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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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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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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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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议程 地点 

9 月 8日 

14:00-20:00 参赛选手报到 酒店一楼大堂 

20:00-20:10 参赛选手抽签  

19:00-20:30 
参赛选手提交 PPT 和其他比赛资料并测试

设备 
各答辩会场 

9 月 9日 

8:00-8:50 播放郴州市/高新区宣传片 酒店三楼钻石厅 

8:20-8:50 评委会议 酒店三楼珍珠厅 

9:00-9:30 启动仪式 

酒店三楼钻石厅 
 

1.观看创新创业大赛宣传片 

2. 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贺遵庆致辞 

3. 郴州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做园区推介 

4. 参赛企业代表发言 

5. 省科技厅领导讲话 

6. 主持人宣读赛事评审规则 

7. 启动仪式（ 

9:40-12:00 
上午场分组比赛（前 10号选手） 各答辩会场 

郴州高新区招商推介会 酒店三楼玛瑙厅 

9:40-12:00 参赛选手候场区 酒店三楼钻石厅 

12:00-13:00 中餐  

13:00-18:00 下午场分组比赛 各分会场 

13:00-18:00 参赛选手候场区 酒店三楼玛瑙厅 

全天 

参赛项目成果展  

融资对接  

自由返程  

比赛地点：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郴州市苏仙区郴州大道 233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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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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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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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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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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回执单通过邮件形式报送给会务组，回执单格式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参会人员 职务 联系方式 是否预订 

酒店 

     单间/标间 

邮箱：libingwangyi01@163.com 

报送截止时间：8 月 28 日 

（二）参赛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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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libingwangyi01@163.com 

报送截止时间：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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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须知 
 

根据郴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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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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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参赛人员抵达郴州后请不要参与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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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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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指南 

 

一、住宿与就餐 

（一）参赛选手用餐 

9 月 8 日参赛选手食宿自理，9 月 9 日中餐提供酒店自助

餐，参赛选手凭餐券用餐。 

（二）评委用餐 

9 月 9 日评委中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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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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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名称 地  址 预订电话 参考价格 

温德姆至尊

豪廷大酒店 

郴州市苏仙区郴

州大道 2336号 

钟小露

13786511103 

389元/晚（单人间） 

429元/晚（双人间）

（含早餐） 

特别提醒：建议参赛企业入住比赛酒店，如住其他酒店，

请自行按时前往会场。 

三、会场停车指南 

大赛期间免费停车，若是自驾车来参会请按指引牌将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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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在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停车场。 

四、乘车指南 

（一）郴州火车站——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郴州大道

2336号） 

1、打车：全程约 11 公里，预计行驶 25分钟，打车约 30

元。 

2、公交：在郴州火车站广场搭乘 21 路、27路、16 路,至

湘南学院站，再步行 375 米（5分钟），预计需要 1 小时。 

（二）郴州高铁站——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郴州大道

2336号） 

1、打车：全程约 17 公里，预计行驶 35分钟，打车约 60

元。 

2、公交：在郴州西站步行 590米至月行路清泉路口站搭

乘 901b路（28 站），至湘南学院站，再步行 330 米（5 分钟），

预计需要 1小时 10 分钟。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活动要求 

参赛代表、评委及嘉宾请按照日程安排准时参加活动；活

动期间请将手机设臵为静音或震动状态；请随身携带代表证，

以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您安排参赛、交通及餐饮等事宜。 

（二）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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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9月 9日，郴州天气阴有小雨（20℃-28℃），

天气比较舒适。 

（三）请您妥善保管好大赛资料及随身物品，注意个人人

身/财产安全。活动期间如您需要任何帮助，请联系大赛工作

人员。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一）会务组     

肖静菡 0735-2659798；18507356222 

黄  婧 0735-2659798；18073561181 

杜良忠 0731-82742381；13387480681 

（二）组委会办公 

刘  健 0731-88988513；18817170127 

（三）招商热线 

 0735-265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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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高新区简介 

郴州高新区于 2003 年 4 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原名为郴

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2012年 3月，更名为郴州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2015 年 2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定名

为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郴州出口加工区于 2005 年 6 月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2007 年 11月封关运行，2009 年 6 月叠加

保税物流功能，2013 年 8月升格为副厅级机构。两区实行“一

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托管苏仙区白露塘镇和望仙

镇 5 个村，辖区面积 125 平方公里，在郴州市 105 平方公里的

城市总体规划中占 43 平方公里，现有注册入园企业 470多家，

常住人口近 8万人，其中产业工人 6 万多人。 

    近年来，郴州高新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解放

思想，先行先试，攻坚克难，较好地完成了市委、市政府赋予

的目标任务，成功打造了“千亿园区”和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跻身全省一流园区行列。园区先后被认定为湖南稀贵金属深加

工产业基地、湖南数字视讯产业郴州基地、湖南省信息产业郴

州基地、湖南省新材料产业郴州基地、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园区、湖南“十大”最具投资价值产业园区、“国家高技术

服务业产业基地”。2012 年、2013 年在全省省级以上产业园

区新型工业化考核中连续名列第 2 名。2014 年，荣获全省园区

绩效考核一等奖、全省新型工业化考核一等奖、全省标准厂房

建设一等奖，郴州出口加工区进出口总额在中部地区 9个出口

加工区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