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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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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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议程 地点 

9 月 3 日 14:00-21:00 
参赛选手报到；提交 PPT 和其他

比赛资料，并调试设备。 
酒店五楼大厅 

9 月 4 日 

8:00-8:30 参赛选手报到 酒店五楼大厅 

8:30-8:40 参赛选手分组抽签 酒店五楼大厅 

9:00-9:30 

启动仪式 

酒店三楼凤凰

国际会议中心 

1．观看创新创业大赛宣传片 

2．益阳高新区领导致欢迎辞 

3．益阳市政府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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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半决赛启动仪式 

9:40-12:00 上午场选手比赛（前 10号） 各答辩会场 

12:00-13:00 自助午餐 
酒店三楼维也

纳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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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对接  

 全天 自由返程  

比赛地点：碧桂园凤凰酒店（益阳高新区迎宾路 501 号） 

会议室安排：答辩会议室设在酒店二楼爱丁堡会议室、卢森堡

会议室、温哥华会议室、渥太华会议室，候场室设在二楼芝加

哥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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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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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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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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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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回执单报送方式  

方式一：扫描下列二维码即可报送 

 

 

 

 

 

方式二：请填表发送至指定邮箱 

单位名称 参会人数 姓名 手机号码 抵益时间 
预定房间标准/

数量 

3日晚餐

预定 

       

报送邮箱：857981964@qq.com 

报送截止时间：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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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349514@qq.com 



 

8 

 

报送截止时间：8 月 27 日 

 

疫情防控须知 

 

根据益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疫情防

控有关文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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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员抵益后请不要参与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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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安排 

（一）参赛选手用餐 

9 月 3 日参赛选手住宿自理，晚餐由酒店提供自助餐（请

在参赛回执单登记注明）；9 月 4 日中餐由酒店提供自助餐。

参赛选手凭餐券用餐，用餐地点统一设在凤凰酒店三楼维也纳

西餐厅。 

（二）评委用餐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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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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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住宿，可直接预订凤凰酒店或维也纳酒店。因参会人

员较多，请提前致电酒店前台预定。 

酒店名称 地  址 预订电话 参考价格 

碧桂园凤

凰酒店 

益阳高新区迎

宾路 501 号 

0737-2238888 

谢经理

13337371155 

330 元/晚（单、标

间）（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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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国

际酒店 

益阳高新区康

复南路 229号 

张经理

17773700077 

238 元/晚（单间，

含双早） 

262 元/晚（标间，

含早） 

三、会场停车指南 

大赛期间免费停车，请按指引牌将车辆停放在酒店停车

场。 

四、乘车指南 

（一）益阳火车站、益阳朝阳汽车站——益阳碧桂园凤凰

酒店 

1、公交：在火车站公交站搭乘 37 路往汽车东站方向（7

站），到碧桂园公交站下，路程约 7 分钟。 

2、打车：全程约 4 公里，预计行使 5分钟，打车约 8元。 

（二）益阳汽车东站——益阳碧桂园凤凰酒店 

1、公交：在汽车东站公交站搭乘 37 路往邓石桥方向（9

站），到碧桂园公交站下，路程约 12 分钟。 

2、打车：全程约 6.2 公里，预计行驶 8 分钟，打车约 11

元。 

五、联系方式 

（一）会务组 

综合协调组：温力强 15173790567 

车辆调度组：李卫华 13873762988 

酒店联系人：谢  鹏 1333737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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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联系人：田  芳 15907374602 

安保联系人：宋永舜 15873720886 

（二）组委会办公室 

刘  健  0731-88988513（兼传真），18817170127  

（三）服务热线 

刘  甜 0737—6204778；18374967336 

杨益军 0737—6201237；17773481277 

张  燕 0737—6204383；18153327771 

为便于交流，请参赛选手加入“2020 年全省新材料产业半

决赛微信群”。 

 

 
群名称：2020 年全省新材料产业半决赛群 

 

（四）招商服务热线 

0737-428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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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高新区简介 

 

益阳高新区是 2011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区。规划总面积 67.07平方公里，分为朝阳产业园和东

部产业园两部分，是益阳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园区相继

被授予“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低碳示范园区”、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益阳信息产业园”、“国家火炬计划益

阳机械与装备制造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园

区”等称号。2019 年发布的全国 169 家国家高新区（含苏州工

业园）评价结果，益阳高新区综合排名第 63 位。 

近年来，益阳高新区坚持创新驱动引领战略，不断优化空

间规划和产业布局，正逐步形成以东部产业园 5G、智能制造为

主导的新兴产业板块，以中南科创园电子商务、创业孵化为引

擎的科技创新板块，以一园两中心和高铁新城为载体的中央商

务板块，以康雅医养为龙头的大健康产业板块，以清溪文旅产

业辐射带动的乡村振兴板块等五大板块。 

“十四五”期间，益阳高新区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五个益阳”

的要求，聚力壮大实体经济，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

“实力高新、智力高新、活力高新、魅力高新”，将益阳高新

区升级为“创新型科技园区”、打造成“千亿产业园区”，晋

升至“国家第一方阵”，成为益阳实现跨越发展的排头兵、主

阵地和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