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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服创大赛？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服创大赛”或“大赛”），是

由国家教育部、商务部两部委联合无锡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年度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

领域的创新、创业国家级赛事。第一、二届服创大赛的名称是“中国大学生服务外

包创新应用大赛”。为了增强大赛对于创新创业的引导，从第三届起更名为“中国

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服创大赛每年举办一届，2020 年即将举办第十一届大赛。

服创大赛紧贴现代服务经济和创新、创业、创富主题，强调应用导向和产学互

动，在服务外包领域搭建一个大学生创新与创业能力展示平台。大赛引导社会公众

和青年学生关注现代服务产业，吸引企业关注高校青年学生，促进高校教育改革贴

合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评价体系，引导和促进高校加强服务外

包人才培养，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逐渐成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

务外包行业青年创新创业展示盛典。

往届大赛精彩回顾请参见官方网站（http://www.fwwb.org.cn）。

http://www.fww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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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创大赛赛什么？

2.1 服创大赛竞赛规范

服创大赛竞赛作品要求遵循如下规范：

● 产业导向

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着重发展的战略性产

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服创大赛以产业为导向，通过服务创新创业

推动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城市产业更新的转型发

展。

大赛作品规范之一，要求参赛作品以最终服务产业为目的，根据实际产业

需求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 技术导向

当今时代就是信息技术时代。随着信息化在全球的快速进展，世界对信息

的需求快速增长，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对于各个国家、地区、企业、单位、家

庭、个人都不可缺少。基于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的创新最活跃、发展最迅

猛。信息技术已成为支撑当今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石。

大赛作品规范之二，要求参赛作品必须基于信息技术实现或深刻体现信息

技术理念。服创大赛要求参赛选手利用信息技术或互联网思维解决实际问题。

● 应用导向

服创大赛关注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创意调查，关心和思考如何改进身边的

点滴小事，引导青年学生务实细致、学以致用。

大赛作品规范之三，要求参赛作品聚焦于“应用”而非“纯学术”。区别

于学术和技能型竞赛，强调一切从现实问题出发。

2.2 竞赛分类

1、竞赛分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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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服创大赛设置两类竞赛类别，分别是企业命题类（A类）及创业

实践类（B类）。A类侧重企业命题，通过企业发布真实项目需求，由高校提供

响应方案的方式，来加强校企结合及提升产业对接；B类侧重创业实践，鼓励

具备成熟度的创业团队和项目参赛，要求参赛项目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2、企业命题类（A 类）赛题方向

第十一届大赛企业命题类（A类）赛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主要有以下方

向：

1、企业服务——企业服务外包，如法务、财务、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咨询

策划、后勤保障、办公协同、软件开发等。

2、智能计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外包，如数据整理、数据挖掘、

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应用、数据传输、数据加密等。

3、文创娱乐——内容创意以及消费级内容产品，如动漫、影视、二次元、游

戏等。

4、消费互联——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开发及消费升级产品，如电子商务、品牌

设计、消费O2O、大教育、大健康、大消费等。

5、智能制造——物联网与工业自动化，如机器人、视觉智能、3D打印、无人

机、设备管理、远程控制、新能源等。

6、工业设计——面向工业与硬件产品的设计服务外包，如智能硬件、视觉设

计、平面设计、交互界面、集成电路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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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别具体说明

企业命题类（A 类） 创业实践类（B 类）

竞赛

概述

1) 企业命题类竞赛邀请具有代表性

的企业参与命题，所有赛题组成

赛题池，参赛团队可在赛题池中

选择任一组别赛题参赛。本类竞

赛重点考察参赛团队的专业技能

及专业竞争力水平。

2) 命题企业根据自己的真实业务需

要发布赛题，由参赛团队按要求

进行回应。

3) 参赛团队需接受参赛承诺书中规

定的知识产权条款，赛题涉及特

殊知识产权的部分由企业赛题中

单独约定。

1) 创业实践类竞赛要求参赛团队已

经开始创业实践并取得一定成

效。重点考察参赛团队的创业能

力和成熟度，侧重考查项目细分

领域的竞争力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性。提交的项目主题须符合相应

要求（参见 2.1 服创大赛竞赛规

范）。

2) 项目成果须以 DEMO 或可交付成

果形式提交，项目成果包括：项

目商业计划书、项目演示视频、

公司简介（可选）、项目知识产

权证明（可选）等。

3) 禁止使用服创大赛往届获奖作品

重复参赛，一经举证核实，取消

获奖资格。

数量

限制

企业命题类每校参赛团队数目不

限。

创业实践类每校团队限报 2队。

【建议名额由学校内部选拔或推选产

生，并于 2019年 12 月 31 日前官网

报名时同步提交盖章证明。不组织校

内选拔/推选的高校，B 类竞赛名额

在学生团队赛题申报后，由组委会审

核确定名额归属。(注：详细说明见

附件二：常见问题解答（FAQ）)。】

奖励

说明

企业命题类竞赛中，除正常比例的

一二三等奖，获奖团队可获得与命

题企业进行项目对接和成果转化的

机会。

创业实践类竞赛中，除正常比例的一

二三等奖，获奖团队有机会获得创投

机构提供的创业辅导和投资机会。

分组

说明

本科类和高职高专类院校参赛团队的初决赛评审及奖项评定将统一进行，

不做单独区分；海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参赛团队单独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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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命题类（A 类）赛题竞赛重要说明

1、A 类竞赛流程提示

1）报名选题阶段：参赛团队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12 月 31 日在官方网站进行

报名及选题。

2）专项活动：大赛组委会将组织部分命题企业参加高校巡讲、赛题答疑等活

动。具体活动内容，另行通知。

3）成果转化：决赛评审工作结束后，获奖团队可获得与命题企业进行项目对

接和成果转化的机会；可于大赛结束以后，与企业单独签订合作协议。

2、A 类竞赛其他提示

如选择参与“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企业命题类竞赛，

参赛团队需接受参赛承诺书中规定的知识产权条款，承诺参赛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

方的知识产权，签署《参赛承诺书》并由所在学校或院系盖章；根据赛题的相应要

求，参赛团队同意承担项目信息保密义务，不以任何方式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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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怎么参加服创大赛？

3.1 参赛对象与资格

●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类和高职高专类院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学

生（含 2020 年应届毕业生，本专科、研究生不限）可以组队参赛。

● 上述高校毕业不超过 5年（2015 年后毕业）的毕业生可组队参赛。

● 禁止不同参赛团队共用队员;禁止跨校组队。

● 每参赛团队队员上限为 5人，指导老师上限为 2 人。

● 参赛选手的专业范围和所属学院不限。建议参赛团队选择能力互补、专业

背景多样化的选手组队。

● 本届大赛开放海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团队参赛报名通道。

3.2 报名及联系方式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采用网络报名方式。参赛团队须登录大赛官网

（http://www.fwwb.org.cn/）进行报名。经组委会审核并予以通过后，参赛团队

方可获得参赛资格。

为方便参赛师生联络并咨询相关问题，现公布第十一届服创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王老师 张老师

联系电话：010-53352116

电子邮箱：fwwbds@niso.edu.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号院

大赛官网：http://www.fwwb.org.cn/

微信公众号：fwwbds

官 方 QQ：418122009（高校竞赛联络群，限已提交证明文件）

436229036（大赛指导教师群，请实名加群）

452383170（大赛参赛学生群Ⅰ）

mailto:fwwbds@niso.edu.cn
http://www.fww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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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523833（大赛参赛学生群Ⅱ）

注：各团队至少有一名代表加群；请勿重复加群。

3.3 赛事公开资料

为方便参赛院校及师生参与第十一届服创大赛活动，大赛组委会秘书处提供如

下赛事材料：

●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宣传海报（电子版），参赛院校可自行下载打印，用于

校内宣传和组织参赛工作。

●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正式通知及历届公文（电子版），参赛院校可自行下载

打印。

●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参赛手册（电子版），参赛院校可自行下载打印。

●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企业命题类赛题手册（电子版），参赛院校可自行下载

打印。

相关材料可通过如下渠道获取：

● 大赛官网：http://www.fwwb.org.cn/。

● 大赛官方 QQ 群：第十一届服创大赛教师群、第十一届服创大赛学生群群文

件中提供相关文档下载。

● 联系组委会秘书处电子邮箱（fwwbds@niso.edu.cn）索取。

● 联系组委会秘书处电话（010-53352116）索取。

3.4 竞赛阶段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竞赛分如下三个阶段展开，具体时间安排可参见附件一内容。

（1）报名及赛题申报阶段（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报名注册：参赛团队通过大赛官网进行账号注册，相关信息填报。

分组选题：参赛团队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登录官网选择 A/B 类竞赛类别。同时，

A类的参赛团队须选择企业赛题，选择 B类的参赛团队须填报参赛项目信息。

http://www.fwwb.org.cn/
mailto:fwwbds@niso.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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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获得校内选拔或推荐资格的参赛团队，须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报名系

统赛题申报信息中提交教务处盖章证明文件（文件模板请于官方网站报名系统/官

方 QQ 群中获取）。

具体内容请参见大赛官方网站通知。

（2）初赛阶段（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

各参赛团队自行完成初赛内容（企业命题类竞赛，部分命题企业会提供部分软

硬件工具支持，具体参见赛题手册），完成后在指定时间内通过大赛官网提交作品

及相关材料。大赛组委会完成初赛评审后，通过大赛官网公布入围决赛的团队名单。

西部区域赛和中部区域赛将根据西部和中部地区与全国地区提交作品比例，获

取相应晋级总决赛名额（详见区域赛说明）。

（3）决赛阶段（2020 年 7 月下旬）

所有入围决赛的参赛团队于 7月参加在江苏无锡现场举行的决赛。决赛期间，

参赛团队须自备所需工具，具体情况详见大赛官网发布的决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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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审及奖项说明

4.1 评审原则

1、过程与结果并重

服创大赛在评审参赛团队提交的作品同时，也关注参赛团队在作品过程中

体现出的意识与素质。

2、重视团队与人员表现

服创大赛关注团队的表现，团队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团队精神

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以大赛为契机，打造精品团队，

培养服务意识，也是大赛最核心的价值体现。

服创大赛综合考察团队在方案中体现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评价。着重考虑赛

题、工作成果本身与参赛团队具体贡献的关联紧密程度。

3、体现“三创”特色

服创大赛秉承“创新、创业、创富”的精神，综合考察参赛团队对竞赛主

题的理解，对客户及市场的深入分析与把握，在业务分析、组织模型、技术方

案、可行性分析、成本考虑、管理要素等多方面的表现，而不仅是技术的实现。

服创大赛尤其关注参赛团队在解决方案和答辩交流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业精神等。

4.2 评审专家组成

大赛专家主要由企业界、高校界、创投机构界及科研机构等领域专家组成。根

据每届大赛参赛团队提交的作品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大赛组委会从专家库中遴选专

家组成专家评审团，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

各竞赛类别评委组成特点：

企业命题类：企业命题类的专家主要以企业专家为主，辅以高校或科研机构专

家。

创业实践类：以行业专家和创投领域专家为主，辅以其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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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审方式

服创大赛通过“材料评审”、“现场答辩”等多种方式来全方位评价参赛团队

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各方面素质。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全国赛初赛阶段以“材料评审”方式为主，决赛阶段综合采

用“现场答辩”、“作品展示”等方式组织评审工作。区域赛评审方式详见五、区

域赛说明。

4.4 奖项设置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两类竞赛分别设全国一二三等奖若干，总获奖率不超过参赛

团队总数的 20%。

● 西部区域赛和中部区域赛将设置区域一二三等奖若干，详情届时请关注区

域赛组委会相关文件说明。

● 对于在第十一届服创大赛获奖的参赛团队指导教师，根据参赛团队成绩颁

发相应指导教师奖。

● 对于在第十一届服创大赛中表现优异的高校，颁发相应奖项。

● 第十一届服创大赛单设海外交流奖项。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12/27

五、 区域赛说明

本届大赛设置西部区域赛和中部区域赛（试点），其中西部区域赛覆盖陕西、

四川、重庆、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八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区域

赛覆盖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河南、云南、贵州九省（自治区）。

相应区域内高校参赛团队通过区域赛评审晋级全国总决赛。

西部区域赛承办单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部区域赛承办单位为中南大学。

5.1 区域赛竞赛说明

区域赛竞赛阶段：

（1）报名及赛题申报阶段（2019 年 11 月 15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与全国赛相同，所有区域赛范围内高校的参赛团队通过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

新创业大赛官方网站进行报名及赛题申报。

（2）初赛作品提交阶段（2020 年 4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3 日）

与全国赛相同，所有区域赛范围内高校参赛团队自行完成参赛作品后，在指定

时间统一通过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官网提交。

（3）区域赛现场答辩与评审（2020 年 5 月下旬，具体时间官网另行通知）

区域赛采取线上评审＋线下答辩方式来完成初赛评审。

区域赛线上评审将与全国赛统一进行，并通过大赛官网公布入围晋级区域赛现

场答辩的团队名单。

2020 年 5 月下旬,西部区域赛线下答辩将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中部区域

赛线下答辩将在中南大学举行。通过线上评审的各区域赛参赛团队须参与现场答辩，

评选出区域赛晋级全国总决赛名单。

区域赛线上评审晋级名单评审后将于大赛官网发布（届时请关注）。

区域赛现场答辩通知将于 5月上旬于大赛官网发布（届时请关注）。

区域赛将设置区域一二三等奖，详情届时请关注区域赛组委会相关文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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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区域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为方便参赛师生联络并咨询相关问题，现公布第十一届服创大赛各区域赛组委

会联系方式如下：

西部区域赛

联系人：陈龙老师

西部区域赛组委会电话：029-81891668

西部区域赛组委会邮箱：longchen@xidian.edu.cn

西部区域赛官方 QQ 群：858960525（教师群，请实名加群）；

791303091（学生群）

西部区域赛承办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站：

http://cs.xidian.edu.cn

中部区域赛

联系人：师雷宏老师

中部区域赛组委会电话：0731-88879967

中部区域赛组委会邮箱：csu_slh@163.com

中部区域赛官方 QQ 群：878413374（教师群，请实名加群）；

758278692（学生群）

中部区域赛承办单位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站：http://cse.csu.edu.cn/

mailto:longchen@xidian.edu.cn
http://cs.xidian.edu.cn
mailto:csu_slh@163.com
http://cse.c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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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十一届服创大赛竞赛安排一览表

竞赛阶段 时间 说明

报名及

赛题申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A 类（企业命题类）参赛团队登录大赛官网，进

入报名通道：1、提交团队信息，添加队员、指

导老师信息；2、选择 A类企业命题。按步骤填

报及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后，获得参赛资格。

B类（创业实践类）参赛团队登录大赛官网，进

入报名通道：1、提交团队信息、添加队员、指

导老师信息；2、提交校内赛/推荐获得唯二参赛

资格的校方证明文件；3、填报参赛项目信息。

按步骤经审核通过后，获得参赛资格。

咨询与答

疑

2019 年 11 月 10 日

－

2020 年 7 月

参赛团队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qq 群等方

式联系组委会咨询相关问题。此外大赛组委会将

会协同部分导师及企业家组织初赛期间的线下答

疑和培训活动。具体安排待报名工作结束后，视

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参赛队员

及指导老

师调整

2020 年 4 月 13 日

－

2020 年 4 月 16 日

在 4月 13日-16日，允许参赛团队登录系统修

改队员和指导老师信息，名单经组委会公示后不

允许再修改。

初赛作品

提交

2020 年 4 月 17 日

－

2020 年 4 月 23 日

根据要求提交竞赛初赛作品及相关材料。

初赛线上

评审

2020 年 4 月 24 日

－

2020 年 5 月 6 日

经组委会初筛后的作品将进入初赛线上评审（含

区域赛作品）。

区域赛现

场决赛
2020 年 5 月下旬

初赛线上评审后，部分团队晋级区域赛现场决

赛，进行参赛项目现场答辩与评审。具体安排届

时详见大赛官网及各区域赛官方渠道通知。

全国决赛

晋级名单

公布

2020 年 6 月中旬 在大赛官网公布初赛结果及决赛通知。

全国决赛

及颁奖
2020 年 7 月下旬

入围全国总决赛团队在江苏无锡参加决赛（决赛

报到须知内容另行通知），进行项目演示答辩、

作品展示并参加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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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常见问题解答（FAQ）

1、服创大赛赛题规范要求中，“服务”和“实体产品”如何区分？

答：服创大赛赛题规范要求参赛赛题聚焦于“服务”而非“实体产品”。“服

务”与“实体产品”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如下多个方面或其中之一：

● 存在形式：有形产品是一个具有实体的、独立静态的物质对象，而服务是

非实体的、无形的，是一种行为或过程。某些服务可以依托有形产品开展，

如：互联网汽车租赁服务。

● 表现形式：有形产品是一种标准化的产品，而服务大多难以标准化，每一

类服务都可能与其他同类服务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 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同时性：有形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消费可以完全独立

进行，客户不参与生产过程，客户的消费也无需服务提供方参与；而服务

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同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客户和服务提供方必须同

时参与才能完成。

● 核心价值的产生方式：有形产品的核心价值是在工厂里就已经确定的一种

凝聚在产品当中的静态属性，与客户无关；服务的价值是在客户与服务提

供方的接触中产生的，它不可能事先被创造出来，是一种动态的属性。

● 存储性：有形产品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存储；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

行的，生产的过程即是消费的过程，不可存储。

举例来说，互联网搜索引擎、数字地图导航都是“服务”而非“实体产品”。

2、创业实践类（B类）中每个学校限 2支团队参赛，报名资格如何获得？

答：创业实践类（B类）的报名资格分两种情况：举行校内赛的学校，获得校

内赛晋级名额的团队，在报名期间可凭教务处盖章的校内赛结果证明文件，优先获

得参赛资格；没有举行校内赛的学校，如出现多支团队竞争资格的情况，将在报名

结束前，由组委会对该校的团队的参赛项目信息进行预筛选，以获得参赛资格。

具有独立院校代码和独立招生资格的分校或校区可与本（主）校同样享有 2个

B类参赛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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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业实践类提交的作品更倾向社会公益性还是侧重可能实现的产值和效益？

答：从商业价值的角度考量，创业实践类提交的作品更侧重商业可行性和商业

价值。同时鼓励参赛作品以商业模式解决社会公益性需求。

4、参赛作品必须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吗？是否可以依托外力去完成？

答：是的。大赛要求以信息技术实现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现代信息技术对

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作用越来越明显；二是出于对竞赛评审规范性的要求，如果脱

离信息技术，评审很难统一标准，同时增加评审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大赛对依托

信息技术展示作品的技术复杂度没有要求。能够借助简单的信息技术展示和支撑拥

有很高社会价值或商业价值的作品，也可以获得大赛评委的青睐和好评。

服创大赛支持参赛团队整合各种资源，包括外力来完成参赛作品。但同时组委

会要求，如果提交的作品依托外力完成，需要在所提交材料中进行详尽的说明。否

则，在决赛阶段现场答辩环节容易导致评委对参赛选手的误会，反而影响参赛团队

的最终成绩。

5、如果提交的成型作品很大，是要求必须将作品带到决赛现场进行展示吗？

答：如提交项目作品确实很大，从安全和成本等角度出发，经向组委会申请获

得许可后，可以采用其它可体现作品效果的展示方式，如：等比例模型、视频剪辑

和 PPT 等。

6、A类竞赛完成作品是否可以使用开源代码，需要提交源代码吗？

答：根据赛题要求不同，部分赛题要求不能使用开源代码的，则选择该赛题的

团队禁止使用。如赛题允许使用开源代码，则需要在作品中标明哪部分使用了开源

代码。对于源代码，大赛不要求参赛团队统一提交，各参赛团队可根据赛题和自身

作品情况自愿提交。如若在评审过程中，该参赛项目存在异议或抄袭的嫌疑，评委

可要求学生团队提交源代码或要求学生与其进行远程视频答辩。

7、是否可以用去年的项目继续报名今年的服创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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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允许参赛团队使用往届参赛项目继续参加今年的服创大赛，但禁止使用往

届在服创大赛中获奖项目继续参加报名，奖项包括：一、二、三等奖。如经大赛组

委会发现，或其他参赛团队举报，经核实后则取消团队参赛资格。

8、海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如何报名参赛？

答：海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参赛团队须登陆大赛官网填报团队及项目简介等信

息，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后获得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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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初赛阶段作品提交材料说明

1、企业命题类（A 类）竞赛初赛作品要求

1）提交材料一：概要介绍（必选）

● 内容要求：简要说明项目基本信息，如：目标、解决思路、解决方案、

亮点等。文件须具备之内容如下：

➢ 前言

➢ 创意描述

➢ 功能简介

➢ 特色综述

➢ 开发工具与技术

➢ 应用对象

➢ 应用环境

➢ 结语

● 文件格式要求：Word 和 PDF 文档各一份，内容相同，不超过 1500 字，

大小不超过 10M。

➢ 文件以 A4 纸张格式。

➢ 版面设定为直向纸张，边界为上 2cm、下 2cm、左 2cm、右 2cm、装

订线 1cm。

➢ 字体统一用标准楷体，字号小四，单倍行距，与前后段距离 0.5 行。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项目概要

介绍”

2）提交材料二：项目简介 PPT（必选）

● 内容要求：对项目的说明与讲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目标与解决思路

➢ 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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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路线及技术实现方案

➢ 业务模式、人员组织框架及可行性分析

➢ 其他

● 文件格式要求：PPT 文档，可包括短视频及语音信息，大小不超过 20M，

篇幅不超过 20 页。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项目简介

PPT”。

3）提交材料三：项目详细方案（必选）

● 内容要求：项目详细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材料一的内容。

● 文件格式要求：Word 和 PDF 文档各一份，内容相同，大小不超过 10M。

➢ 文件以 A4 纸张格式。

➢ 版面设定为直向纸张，边界为上 2cm、下 2cm、左 2cm、右 2cm、装

订线 1cm。

➢ 字体统一用标准楷体，字号小四，单倍行距，与前后段距离 0.5 行。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项目详细

方案”

4）提交材料四：项目演示视频（必选）

● 内容要求：项目演示视频材料，详细展示作品的技术实现方式、运行方

式和完成程度等内容。

● 文件格式要求：格式限 MP4，大小不超过 100mb，时长不超过 5分钟。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项目演示

视频”

5）提交材料五：项目知识产权证明（可选）

● 内容要求：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证书、著作

权证书等）。

● 文件格式要求：Word 文档一份，内含相关证书图片，大小不超过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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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项目知识

产权证明”

6）提交材料六：企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 内容要求：企业赛题中【提交材料】栏中所列需提交的其他材料。

● 文件格式要求：按照企业赛题和项目需要自行安排格式。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材料名称

自拟”

7）提交方式（以下两种方式均必须完成）

● 登录大赛官网上传：将所有文件上传至大赛官网指定位置；

● 以参赛团队为单位，将本队所有提交材料文档打包压缩为 ZIP 文件，发

送 email 到大赛作品提交邮（fwwbdszp@niso.edu.cn），并注明赛题组

别、参赛院校和作品名称。ZIP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

称—赛题编号赛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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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实践类（B 类）竞赛初赛作品要求

1）提交材料一：项目商业计划书 PPT（必选）

● 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项目背景介绍

➢ 公司名称和项目简介

➢ 核心团队介绍

➢ 产品/服务介绍

➢ 商业模式（盈利方式）

➢ 目前市场及运营情况

➢ 行业排名及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财务现状及预测分析

➢ 主要客户及合作情况

● 文件格式要求：

➢ PPT 文档一份，可包括短视频及语音信息。

➢ 文件大小不超过 20M。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B类***项目商业计划书 PPT”。

2）提交材料二：商业计划书（必选）

● 内容要求：商业计划书详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材料一的内容。

● 文件格式要求：Word 和 PDF 文档各一份，内容相同，大小不超过 10M。

➢ 文件以 A4 纸张格式。

➢ 版面设定为直向纸张，边界为上 2cm、下 2cm、左 2cm、右 2cm、装

订线 1cm。

➢ 字体统一用标准楷体，字号小四，单倍行距，与前后段距离 0.5 行。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B类***商业计划书”

3）提交材料三：项目演示视频（必选）

● 内容要求：项目演示视频材料，详细展示项目和团队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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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格式要求：格式限制 MP4，大小不超过 100MB，时长不超过 5分钟。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B类***项目演示视频”

4）提交材料四：公司简介（已成立公司的必选，总篇幅 1000 字内）

● 内容要求：详见下表：公司简介表。

● 文件格式要求：PDF 文档一份，大小不超过 5M。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B类***公司简介”

5）提交材料五：项目知识产权证明（可选）

● 内容要求：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证书、著作

权证书等）。

● 文件格式要求：Word 文档一份，内含相关证书图片，大小不超过 2M。

●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B类***项目知识产权证明”

6）提交方式（以下两种方式均必须完成）

● 登录大赛官网上传：将所有文件上传至大赛官网指定位置；

● 以参赛团队为单位，将本队所有文件打包压缩为 ZIP 文件，发送 email

到大赛作品提交邮箱（fwwbdszp@niso.edu.cn），并注明赛题类别、参

赛院校和作品名称。ZIP 文件命名规则：“团队编号—团队名称—B类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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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表

一、公司信息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所属行业

注册法人 联系电话

公司地址

二、团队信息

团队人数 其中专职人数

团队简介 （介绍主要职务人员、团队所获得的奖项、目前状况）

三、融资信息

目前阶段 A 未融资 B 种子期 C 天使期 D Pre-A E 其他

融资经历 （介绍融资时间、投资机构及金额）

四、业务信息

主营业务 业务规模

主要客户及合

作对象
（介绍主要客户以及目前所接触的合作单位）

五、财务数据

年度 营业额 净利润 业务量

2017

2018

2019

2020（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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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初决赛阶段评分表（仅供参考）

1、企业命题类（A 类）竞赛初决赛评分表

1）初赛评分表（参考）

内容 合计分值

项目创意

创意描述详细、清晰；对项目创意前景判断合理、

准确；市场需求分析合理。创意独特、新颖，创新

元素多，具有技术含量，有商业价值和社会应用价

值。

20 分

实施方案

整体目标规划和工作进度安排合理；在各阶段工作

目标清晰，难点明确，重点突出，解决方案合理并

能兼顾目标与资源配置；操作周期和实施计划安排

恰当。

30 分

技术实现

与交付

技术路线清晰明确、技术工具成熟可靠；技术方案

可行性高，项目完成度好；技术资源及经济成本控

制合理，与项目需求匹配恰当。项目相关的知识产

权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证书、著作证书等）

30 分

项目展示
提交文档完整性、结构清晰合理、逻辑顺畅、文笔

精炼。
20 分

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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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赛评分表（参考）

内容 合计分值

需求分析
1、项目成果是否符合赛题要求；

2、对客户、市场及行业分析是否全面、透彻。
20 分

创新性
是否利用互联网技术、方法或思维，在技术、设计、

商业模式或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20 分

方案与实现

1、工作路线是否清晰明确，方案是否具备较高可

行性；

2、实现工具是否成熟可靠，项目有无完成；

3、工作路线与项目需求是否匹配恰当，资源及成

本控制是否合理

40 分

团队及表现

1、能否在规定时间内高效、生动地完成项目展示；

2、团队是否具备项目所需的行业经验和专业背景、

技术能力。

20 分

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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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业实践类（B 类）竞赛初决赛评分表

1）初赛评分表（参考）

项目 内容 分值

填写及描述
能够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各项材料，并能够完整填写；材料

说明文字简单易懂，技术介绍简明扼要。 20 分

项目创新点

创意独特、新颖，创新元素多，具有技术含量，有商业价

值和市场应用价值，团队成员具备实现技术的能力，具备

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
30 分

市场前景
对于产业化、市场化门槛的考虑，对用户需求、消费习惯

等的理解，项目是否有足够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20 分

商业逻辑性
对技术运用、市场应用、商业模式以及财务分析和预测等

方面的推断是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可行性。 30 分

总 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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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赛评分表（参考）

项目 内容 分值

路演水平与

团队实力

1、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展示；形式是否新

颖、是否容易理解。

2、团队所能掌握的行业经验和资源背景、销售能

力、团队成员的互补性。

20 分

产品（服务）
1、是否已经推出产品小样。

2、是否有技术壁垒。
20 分

创新性
产品（服务）是否在设计、技术研发、商业模

式、管理策略等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20 分

商业模式与

市场前景

1、是否已经有成功的用户或客户、是否已完成了

产品销售和服务的闭环。

2、是否具有可扩张性和较大的潜在用户市场，并

在市场中具有较好竞争力。

40 分

总 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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