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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简介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网

信办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指导举办的一项以‚科技创新，成就大

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创业比赛。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

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大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聚集和整合各种创新创业资源，弘扬创新创业文化，打造

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强劲引擎。它是目前国内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影响最广的创新创业赛事。 

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上对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下对接各

市州赛和专业赛。2013 年至今，我省已成功举办六届。大赛秉

承‚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机制‛的理念，采用‚赛马场

上选骏马，市场对接配资源‛的方式，聚集和整合人才、技术、

资本、市场等各种创新创业要素，竭力搭建‚项目征集、辅导

优化、路演竞赛、创投对接、宣传推介、政策扶持‛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正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众创空间和众扶平

台。大赛以一种竞技选拔的形式将‚创新创业‛搬上舞台，以

一种崭新的服务模式走近创业者，让创新创业从‚小众‛转向

‚大众‛，从‚精英‛走向‚草根‛，为人人提供圆梦的舞台，

让创新创业的新号角在三湘大地嘹亮吹响。 

 



 

 

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二、主办单位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委网信办 

共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省工商联 

三、承办单位 

湖南省火炬创业中心 

四、冠名单位 

长沙银行 

五、特别支持单位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六、协办单位 

常德市科技局 

常德高新区管委会 



 

 

赛程安排 

 

比赛地点：常德市鼎城区桃花源路与花溪路交汇处常德华邦

国际大酒店 

日期 时间 议程 地点 

9月 

14日 

全天 参赛企业报到 酒店大堂 

14:00-18:00 
参赛企业提交 PPT 和其他比赛资料，

并调试 
酒店大堂 

9月 

15日 

8:00-8:30 参赛选手报到 
常德华邦国际大

酒店 

8:30—8:40 参赛选手分组抽签 常德厅签到处 

9:00—9:30 

启动仪式 

常德厅 

1．观看创新创业大赛宣传片 

2．常德高新区领导致欢迎辞 

3．常德市政府领导讲话 

4．参赛企业代表发言 

5．省科技厅领导讲话 

6．主持人宣读评审规则 

7．产业半决赛启动仪式 

9:40—12:00 上午场选手比赛（前 10号） 各答辩会议室 

9:40—12:00 
‚‘创新驱动〃产业引领’高端装备

制造业逆势上扬之路‛主题沙龙 
常德厅 

13:00—18:00 下午场选手比赛 各答辩会场 

全天 
参赛项目成果展 常德厅外走廊 

融资对接 一楼茶吧 

全天 自由返程  



 

 

参赛企业须知 

 

一、评选方式 

半决赛采取现场答辩，按照‚8分钟自我陈述+7分钟答辩‛

的形式进行。参赛企业原则上只能选派2名代表参加现场答辩，

1名主讲，主讲人应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以参赛报名系统

填报为准），并具有较好的表达陈述能力。专家组由4名创投

或金融评委、2名技术评委和1名财务评委组成，专家组组长由

创投评委担任，每个评委根据评分标准独立评分。 

二、评分标准 

评分项 
分值 

（初创组） 

分值 

（成长组） 

技术和产品 25 25 

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 20 20 

行业及市场 20 20 

团队 30 25 

财务分析 5 10 

三、答辩顺序确定和要求 

各小组参赛企业采取抽签的方式或计算机软件随机抽签

的方式确定答辩顺序。 

参赛企业须严格按照答辩顺序进行答辩。若参赛企业未按

时参加抽签，或错过答辩顺序，可在所在小组其他企业答辩完

成后、评审工作结束前参加答辩。若参赛企业在所在小组答辩



 

结束时，还未赶到会场，则按退赛处理。 

四、项目得分计算方法 

根据 7个评委的评分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取其他 5 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项目最终得分，分数精确到小数点

后 2 位。未按时参加抽签和错过答辩顺序的参赛项目最终得分

须在专家评审得分的基础上扣减 2 分。 

五、评审结果公布方式 

评委现场亮分，项目最终得分以成绩单的形式当场发给参

赛企业。各小组参赛企业评审得分即时在赛场公布。 

六、优秀奖确定和推荐晋级 

（一）优秀奖候选对象确定 

各小组评审结束后，小组排名前 40%的企业列入优秀奖候

选对象。如比赛得分出现并列影响奖项取舍，则取创投评委平

均分高的项目。如仍然出现并列情况，则并列项目一并列入。

优秀奖候选对象名单在小组评审结束后即时公布。 

（二）推荐晋级总决赛 

原则上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各晋级 12 名。晋级原则

为先取各小组项目得分第 1名，剩余名额从各小组项目得分第

2 名中按成绩高低依次确定，满额为止。若某类别分组总数多

于 12 个，则各小组第 1名均晋级总决赛。 

七、参赛资料要求 

（一）必备材料 

答辩 PPT 电子版（以企业名称命名）；2017年、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6月的所得税纳税报表、财务报表，并装订成册，



 

一式7份。 

（二）选备材料 

商业计划书、企业宣传册、产品样品或样机等。 

八、参赛资料报送方式 

（一）参会回执单报送方式 

扫描二维码即可报送 

 

 

 

 

 

 

 

报送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8日 

（二）项目和团队简介报送方式 

各参赛企业提供 400字以内的项目简介和 400字以内的团

队简介，要求文字精炼，逻辑清晰，并附 1-2张高清图片和项

目负责人联系方式，以供项目展示。 

报送邮箱：fuxin@doctortech.com.cn 

报送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8日 



 

 

疫情防控须知 

 

根据常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有关文件精神，

现将大赛期间疫情防控须知告知如下，请参赛企业认真阅读知

悉。 

一、入场流程 

进入会场前，要求保持 1 米以上距离，依次接受体温检测

和健康询问，同时出示本人的健康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绿色）。 

二、疫情防控要求及应急处理办法 

（一）需准备的资料 

1、健康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色）； 

2、有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的提供 3 天内核酸检测报告。 

（二）筛查审验方式及结果 

1、大赛前 21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不可参加比赛； 

2、大赛前 14 天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不可参加比赛； 

3、有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且无 3 天内核酸检测报告

的不可参加比赛，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的不可参加比赛； 

4、健康码为红码或者黄码的不可参加比赛。 

（三）健康突发状况处理 

比赛过程中，如有人员体温≥37.3℃或有咳嗽等可疑症状，

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排查。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参赛人员抵达常德后请不要参与聚餐、聚会等群体

性活动，不拜访亲友。若非必须，不要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 

（二）所有人员参赛须全程佩戴口罩。 

（三）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时用手捂住口鼻，

使用过的口罩须投入指定的废弃口罩垃圾桶。 

（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梯或在其他人员密集场所时，

请自觉、规范佩戴口罩，尽量避免 1 米内近距离与人面对面交

谈。 

         

湖南省居民健康卡二维码                疫情防控行程证明二维码 



 

 

会务指南 

 

一、餐饮安排 

（一）参赛选手用餐 

参赛选手食宿自理，若入住指定酒店，可前往以下餐厅就

餐： 

1.常德华邦国际大酒店：华邦国际酒店美食府，或前往大

小河街，体验常德特色古街。 

2.远观大酒店：出门右行过马路，直行 200米至‚520食

尚餐厅‛，价格实惠。 

9 月 15 日午餐由常德高新区统一提供工作餐。 

就餐时间为：12:00-13:00 

就餐地点：鼎城厅 C 区候场区。参赛选手凭参赛证领取工

作餐。 

（二）评委用餐 

9 月 15 日评委中餐均由工作人员送往各答辩室会场，在会

场用餐。 

（三）工作人员用餐 

9 月 15 日，大赛组委会为各市州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

会、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等科技系统参会人员提供中餐。采

取报餐制，各参会人员在报到处工作人员处报餐。 

 



 

二、酒店预订 

（一）常德华邦国际大酒店 

房费：协议价 330 元（含双早），致电后报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企业，即可获取协议价。 

预定电话：0736-2758888 

地址：鼎城区桃花源路与花溪路交叉路口西北侧 

（二）常德远观酒店 

房费：协议价 330 元（含双早），致电后报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企业，即可获取协议价。 

预定电话：0736-2980818 

地址：鼎城区金霞路与阳明路交叉口西南角 

三、乘车指南 

常德高新区免费提供火车站至酒店之间接站服务。具体安

排如下： 

日期 线路 发车时间 

9 月 14 日 常德火车站-华邦国际大酒

店-远观酒店 

14：00；16：00；  

18：00 

自助出行可参考如下安排： 

常德火车站  咨询电话：0736-2568222 

常德汽车站  咨询电话: 0736-7088388 

桃花源机场  资询电话: 0736-7238866 

◆ 桃花源机场——华邦国际大酒店 

（1）公交：步行 436 米（6分钟），到桃花源机场站乘坐

h5 路，柳叶湖游客集散中心方向，经过 3 站（15 分钟），到



 

桥南副食城站下车，步行 575 米（8 分钟）到达华邦国际大酒

店，全程约 13公里，预计行驶 40分钟，约 2元； 

（2）打车：全程约 13 公里，预计行驶 20分钟，约 30 元。 

◆ 常德火车站——华邦国际大酒店 

（1）公交：步行 804米（11 分钟），到公交总站（始发

站）乘坐 h2 路，德山公交站方向，经过 12站（26分钟），到

南桃花大桥（南）站下车，步行 254 米（3分钟）到达华邦国

际大酒店，全程约 13 公里，预计行驶 51分钟，约 2 元； 

    （2）打车：全程约 13公里，预计行驶 25 分钟，约 25元。 

◆ 常德汽车总站——华邦国际大酒店 

（1）公交：步行 174 米（2分钟），到公交总站（始发站）

乘坐 h2路，德山公交站方向，经过 12 站（26 分钟），到南桃

花大桥（南）站下车，步行 254 米（3 分钟）到达华邦国际大

酒店，全程约 13公里，预计行驶 42 分钟，约 2 元； 

（2）打车：全程约 12 公里，预计行驶 22分钟，约 25 元。 

◆ 自驾——华邦国际大酒店 

手机导航至常德华邦国际大酒店。 

    四、联系方式 

（一）会务组 

车辆调度组：龚加智 17373622323 

酒店联系人：王南飞 17873678886 

餐饮联系人：吴  威 13974949551 

安保联系人：龚加智 17373622323 

（二）组委会办公室 



 

刘  健  0731-88988513；18817170127 

（三）招商热线 

办公室  0736-7529050 

（四）服务热线 

初创组联系人：张  碧  14726994667 

成长组联系人：圣玲玲  15873151480 

 

 

 



 

 

常德高新区招商引资有关政策（试行） 

 

第一条 招商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产业政

策，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划，避免低水平

重复建设。 

第二条 供地政策 

准入条件：新办工业项目固定资产（含土地实际取得成本）

投资 1 亿元（含 1 亿元）以上，投资强度 200 万元/亩以上、

税收强度 10 万元/亩以上的项目准予供地；固定资产（含土地

实际取得成本）投资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 ）以上的高新

技术企业，投资强度 200 万元/亩以上、税收强度 10 万元/亩

以上的项目准予供地。 

供地价格：①一般项目土地价格 10 万元/亩。②‚三高‛

项目（高科技、高附加值、高税收）土地价格 5 万元/亩。③

年税收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可以低于 5万元/亩实行‚一事一

议‛。 

供地规模：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由园区国土部门综合评估

后确定供应规模。 

特别约定：项目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 18 个月内形

成产能。 

第三条 标准化厂房政策 

1.准入条件：新办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到 1000 

元/㎡,年税收达到 100元/㎡的项目可以提供标准化厂房， 园



 

区也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制厂房。 

2.租金标准：租用层高 8 米以下多层厂房，一、二、三、 

四、五、六层分别按 9、7、7、7、7、5元/㎡月计收；租用层

高 10 米以上厂房、办公楼、科创楼租金按 12 元/㎡/月计收。

新入驻企业从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给予三个月的免租装修期。 

3.租金补贴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租用多层厂房和钢结构厂

房，年税收分别达到 150 元/㎡和 200元/㎡的，租金前两年全

额补贴给企业，后三年按 50%补贴给企业。 

4.按有关规定提供员工宿舍：员工宿舍按 6元/㎡/月计收。 

5.特别约定：无特殊理由停产达 12 个月的企业，60 天内

无偿退出厂房。 

第四条 金融扶持政策 

高新区设立创投基金、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银政担贷资金、科技金融资金、开放发展资金、种 子

资金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企业可以按程序申报获 得

相关资金支持。 

第五条 总部经济奖励 

对世界 500强、中国 500 强、中国民营 500强或年缴税收

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来园区注册总部的，投产运营当年，一次

性奖励企业 300万元。 

第六条 税收贡献奖励 

1.税收台阶奖：园区企业年纳税首次达到 500万元、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分别奖励 10 万元、20

万元、30万元、50 万元、100万元。园区年终纳税排名前十强



 

的企业另行奖励。 

2.税收增量奖：年纳税总额 200 万元以上且较上年增长 

20%的工业企业，按增长额度的区级所得部分的 30%给予奖励,

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万元。 

第七条 特殊贡献奖 

对高新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经管委会研究确定

后，给予企业最高 100万元奖励，可以发放到企业高管人员。 

第八条 企业上市奖励 

企业主板上市后一年内奖励 300万元。 

第九条 科技创新奖励 

1.企业首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 10 万元

奖励。 

2.企业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每件奖励 1 万元；获得实用

新型专利每件奖励 0.2万元；获得国际发明专利每件奖励 5万

元。 

3.新创建为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的，分别给予 100万元、30万元奖励； 新

认定为院士、博士后、博士工作站的，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30万元奖励。 

第十条 外贸出口奖励 

对外贸业绩当年实现零突破的企业，业绩达 1T0万美元（含

10 万美元）、10-100 万美元（含 100 万美元）、100 万美元以

上的，分别给予 2 万元、5万元、10 万元的奖励；对当年出口

增量达到 50 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型外贸企业，按 一般贸易出口



 

1 美元支持 0.02 元、加工贸易出口 1 美元支持 0.03 元的标准

给予奖励，每个企业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奖励 

对在高新区新注册的外资企业，直接利用境外资金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200-1000 万美元（含 1000 万美元）、1000-2000

万美元（含 2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以上的，分别奖励 30

万元、50万元、80 万元。 

第十二条 招商引资人奖励 

入驻标准化厂房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

的、工业供地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 5000 万元以上的，对第一

引进人，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给予奖励。在项目投产后奖

励 50%,项目完成全部投资后奖励50%。单一项目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 

第十三条 规费减免政策 

新建工业项目建设中的区级行政性收费全免，事业性规费

（不含人防费）按建筑工程面积 8 元/㎡包干收取。 

第十四条 重大项目及其他特殊情况实行‚一事一议‛。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常德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