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17 年“深创杯”全国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为积极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

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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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校间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依靠“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联合全球著名创新创

业型企业和社会资本，提供 200 万奖金，30+著名投资机构聚集 3000

万元投资获奖团队,共同支持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融合，促进高

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

一、大赛主题

聚创大湾区，共襄中国梦

二、大赛任务

本次大赛有三大任务

（一）支持全国大学生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

（二）推动全国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三）促进全国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承办联盟：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大学创业学院

全国各高校赛事组织单位（半决赛信息中具体呈现）

（加入“承办联盟”须与组委会签订相关协议）

联合执行：深圳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

深圳大学创业学院

未来公社（深圳）教育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课在线教育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子谦创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D+M 浪尖智造工场

创行中国

壹基金我能实验室

科大讯飞开发平台

TechCruch 中国

深圳创园科技有限公司

四、大赛领域

（一）行业领域

大赛鼓励大学生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科技）、电子科技、

生物与生命科技、先进制造、材料与能源（含节能环保）、金融创新、

文化创意、智慧生活、人工智能、健康养老等十大领域进行创新创业，

支持大学生通过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以企业为组织形式，解决

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或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开展社会创

新（公益创业）行动。

（二）项目分类



1.创新类：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的创新项目，或者是学生针对企业

提供的创新项目的解决方案。

2.创业类：成立实体公司或者虚拟公司的项目。

五、大赛赛程

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开放报名

报名网址：www.FutureHub.cn

2017 年 7月，初赛（线上路演+书面评审）

2017 年 8月 19-25 日，半决赛暨创业马拉松训练营

2017 年 11 月，总决赛暨颁奖典礼

六、大赛奖金

大赛将向获奖项目及其指导教师和高校组织单位，颁发总额为

200 万元的大赛奖金；30+著名投资机构聚集 3000 万元投资获奖团队。

（一）竞赛奖金（100 万）

“鹏城金鹰奖”，20万，1项（一等奖）

“鹏城创业奖”，10万，3项（二等奖）

“鹏城创新奖”， 5万，5项（三等奖）

“鹏城团队奖”， 2万，7项（优胜奖）

“鹏城人才奖”，1万，11 项（单项奖）

（二）股权投资（3000 万）

“鹏城金鹰奖”（一等奖），100 万，5%；

“鹏城创业奖”（二等奖），100 万，10%；

“鹏城创新奖”（三等奖），100 万，15%；

“鹏城团队奖”（优胜奖），100 万，20%；

http://www.futurehub.cn


“鹏城人才奖”（单项奖），100 万，25%。

（三）指导教师奖金（50万）

指导教师将获得获奖项目奖金总额的 50%。

（四）高校组织奖（50万）

高校组织单位将获得本校获奖项目奖金总额的 50%。

七、创业孵化

(一) 壹基金我能实验室：是壹基金的社会创新品牌，取自壹基

金的愿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旨在鼓励参与最大化的公益，支

持各行各业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新兴社群以创新方式参与公益。这

是一个长期的创新平台，为喜爱大开脑洞、能够付诸行动的伙伴提供

社会创新项目资助，城市实验员培育计划，社会创新实验场所，用行

动带来社会美好改变。

(二)科大讯飞开放平台：讯飞开放平台作为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交

互平台，全面开放业界领先的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音唤醒、人脸

识别、麦克风阵列等 10多项核心能力，支持“云+端”全环境应用，

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旨在构建全新互联网语音及交互生态。目前，

平台已入驻包括 QQ阅读、高德、滴滴打车、海康威视、ROOBO、狗尾

草、优必选、暴风魔镜等超过 30 万的企业、创业团队及个人与学生

开发者。

(三)TechCrunch：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媒体公司，狂热致力于

记录创业公司、评测互联网新产品以及报道突发科技新闻。成立于

2005 年 6 月的 TechCrunch 及其附属网站已经拥有超过 1200 万独

立访客，每月页面访问量超过 3700 万次。TechCrunch 社区在



Twitter、 Facebook、LinkedIn、谷歌以及其他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

已经超过 200 万人。TechCrunch 从 2011 年开始先后在美国旧金

山、纽约和中国北京举办年度会议 TechCrunch Disrupt，在会上科

技初创公司有机会向风险投资者和媒体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2013

年 8 月，TechCrunch 官方中文版 TechCrunch.cn 正式上线。至今

TechCrunch 国际创新峰会已经在中国举办六届，参会者从 2013 年的

3000 人到 2016 年的 6500 人，包括 Google 全球执行总裁 Eric

Schmidt、徐小平、包凡等在内的顶级业界企业家、投资人和创业者

都会参与其中，每次峰会都吸引了 200+创业公司参展，170+国内外

一线媒体报道，并且同时吸引了 800+创业公司和一线基金投资人参

与特色环节“十分之约”。现在，TechCrunch 国际创新创新峰会已

经成为中国最顶级最国际性的创业盛事。

（四）“D+M”浪尖智造工场：系中国“全产业链设计创新”服

务领导者浪尖集团旗下、以工业设计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半开放式众创

及产业化服务平台；基于浪尖 18 年专业服务经验，以创新研究、设

计整合、产业发展、市场导向功能为支撑，充分发挥多领域跨行业的

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协同高校创新机构，深度推进高校各群体创新

项目落地，助燃高校创业热情。浪尖，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国家科技部众创空间获得者。

(五)深圳创园科技有限公司:校园创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公司

开发的校园创大学生创智、创造、创享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主要关注

在大学生生活、学习、工作、创业、娱乐、活动、艺术、饮食、休闲

等各个方面回报类型的众筹。校园创是帮助近全国 3000 所大学高校



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平台，在这里讲述你的想法与项目，

找到你喜欢的朋友，鼓励你、支持你。支持你的朋友同时获得超值的

实物、体验、对应商家推广宣传的回报。

(六)深圳大学创业园：深圳大学创业园于 2009 年 7 月建立，是

中国第一批在高校内建立的学生创业园。截止 2015 年底，深圳大学

投入超过 2300 万人民币，累计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 131 家，销售额

或市值 1 亿以上的企业 5 家，1000 万以上的企业近 30 家。自 2016

年，深圳大学每年安排资金超过 1000 万元用于支持学生创新创业。

2016 年，深圳大学创业园联合 33 家社会孵化器，共同支持 52 个学

生创业项目在深圳创业，12家企业获得投资，2 家估值亿元以上，5

家千万元以上，8个创业团队终止创业。

八、参赛项目“创业马拉松训练营”

大赛组委会将于 8 月 19-25 日半决赛期间，组织进入半决赛的参

赛项目的团队成员，参加为期 3 天的“创业马拉松训练营”，课程导

师均由投资机构、创新型创业企业、孵化器机构、咨询管理公司等方

面的社会人士担任。集训营主要内容包括：

（一）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二）商业计划书的撰写与商业路演；

（三）设计思维与产品创新；

（四）创业思维与管理思维；

（五）初创企业法律风险及防范；

（六）初创企业品牌管理及规划；

（七）初创企业税务实践；



（八）初创企业的精益营销；

（九）初创企业股权规划和公司治理；

（十）初创企业融资和资本运作。

九、全国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讨会

大赛组委会将于 8 月 19-25 日半决赛期间，邀请高校主管创新创

业工作的领导，高校创新创业学院、教务处、学生处、校友会、共青

团等创新创业工作落实单位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和创新创业教育的

一线教师，以及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知名企业负责人、人力资

源主管、创新创业人才具体需求部门主管和社会知名创业孵化器负责

人，校企共商新时代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应对全球经

济社会深刻变革，推进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着力培养符合时

代需求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生人才。研讨会主要议题包括：

（一）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经验介绍；

（二）中国国有企业（华润集团）、外资企业（全球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合资企业（腾讯集团）和民营企业（华为集团）创新创业

型人才需求启示；

（三）高校创新创业学院建设模式研讨；

（四）高校学生创业园（科技园）建设模式研讨；

（五）高校教师科研项目转化模式研讨；

（六）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研讨；

（七）高校创新创业在线课程建设与共享模式研讨；

（八）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模式研讨;

（九）高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创业思维、问题探索、创意



方案、商业呈现、教练技术等.

十、国际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大会

大赛组委会将于 11 月决赛期间，围绕企业创新转型、大学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以及由产业与大学共建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展开

研讨，共享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前沿理论与实践、产业前沿实践与成

果，共建产业与大学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打造国际型教育-实践-

产业创业创新链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相关机构在产业链的成果交流

和合作契机。

（一）世界环境与产业链变革

（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三）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赛事咨询或申请加入“承办联盟”，请联系下列工作人员。

联系人：蔡老师 0755-82795636 高老师 13632867521

邮箱：college@artopcn.com

报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开放报名。

附件：《参赛指南》

“深创杯”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D+M 浪尖智造工场

2017 年 5月



2017 年“深创杯”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指南

一、大赛主题

聚创大湾区，共襄中国梦

二、大赛领域

（一）行业领域

大赛鼓励大学生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科技）、电子科技、

生物与生命科技、先进制造、材料与能源（含节能环保）、金融创新、

文化创意、智慧生活、人工智能、健康养老等十大领域进行创新创业,

支持大学生通过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以企业为组织形式，解决

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或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开展社会创

新（公益创业）行动。

（二）项目分类

1.创新类：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的创新项目，或者是学生针对企业

提供的创新项目的解决方案。

2.创业类：成立实体公司或者虚拟公司的项目。

三、大赛赛程

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开放报名

报名网址：www.FutureHub.cn

2017 年 7月，初赛（线上路演+书面评审）

2017 年 8月 19-25 日，半决赛暨创业马拉松训练营

http://www.futurehub.cn


2017 年 11 月，总决赛暨颁奖典礼

四、大赛奖金

大赛将向获奖项目及其指导教师和高校组织单位，颁发总额为

200 万元的大赛奖金；30
+
著名投资机构聚集 3000 万元投资获奖团队。

（一）竞赛奖金（100 万）

“鹏城金鹰奖”，20万，1项（一等奖）

“鹏城创业奖”，10万，3项（二等奖）

“鹏城创新奖”， 5万，5项（三等奖）

“鹏城团队奖”， 2万，7项（优胜奖）

“鹏城人才奖”，1万，11 项（单项奖）

（二）股权投资（3000 万）

“鹏城金鹰奖”（一等奖），100 万，5%；

“鹏城创业奖”（二等奖），100 万，10%；

“鹏城创新奖”（三等奖），100 万，15%；

“鹏城团队奖”（优胜奖），100 万，20%；

“鹏城人才奖”（单项奖），100 万，25%。

（三）指导教师奖金（50万）

指导教师将获得获奖项目奖金总额的 50%。

（四）高校组织奖（50万）

高校组织单位将获得本校获奖项目奖金总额的 50%。

五、参赛要求

大赛以团队为单位参赛,条件如下：

(一)参赛项目申报人为在校学生和 2015 年以后毕业（毕业两年



以内）的大学生（专本科、硕士、博士、MBA 等），国籍、地域不限；

(二)须由 3位（含）以上成员团队形式参赛，可以有指导教师，

需要提供团队全称和简称（如果是创业类项目，团队全称需要与公司

名称相同），初赛后不允许更换团队名称；创业类项目参赛团队中至

少有一名队员占有公司或者虚拟公司 20%的股份；每个参赛团队须选

出一名队长负责与大赛组委会进行联系；

(三)一名学生只能加入一个团队，初赛后不允许更换队员；团

队以所在学校报名，每个团队只能选择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可以报多

个团队；

(四)已获得超过 1000 万元投资的公司不能参赛；

(五)大赛期间报名以及所有材料均须进行在线提交；大赛使用

语言为中文，所有提交材料及演讲均须使用中文；

(六)参赛者保证申报参加创业大赛的项目材料真实、准确、完

整和原创，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不会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所有

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如果因参赛遇到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纠纷，则

由参赛者及其团队负完全法律责任。

六、赛事环节说明

（一）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

报名网址：www.FutureHub.cn

注册报名，选择参赛项目类别，提交《商业计划书》和 1 分钟

的电梯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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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赛（第一轮评审）

2017 年 6 月 30 日-7 月 25 日。书面评审+评审委员会会议，无

需团队到场。主要审核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以及产品的存活力；

选出 100 个项目进入复赛，进入复赛的团队需要提交《商业计

划书》（对报名时《商业计划书》进行修改，不能更换项目）和 2 分

钟的电梯演讲视频。

（三）半决赛（第二轮评审）

2017 年 8 月 19-25 日，100 个参赛项目团队成员（3 名团队成员），

参加“创业马拉松训练营”，承办联盟单位领导、工作人员及指导教

师参加“全国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讨会”。

1.现场路演评审，团队须到深圳，往返路费自行承担，包食宿。

2.主要审核项目的价值主张；

3.推选出 16 个项目进入决赛。

（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第三轮评审）

大赛总决赛初定于 2017 年 11 月，学生团队参加总决赛，承办

联盟单位领导、工作人员及指导教师参加“国际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大

会”。

1.现场评审，须团队到场，决赛在深圳大学；

2.路演展示：每个团队将获得一个展位及宣传板，供其公开向

当天现场的评委和观众推荐、展示自己的项目；

3.决赛答辩：团队将被随机分组，每个团队答辩时间为 15分钟，

包括 6 分钟的商业计划（主要是项目执行的可行性和募资潜力）阐述，



以及评审团 9 分钟的问答，根据评审团的评分结果确定获奖团队；

4.大赛评委会从复赛团队中甄选出 50 个团队（一名学生队员+

一名导师）作为观摩团参加决赛；决赛团队和观摩团队将参加为期 2

天的“国际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大会”，参观深圳著名创新企业，并与

知名企业家深度交流。

七、创业孵化

(一) 壹基金我能实验室：是壹基金的社会创新品牌，取自壹基

金的愿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旨在鼓励参与最大化的公益，支

持各行各业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新兴社群以创新方式参与公益。这

是一个长期的创新平台，为喜爱大开脑洞、能够付诸行动的伙伴提供

社会创新项目资助，城市实验员培育计划，社会创新实验场所，用行

动带来社会美好改变。

(二)科大讯飞开放平台：讯飞开放平台作为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交

互平台，全面开放业界领先的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音唤醒、人脸

识别、麦克风阵列等 10多项核心能力，支持“云+端”全环境应用，

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旨在构建全新互联网语音及交互生态。目前，

平台已入驻包括 QQ阅读、高德、滴滴打车、海康威视、ROOBO、狗尾

草、优必选、暴风魔镜等超过 30 万的企业、创业团队及个人与学生

开发者。

(三)TechCrunch：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媒体公司，狂热致力于

记录创业公司、评测互联网新产品以及报道突发科技新闻。成立于

2005 年 6 月的 TechCrunch 及其附属网站已经拥有超过 1200 万独

立访客，每月页面访问量超过 3700 万次。TechCrunch 社区在



Twitter、 Facebook、LinkedIn、谷歌以及其他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

已经超过 200 万人。TechCrunch 从 2011 年开始先后在美国旧金

山、纽约和中国北京举办年度会议 TechCrunch Disrupt，在会上科

技初创公司有机会向风险投资者和媒体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2013

年 8 月，TechCrunch 官方中文版 TechCrunch.cn 正式上线。至今

TechCrunch 国际创新峰会已经在中国举办六届，参会者从 2013 年的

3000 人到 2016 年的 6500 人，包括 Google 全球执行总裁 Eric

Schmidt、徐小平、包凡等在内的顶级业界企业家、投资人和创业者

都会参与其中，每次峰会都吸引了 200+创业公司参展，170+国内外

一线媒体报道，并且同时吸引了 800+创业公司和一线基金投资人参

与特色环节“十分之约”。现在，TechCrunch 国际创新创新峰会已

经成为中国最顶级最国际性的创业盛事。

（四）“D+M”浪尖智造工场：系中国“全产业链设计创新”服

务领导者浪尖集团旗下、以工业设计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半开放式众创

及产业化服务平台；基于浪尖 18 年专业服务经验，以创新研究、设

计整合、产业发展、市场导向功能为支撑，充分发挥多领域跨行业的

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协同高校创新机构，深度推进高校各群体创新

项目落地，助燃高校创业热情。浪尖，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国家科技部众创空间获得者。

(五)深圳创园科技有限公司:校园创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公司

开发的校园创大学生创智、创造、创享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主要关注

在大学生生活、学习、工作、创业、娱乐、活动、艺术、饮食、休闲

等各个方面回报类型的众筹。校园创是帮助近全国 3000 所大学高校



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平台，在这里讲述你的想法与项目，

找到你喜欢的朋友，鼓励你、支持你。支持你的朋友同时获得超值的

实物、体验、对应商家推广宣传的回报。

(六)深圳大学创业园：深圳大学创业园于 2009 年 7 月建立，是

中国第一批在高校内建立的学生创业园。截止 2015 年底，深圳大学

投入超过 2300 万人民币，累计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 131 家，销售额

或市值 1 亿以上的企业 5 家，1000 万以上的企业近 30 家。自 2016

年，深圳大学每年安排资金超过 1000 万元用于支持学生创新创业。

2016 年，深圳大学创业园联合 33 家社会孵化器，共同支持 52 个学

生创业项目在深圳创业，12家企业获得投资，2 家估值亿元以上，5

家千万元以上，8个创业团队终止创业。

作为联合承办，D+M 浪尖智造工场带来了哪些福利?

D+M 浪尖智造工场将对部分报名参赛的高校团队提供以 Design

Thinking创新方法以及TRIZ专利发明方法为基础的创新设计课程指

导，结合实践帮助学生科学有效的创新，通过阶段课程实践调整，创

新课程可以面向大学所有专业开放，不仅限于设计专业的学生，创新

课程也不只是解决产品创新也包括流程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学更大

范围内的创新问题。

课程咨询联系人：高老师 0755-82795636 13632867521

邮箱：college@artop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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