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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8 校庆杯 

东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激发我校学生的创新创业热

情，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创新精神与创业

能力的互相促进与转化的作用，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社会

投资对接平台，同时选拔项目参加由教育部等部委联合主办的第

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经研究决定在喜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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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周年校庆之际举办 2018‚校庆杯‛东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简称‚校庆杯‛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目的与任务 

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我校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

创业能力，培养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推动赛

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以创

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学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

遴选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重点备赛项目。 

二、工作机构 

主办单位：校团委、教务处、研究生院 

承办单位：校团委创业实践部、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协办单位：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三、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校庆杯‛大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校赛组委

会‛），由主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负责竞赛组织领导工作。 

大赛设立‚校庆杯‛大赛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校赛评委

会‛），由校赛组委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青年

创业典型等人士组成，负责竞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四、参赛项目要求 

参赛项目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新产品、新

服务、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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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项目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 现代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  

2. 制造业，包括智能硬件、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3. 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工具软件、社交网络、媒体门户、

数字娱乐、企业服务等；  

4. 文化创意服务，包括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术、

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 

5. 社会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财经法务、

房产家居、高效物流、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人力资源服

务等；  

6. 公益创业，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非盈利性创业；  

7. 其他。  

‚校庆杯‛大赛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

信息。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

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

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

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五、参赛对象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及已获投资情况，‚校庆杯‛

大赛分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以及公益组。具体参赛条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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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基本成型的产品原

型或服务模式，但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

负责人，须为我校在校生（可为本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2. 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 年（2015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 1 轮次。参赛申

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我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

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 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3 年之后毕业）。

企业法人在 2018年 3月 8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3. 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 3 年以上（2015年 3月

1日前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年（2015年 3月 1日后注册），

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 2轮次以上（含 2轮次）。参赛申报人须

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我校在校生（可为本科生、研究生，不含

在职生），或毕业 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3年之后毕业）。企业法

人在 2018年 3月 8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4. 公益组。参赛项目以创办非盈利性质社会组织的计划和

实践等作为主要目标，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我校在

校生（可为本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

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指导教师不得超过 3人。参赛团队所报参

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可借用他人项目

参赛。 

六、赛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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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杯‛大赛采用书面评审、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鼓励

已创业项目参赛。 

1. 校赛申报阶段（5月 10日前） 

报名时间：2018年 4月 28日—2018年 5月 10日。 

报名要求：参赛团队须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http://cy.ncss.cn）或国赛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全国大学生

创业服务网‛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任一

方式进行报名。作品的申报表和商业计划书通过电子版方式报送，

2018 年 5 月 10 日 前 发 送 至 竞 赛 组 委 会 指 定 邮 箱

seutwcxcy@163.com。 

2. 校赛初赛阶段（5 月 15 日前）。组委会于 5 月 20 日前组

织网上初审，确定入围决赛项目。 

3. 校赛决赛阶段（5 月 20 日前）。组委会于 5 月 20 日前组

织终审决赛，确定大赛银奖及金奖项目。参加创意组和公益组现

场答辩的团队须准备 10 分钟的陈述和 5 分钟的回答问题，参加

初创组与成长组的团队须准备 15 分钟的陈述和 10 分钟的回答

问题，决出金、银、铜奖，并遴选出参加‚互联网+‛的重点备赛

团队。 

5. 颁奖仪式（6 月 6 日前）。组委会于 6 月上旬校庆之际举

办‚校庆杯‛校赛颁奖仪式。 

七、评审规则 

‚校庆杯‛大赛金、银、铜奖的具体评审细则参见第四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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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评审规则及 ‚创

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评审规则，主要强调创新性、

商业性、实践性等。 

八、奖项设置 

‚校庆杯‛大赛采取‚同台竞技，分类表彰‛的模式，分别

设立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公益组 4大类奖项，每类分别设

置金、银、铜奖，并颁发证书，作品获得金、银、铜奖的数量按

一定百分比设置；赛事等级等同于‚挑战杯‛，在读本科生可以依

据《东南大学本科学生课外研学学分认定办法》获得相应学分，

在省级以上同类竞赛（‚互联网+‛、‚创青春‛）获奖，可以依据《东

南大学学生学科竞赛鼓励实施办法》获得相应奖励；参赛团队还

有机会获得由知名创投界校友提供的投资意向金。 

九、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校庆杯‛东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既是为参加全省、全国大学生各类创新创业大赛选拔优秀

作品，更是鼓励全校青年学生投身创业实践的重要项目。学校各

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做好安排部署，制定方案，切

实把活动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认真学习研究‚互联网+‛‚创

青春‛的《章程》内容，准确理解和把握竞赛相关规则，避免违

反《章程》规定的情况。 

2. 建章立制，把握导向。各部门要结合‚校庆杯‛大赛的

要求，进一步做好机制建设工作；以举办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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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培育高素质指导教师队伍，对参赛者

进行培训和指导，提供必要的人员和经费支持。要联合社会有关

方面为竞赛创造条件，积极吸引风险投资，努力实现成果转化；

同时帮助大学生做好创业计划设计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机衔接，

为顺利实现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3. 广泛动员，大力宣传。‚校庆杯‛大赛内容多、任务重，

各个阶段又各有侧重。学校各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协调，

切实做好大赛各项工作。要广泛动员，认真选拔，既要保证参赛

项目质量，也要扩大和提升大赛的参与面、受益面、影响力。要

广泛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积极主动进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

论氛围，扩大‚校庆杯‛大赛在全校师生中的影响力，推动大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深入发展。 

 

附件：1. 参赛项目商业计划书参考提纲 

2. 各类商业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3. 学生团队报名表 

 

 东南大学 

                       2018年 5月 2日        

（联系人：蔡钰萍  电话：025-52090186）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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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赛项目商业计划书参考提纲 

第一章 执行总结（此章节是后续各章节的总结和提炼）  

1.1 项目或企业背景  

1.2 项目或企业规划  

1.3 市场分析  

1.4 行业竞争分析  

1.5 组织与人事分析  

1.6 财务分析  

1.7 风险分析  

第二章 项目或公司简介  

2.1 项目或公司概述  

2.2 项目或公司服务及业务简介  

2.3 发展规划  

第三章 市场与竞争分析  

3.1 市场现状  

3.2 市场前景  

3.3 目标市场  

3.4 市场营销策略或商业模式阐述  

3.5 竞争分析  

第四章 运营分析  

4.1 生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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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质量控制  

4.3 组织管理 

4.4 人事管理  

第五章 财务分析  

5.1 投融资分析  

5.2 财务预算  

5.3 财务分析  

第六章 风险分析  

6.1 风险识别  

6.2 风险防范及措施  

6.3 风险资本退出  

第七章 团队介绍  

附录：各类附件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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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类商业（项目）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一、‚创意组‛商业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1. 充分体现项目创新性。应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

模仿；体现互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2. 商业模式阐述清晰。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完整

地描述项目的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的合理性；在

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

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调查研

究方面，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等调查工作是

否形成一手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

验。  

3. 重视项目团队建设。阐述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

背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司

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创业顾问，寻求的主要投

资人和拟分配的持股情况；对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种突破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源基础。  

4. 带动就业前景情况分析。对综合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

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预判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规

模等情况的分析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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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创组‛商业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1. 充分体现商业性。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

时间、项目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额等

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带来良性的

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

出比等情况；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项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

并给出完整的商业模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

作、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

规限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在成长性方面，重点阐述项目目标

市场容量大小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性

（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 5 年的高速成

长。  

2. 创新性。应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体现互

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人

力、管理等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3. 团队情况。主要阐述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

背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司

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成员；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

和持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4. 带动就业前景。对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发展战略和

扩张的策略合理性，上下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动效率等情况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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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长组‛商业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1．充分体现项目的商业性。围绕经营绩效方面，重点阐

述项目存续时间、项目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

市场份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销策

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资产收益、销售收

入增长、获得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轮次、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项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

整的商业模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

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

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在成长性方面，重点阐述项目目标市

场容量大小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能

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 5 年的

高速成长。  

2．团队情况。主要阐述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

作背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

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成员；创业顾问，主要

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3．创新性。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体现互

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

人力、管理等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4．带动就业前景。阐述要点包括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

发展战略和扩张的策略合理性，上下 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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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率。 

四、‚公益组‛商业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1．充分体现项目的公益性、创业性与实践性，分层次进

行阐述。 

2．参见‚创意组‛商业计划书撰写注意事项。 
 

 



 

 —１４— 
 

附件 3  

创意组报名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领域分组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B．生物医药组  C．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组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E．材料组 

F．机械能源组 G．文化创意组和服务咨询组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级、专

业 

备注 

     

     

     

     

     

     

团队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指导教师 1 姓名  手机  

指导教师 2 姓名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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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200字以内）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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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组及成长组报名表 

公司名称  

公司概况 

（200字以内）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专业 备注） 

     

     

     

     

     

团队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指导教师 1 姓名  手机  

指导教师 2 姓名  手机  



 

 
—１７— 

项目简介 

（200字以内）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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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报名表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200字以内） 

 

公益性阐述 

（100字以内） 

 

创业性阐述 

（100字以内） 

 

实践性阐述 

（100字以内） 

 

团队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专业 
备注 

（负责人） 

     

     

     

     

     

团队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１９— 

指导教师 1 姓名  手机  

指导教师 2 姓名  手机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委会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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