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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炎
帆软CEO

大赛评审团主席

“如何提升效率，如何反哺业务，如何带来管理

创新和业务创新，被质疑成本中心，被当做边缘部

门···作为CIO或者负责企业信息化的朋友，在工作过程

中或多或少会遇到这些质疑或困惑。

那么如何找准定位和切入口，如何融合当下新兴数据

技术和工具的红利为企业管理和运营带来见实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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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高兴地发现在众多企业的积极实践下，越来越多

的CIO们正使用数据化管理手段在效益提升、业务创

新、管理创新方面收获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可，他们或

从工具切入，或从场景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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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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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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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DATA POWER AWARD 

“数据生产力”大奖赛是帆软举办的数据化管理应用奖项评选的赛事。旨在鼓励和奖赏积极

利用数据生产资料在企业内部勇敢做出尝试，做出成绩，让数据转化为效率和财富的信息

化人士。

本次大赛，将采用由帆软数据应用研究院结合大量实

际案例提炼的企业“数据生产力指数”模型作为评审

标准，为参赛单位提供可对照的价值标准。基于此，参

与比赛可以获得：

1、平行参照：是一次同业及异业进行平行参照的机

会，帮助评估企业数据应用的程度，赛后会将所有案

例整理成册寄送给参赛单位。

从 2018年起，“数据先锋”标杆认证开始整合进入“数据生产力”大奖赛之中，往届“数据先锋”认

证标杆仍可以参与本次金奖的角逐。除了赛事奖项单元的金 /银、铜奖获得者之外。每个奖

项单元将另设两名“数据先锋”标杆客户奖项，并颁发认证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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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7年起，帆软开始执行数据先锋标杆客户认证，并在医药、化工、零售、电子电子、证券

基金行业峰会上授予了传化集团、恒逸集团、瓮福集团、华友钴业、东北制药、南京医药、神

威药业、江中制药、长江证券、兴业证券、海富通基金、天能集团、中兴精密、烽火虹信，兴隆

大家庭、贝贝熊母婴、永辉超市等企业数据先锋证书和奖杯，以表彰在企业内部的数据管理

和应用上取得价值认可的企业和信息部门。

赛事由来

赛事发展

赛事背景

使命与愿景

参与价值

由来与发展

“数据生产力”大奖赛由“数据先锋”标杆认证发展而来

2、价值认同：是一次自我复盘和总结的机会，通过外

部平台的成果展示以及奖项评比，为企业、团队、个人

的数据应用成果取得荣誉。

3、获奖权益：为鼓励先进，本次特意为金奖获得者提

供上海铸币厂定制足金纪念奖章以及一系列的权益。 

详见获奖权益部分。

数据先锋颁奖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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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心得

可以是项目复盘的经验、心得或感

悟，也可以是项目踩过的坑，走过

的弯路。

五、附件信息

将第三部分提到的应用场景的截

图，脱除企业敏感数字信息后打包

提供。（3~5张即可）

INTRODUCTIONS OF  
DATA POWER AWARD 

Introductions Of 
Data Power Award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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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帆软官网的比赛专题页面找到参赛入口，点击进入参赛资料提交页面；

按规定提交之后，工作人员会2h之内审核，审核通过会将所提交案例

更新至官方展示投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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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基本信息

1、公司全称；项目名称；负责人信息；团队成员与岗位；

2、平台运行状况：平台报表总量；平台月访问量；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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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应用场景与价值阐述

无需阐述项目全过程，只需选择整体项目中最具闪

光点的 1~3个应用场景或者切入点，并通过数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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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为线上投票环节，可持续投票至 7月 20日。票数将取 50%的

权重计入最终排名，详情请见评审标准。

第二阶段为评审委员会打分环节，评审委员会依据帆软数据应用研究

院评审模型进行案例打分。分数将按 50%的权重进入最终排名。

全场大奖以及分奖项单元的金奖获得单位，将会受邀参加线下颁奖典

礼。颁奖典礼将于 8月10在帆软举办的智数大会千人CIO主会场举行。

所有奖项单元的获奖结果将于 7月 30日正式公布在帆软各官网渠道。

如何参赛

参赛对象 参赛流程

案例提交规范2
②帆软合作的集成商

或实施伙伴，对于使

用帆软产品服务过的

优秀客户案例，可以

提交项目信息与价值

成果展示。

1 6.12-7.20

6.12-7.20

5%

5%20%

20%

50%

7.23-7.25

8.10 

7.30 

2

3

4

5

线上提交 /公示

线上投票环节

专家评审环节

颁奖典礼

奖项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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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

观众和评委可以快速理解项目的价值点与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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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OF  
DATA POWER AWARD 

奖项说明：

该奖项强调项目对于业务如营销、采购、销售、物流供应链或者人事、财务等职能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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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赛提交案例作品时即可选择对应的竞赛单元，每

个案例限参与一个奖项单元的角逐。

所有金银铜奖获得者均将授予由上海铸币厂

定制纪念奖章，为标杆 CIO喝彩，最高 20G纯

金币章！

金奖案例负责人会受邀聘任决策菁英计划特

聘专家讲师，金 /银奖获得单位均可获得决策

菁英一学期免费学习账号一个。决策菁英权益

赛后会由专人对接权益。

各奖项获得者均可在帆软市场半价购买服务

商（第三方开发者）提供的付费插件，时效为

奖项公布后一年内，不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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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大奖仅限 1名；

四个奖项单元各设单元金奖 *1；银奖 *1；铜奖

*1，分属单元前三名；共 12名；

四个奖项单元各设“数据先锋”标杆认证 2名，分属

单元第 4、5名，共 8名。

奖项说明：

该奖项强调项目对于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带来的决策效率提升，决策质量提升的支撑作用。

奖项说明：

该奖项强调对于帆软产品功能利用的全面或者独有心得，诸如充分发挥 FineBI业务自主

分析的功能，或者利用 FineReport填报或者决策报表等功能实现某些特殊场景等。

奖项说明：

该奖项强调数据化管理的时间与空间应用场景，包括移动数据分析和大屏数据可视化的

应用带来的管理和业务支撑。

奖项说明：

该奖项将纵观四个竞赛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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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据生产力大奖赛事的全场大奖。

奖项单元

奖项设置

奖项说明 获奖权益

奖项单元划分： 足金纪念奖章—金之坚韧，方显标杆力量！

赛事官方证书和奖杯

帆软决策菁英计划专享特权

赛事官方视频访谈与宣传

帆软市场付费插件特权

二十家主流 IT媒体报道

奖项名额：

奖项单元：最具业务价值奖

奖项单元：最具管理价值奖

奖项单元：最佳产品应用奖

奖项单元：最佳场景应用奖

数据生产力大赛  全场大奖

3 1

2

3

4

5

6

Unit Of 
Data Power Award 

了解决策菁英 >>

了解帆软市场 >>

*参与活动即可获赠帆软《让数据成为生产力》精选

案例集一本，赛后所有参赛案例也将整理成白皮书寄

送给每个参赛单位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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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OF  
DATA POWER AWARD 

Audit Of
Data Power Award 

专家打分参照 --数据生产力指数模型

①平台基本信息：报表数、用户数与访问量

②业务支撑场景：营销、财务、采购等业务支持情况

③管理支撑指数：对流程与决策效率的支撑情况

④产品应用指数：产品核心与优势功能应用情况

⑤场景创新指数：移动、大屏等多屏幕场景的应用情况

奖项评审

评审标准

评审团成员

最终排名权重：票选 50%权重 +专家打分 50%权重 ，两者加权排名

4
陈  炎 雷万云博士 曹开彬 季明华

吴玉征 杨  扬 梅  杰朱  超

帆软软件CEO 国药集团信息部主任 中国软件网总裁 帆软软件CTO

大数网创始人 帆软数据应用研究院 院长 帆软数据应用研究院专家  
决策菁英计划主导人

帆软数据应用研究院资深专家
阿米巴产品化负责人

11 12

参赛指引手册帆软首届“数据生产力” 大奖赛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