司存货充足的情况

下，可以到制造部去完成订单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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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制造部”，弹出窗口中点击“决策内容－订单交货”； 

 

2) 窗口中会列出所有市场上的中标订单情况，在窗口下面还会同时显示目前的

所有库存产品情况。在“交付数量”栏输入每一类产品需要交付的数量，点

击“发货”，完成所有订单的交货。 

四、市场营销计划 

1. 市场开发计划 

在公司场景点击“市场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市场开发”，开发目

标市场。 

1) 选择需要开发的市场，在“操作”栏点击“开发”按钮，完成本季度对该市

场的开发投入。如果不需要投入，可以在本季度已投入的市场开发的“操作”

栏点击“撤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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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某个市场开发需要多个周期才能完成，在后面的经营中，还需要继续持

续完成市场开发投入，直到完成该市场的开发工作，才可以在该市场进行产

品销售； 

 

2. 广告宣传计划 

在公司场景点击“市场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广告宣传”，确定当

季度公司计划投入的广告费用。广告一经投放，不允许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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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告宣传是以产品品牌为单位投放的，公司可以针对每一个产品的竞争程度

及期望值来设定相应的投放金额。“在本期投入金额”栏输入本季度需要投

放的广告金额，点击“保存”； 

2) “累计投入”显示的是公司累计在该品牌上的广告投放金额，“累计效应显

示的是广告投放至今仍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

步减弱。 

五、人力资源计划 

1. 人员招聘 

需要招聘的公司员工包括销售人员和生产工人两类，在人才市场上完成人员招聘

到。主场景中点击“交易市场”，进入后，点击“人才市场－招聘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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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需要招聘的销售人员的类型，并指定派往工作的市场区域，点击“招聘”，

将该销售人员招聘到相关区域市场。 

 

在“交易市场”场景中，点击“人才市场－招聘生产工人”，选择工人类型及安

排到哪一条生产设备，点击“招聘”，将该生产工人招聘到公司并安排到相应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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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签订合同 

 进入公司内部场景，点击“人力资源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签订

合同”，与公司管理层人员和招聘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所有员工在正式入职后都要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养老保险。包括管理团队成

员、招聘的销售人员、生产人员。在需要签订合同的人员名字右边点击“签订”，会

出现合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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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方盖章处点击印章盖章。当出现公司合同专用章时，该合同即正式生效。 

3. 解除合同 

 如果需要对不适用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首先需要由相关部门提供解聘申请，再

在人力资源完成劳动合同解聘事项。 

进入公司内部场景，点击“人力资源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解除

合同”，列表显示相关部门已提交辞退的人员清单，人力资源予以确认是否正式解除

劳动合同并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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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员培训 

培训可以帮助员工培训技能，提升生产工人的生产效率，提升销售人员的销售能

力。要对员工培训，首先需要由部门提出培训计划，再到人力资源部完成培训工作。 

1) 如要对销售人员培训，先到销售部，点击“决策内容－销售人员”，对相关

的销售人员安排培训计划； 

2) 如要对生产工人培训，先到制造部，点击“决策内容－生产工人”，对相关

的生产工人安排培训计划； 

3) 公司内部场景中点击“人力资源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员工

培训”，点击人员名字右边的“培训”，对该员工开展技能培训； 

4) 对当季安排的培训计划，点击“撤销”可以取消已制订的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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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品销售计划 

1. 销售人员 

进入公司内部场景，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销售人员”，

对销售部门的所有销售人员进行工作安排。 

对销售人员的安排主要包括管辖区域调整、培训计划、以及辞退计划。其中，管

辖区域调整直接由销售部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对相关销售人员的培训计划和辞退计划，

需要由销售部门负责提出，再由人力资源审核，同意后人力资源部解除与该员工的劳

动合同关系，则该员工从下一季度开始将正式辞退，本季度仍将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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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报价 

进入公司内部场景，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产品报价”，

填写各产品的市场报价以及期望的最大订货数量。 

 

1) 对每一个区域市场，在公司完成市场开发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该市场销售，最

右边的“报价”栏和“上限数”可以设定，否则不允许参与报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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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价”栏的金额指的是产品销售单价，不能超过产品在该市场的最高限价； 

3) “上限数”栏的数字表示在该市场上该产品最多只期望拿到多少订货量，以

防止拿到过多订货量而产能不足导致的违约罚金； 

4) 全部报价及上限数填写好后，点击“保存”提交产品销售报价。 

七、财务管理计划 

1. 现金预算 

进入公司内部场景，点击“财务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内容－财务预算”，

根据公司本季度的整体规划及各部门的经营计划，制订公司本季度的财务现金预算表。 

2. 银行借款 

 进入主场景，点击“创业银行”，进入创业银行后，点击“信贷业务”窗口，在

弹出窗口中完成借款决策任务。当季借款的金额不能超过本期授信额度，累计借款的

金额不能超过总的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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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查询分析功能操作指南 

一、研发部门数据查询分析 

1. 查看经营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研发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可以查看到公司

已设计的所有产品的配置情况，以及该产品的研发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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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分析报告 

1) 产品分析 

选择“分析报告－产品分析”，在上面的产品品牌类别选择需要对比查看的产品，

下面会将选中的产品品牌对比列出各产品的原料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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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与市场 

选择“分析报告－参与市场”，选择要查看的季度及市场，可以查看到该季度在

选中市场上所有公司销售的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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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部门数据查询分析 

1. 查看经营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市场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可以查看到公司

在各个区域市场的开发进度及完成情况。 

 

2. 查看分析报告 

1) 产品评价 

选择“分析报告－产品评价”，选择要查看的季度、市场、渠道、消费群体，可

以查看到各区域市场各消费群体对公司产品的评价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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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分析 

选择“分析报告－产品分析”，选择要查看的产品品牌，可以查看到不同产品品

牌的原料构成对比资料。 

 

3) 价格评价 

选择“分析报告－价格评价”，选择要查看的产品品牌及季度，可以查看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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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牌在市场上报价的消费者评价分数。 

 

 选择“评价排名”页面，设定要查看的季度及消费群体类别，查看所有品牌的分

数排名。 

 

4) 广告评价 

选择“分析报告－广告评价”，选择要查看的产品品牌及季度，可以查看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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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牌在市场上广告投放的消费者评价分数。 

 

5) 广告投放 

选择“分析报告－广告投放”，选择要查看的产品品牌，可以查看到消费者对不

同产品品牌在市场上投放广告的评价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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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售部门数据查询分析 

1. 查看经营状况 

1) 销售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销售状况”，并选

择要查看的季度数，可以查看到公司各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 

 

2) 市场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市场状况”，可以

查看到公司在各个市场上的销售能力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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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分析报告 

1) 市场分布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市场分布”，选择

要查看的经营期间，可以查看到公司在指定季度期间内的各细分市场的占有率情况。 

 

2) 增长情况 



《创业之星－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学生操作手册  第五章 《创业之星》创业管理操作 

中国领先的商业模拟实战训练机构             www.monilab.com 
66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增长情况”，选择

要查看的经营期间，可以查看到公司在指定季度期间内的各细分市场的占有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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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表现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市场表现”，选择

要查看的经营期间、市场区域、销售渠道、消费者类别等，可以查看到公司各产品在

相关市场的占有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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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最佳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市场最佳”，选择

要查看的经营期间，可以查看到在指定季度期间内的各细分市场表现最好的公司情况。 

 

5) 产品利润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产品利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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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的季度，选择要对比分析的产品品牌，可以查看到不同产品的盈利能力对比。 

 

 

6) 人均收入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人均收入”，选择

要查看的经营期间，选择要对比分析的产品品牌，可以查看到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人

均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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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区域利润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区域利润”，选择

要查看的季度和产品品牌，可以查看到产品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盈利能力。二个子页

面选择分别以表格和图形方式显示具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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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销售力量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销售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销售力量”，选择

要查看的季度，可以查看到所有区域市场上销售人员的配置情况及销售能力的分布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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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造部门数据查询分析 

1. 查看经营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可以查看到公司

生产制造部门的厂房、设备、工人等分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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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分析报告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制造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资质认证”，可以

查看到公司在各项认证方面的投入及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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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力资源部门数据查询分析 

1. 查看经营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人力资源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可以查看到

人力资源部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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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分析报告 

1) 人员分析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人力资源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人员分析”，

可以查看到人力资源部所有人员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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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成本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人力资源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分析报告－人力成本”，

可以查看到人力资源部所有人员的人力成本支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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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部门数据查询分析 

1. 查看经营状况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财务部”，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状况”，可以查看到财务

部门相关信息。 

 

 

七、总经理数据查询分析 

1. 管理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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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管理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管理驾驶舱－财务管理”，可

以查看到公司关键财务绩效指标的数据及行业平均值。 

 

2. 查看经营绩效 

1) 综合评价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绩效－综合评价”，可以

查看到公司总体经营绩效评价分数与排名情况。综合评价是最终各公司的排名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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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盈利表现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绩效－盈利表现”，可以

查看综合评价分数其中的盈利表现分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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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表现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绩效－财务管理”，可以

查看综合评价分数其中的财务表现分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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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表现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绩效－市场管理”，可以

查看综合评价分数其中的市场表现分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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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表现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绩效－投资管理”，可以

查看综合评价分数其中的投资表现分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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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长表现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经营绩效－成长管理”，可以

查看综合评价分数其中的成长表现分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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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财务报告 

1) 财务报表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财务报告－财务报表”，可以

查看任一季度的三张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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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分析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财务报告－财务分析”，可以

查看到任一季度的财务分析指标数值，以及综合财务评价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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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市场报告 

1) 市场开发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市场报告－市场开发”，可以

查看到目前公司在各个市场上的人员配置情况，以及在该市场的收入与占有率状况。 

 

2) 市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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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市场报告－市场开发”，可以

查看到任一季度公司在各个市场上的销售人员数量与销售能力情况。 

 

3) 广告宣传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市场报告－广告宣传”，可以

查看到任一季度公司针对每一品牌产品所投放的广告宣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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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生产报告 

1) 生产配置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生产报告－生产配置”，可以

查看到当前公司所拥有的厂房与设备情况。 

 

2) 产品评价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生产报告－产品评价”，可以

查看到任一季度公司在各个市场上的销售人员数量与销售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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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料库存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生产报告－原料库存”，可以

查看到任一季度公司在目前所拥有的所有原料库存品种及数量等信息。 

 

4) 成品库存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生产报告－成品库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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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到任一季度公司在目前所拥有的所有原料库存品种及数量等信息。 

 

6. 查看研发报告 

1) 产品研发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研发报告－产品研发”，可以

查看到公司目前所设计开发的所有产品品牌的配置情况及研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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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看决策历史 

1) 历史决策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决策历史－历史决策”，可以

查看到公司在各个季度所做的所有决策任务汇总及详细的数据变化情况。 

 

8. 查看公司资料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公司资料”，可以查看到公司

在工商注册阶段所完成的所有流程工作以及相关证件和报告。此部分内容已在前面创

业准备环节进行了介绍，详细操作请参阅前面的创业准备部分的相关内容。 

9. 查看趋势分析 

在公司场景中点击“总经理”，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趋势分析”，可以查看到公司

各项经营指标在各个季度的发展趋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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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解决方案 

 

 

 

 

 

 

 

www.monilab.com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解决方案—— 

 

《创业之星－大学生创业模拟实验室》 

《经营之道－企业运营电子对抗系统》 

《电子沙盘－三维企业运营模拟系统》 

《用人之道－人力资源电子对抗系统》 

《理财之道－财务管理电子对抗系统》 

《营销之道－市场营销电子对抗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