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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17‟354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举办“蜂云谷杯”第三届四川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省内各普通高校、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的通知》（教高函„2017‟4号）精神，经研究，决定

举办“蜂云谷杯”第三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搏击“互联网+”新时代  壮大创新创业生力军。 

二、大赛目的与任务 

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培养造

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

研用紧密结合，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形成,服务经济提质增效

升级；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 

重在把大赛作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引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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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校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探索,把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三、竞赛组织 

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省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知识产权局、省社科院、

团省委共同主办，西南石油大学和新都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简称大赛组委会，详见附件 1），由

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担任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作为成员，负责

大赛的组织实施。 

大赛设立专家委员会，邀请社会投资机构、行业企业、大学

科技园、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作为成员，负责参赛项目的评审工

作，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各高等学校应成立校级竞赛组织机构，由本校主要负责人担

任主任，负责本校预赛以及参加省赛、国赛工作的组织实施。 

四、赛程安排 

（一）大赛报名阶段（2017 年 4 月 15 日－7 月 10 日）：所

有参赛团队都需在国赛报名平台上进行报名 , 参赛团队指导教

师每队原则上不超过 2 人。各高校应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赛，已

入选国家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的学校报名数量不低

于 500 项，已入选四川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的学校

报名数不低于 300 项，其余公办本科院校报名数不低于 100 项、



 3 

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及省级示范以上高职高专院校报名

数不低于 50 项、非示范高职高专院校报名数不低于 30 项。 

大赛报名数将作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的重要参

考。已入选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的高校报名数未达标

准，在验收考核时将作为重要的否定性指标，其余高校报名数未

达到相应报名数要求，下一年不得申报示范校。 

（二）校园选拔赛（2017 年 7 月 10 日前）：校园赛的比赛

环节、评审方式由学校自行决定。各高校组织专家对本校报名的

项目进行评审，原则上按照国赛系统内报名数量不高于 3%的比

例推荐参加省赛，2016 年获优秀组织奖的高校可酌情增加参赛

名额。 

（三）省级复赛（2017 年 7 月 14 日—7 月 21 日）：7 月 10

日前，各高校在报名平台上将拟参加省赛项目推荐进入省赛，同

时将该项目计划书及一分钟展示视频上传赛事评审专用平台（项

目上传操作说明详见附件 2）。7 月 14 日开始，大赛组委会参照

全国总决赛评审规则（附件 3），利用赛事评审专用平台以网络

评审的方式，分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 4 个

大组若干小组进行省级复赛，评选出 280 个铜奖和 120 个进入省

级决赛项目。 

（四）省级决赛（7 月 27 日）：省级决赛定于 7 月 27 日在

西南石油大学新都校区思学楼举行，经过决赛评选出 40 个金奖

和 80 个银奖项目。参加现场答辩的团队须准备 10 分钟的项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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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并对专家提问进行 5 分钟答辩。 

（五）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7 月 28 日）。在今年和去年

评选出的省级金奖项目（去年已获全国总决赛金奖和银奖的项目

除外）中，按照国赛组委会分配名额，通过现场创业项目展示（5

分钟）及答辩（5 分钟）、项目互换互评（20 分钟）、投资人面谈

三个环节决出参加全国总决赛团队。通过省赛推荐参加全国总决

赛的团队同一所高校不超过 4 个。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的项目，

将于 7 月 29 日-7 月 31 日在西南石油大学参加优秀项目训练营。 

五、各环节比赛内容 

（一）项目计划书评审 

创意组根据团队创意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突出原始创意的

价值，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

物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鼓励项目与高

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撰写创新创业项目计划书。内容主要包括产

品/服务介绍、市场分析及定位、商业模式、营销策略、财务分

析、风险控制、团队介绍及其他说明。 

（二）项目展示及答辩 

参赛团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展示并回答评委提问。项目展示

内容主要包括产品/服务介绍、市场分析及定位、商业模式、营

销策略、财务分析、风险控制、团队介绍等。可进行产品实物展

示。展示及答辩过程中，语言表达简明扼要，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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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人面谈 

参赛团队与数位风险投资人进行逐一面谈，并结合自身创业

项目制定合理可行的风险投资方案，在规定时间内与投资人商

议，确定投资意向。评委会通过各参赛团队风险投资方案展示、

答辩表现、获得投资意向数量等几个要素进行评分。 

（四）项目互换互评 

参赛团队提前进行抽签两两分组，预先拿到对方项目计划书

进行准备。比赛现场各团队对对方团队创业项目进行评析，客观

评估对方项目优劣势并提出改进建议。 

六、评审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原则。 

七、奖项设置和获奖奖励 

（一）奖项设置 

 大赛设 40 个金奖、80 个银奖、280 个铜奖，设优秀指导教

师奖 40 个（每个原则上不超过 2 人）和优秀组织奖 20 个。 

（二）获奖奖励 

1.获奖团队颁发获奖证书，同时给予大赛金奖团队每队奖金

1 万元。 

2.对获奖团队所涉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落地孵化等服务。

协助学生创业企业落户地方，争取地方的扶持资金。选择在成都

市新都区蜂云谷创新创业中心落地孵化的团队项目，新都区人民

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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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复赛获奖团队的学生，各高校应给予相应创新学分认

可，并在保研、专升本及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省级复赛获奖团队的指导教师，各高校应根据实际，给予

相应工作量认定，并在年度考核、评优评奖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给

予政策倾斜。 

5.省级复赛获奖团队指导教师可按照四川省教改项目立项

程序牵头申报省级教改项目（以创新创业为主要内容），申报名

额单列，同时该获奖项目亦可作为教改结题的重要成果。 

6.国家总决赛获得金、银、铜奖的指导教师，可按照四川省

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程序牵头申报相应等级省级教学成果奖

（以创新创业为主要内容），申报名额单列，在评审中给予倾斜。 

7.鼓励学校出台激励政策，积极支持本校师生参赛。  

八、报送材料 

请各高校于 2017 年 7月 10 日前将推荐进入省赛的项目汇总

表（详见附件 4）电子版发送至 scgzjnds@126.com，纸质版加盖

公章后邮寄至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竞赛工作联系人： 

西南石油大学：李媛媛 

联系电话：028-83037687、13558857823 

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都大道 8 号西南石

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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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610500 

 

高等教育处：高波 、刘晋州 

联系电话：028-86110643、86110894（传真） 

通信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省教育厅高教处 5 楼

4 号 

邮政编码：610041    电子信箱：scgzjnds@126.com 

 

附件：1.大赛组织机构 

2.项目平台操作说明 

3.评审规则 

4.推荐项目汇总表 

 

 

 

                                四川省教育厅 

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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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赛组织机构 
 

一、大赛组委会 

主任委员： 

朱世宏  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主任委员 

汪小帆  省教育厅副厅长 

潘  捷   成都市新都区委副书记 

赵正文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副书记 

委   员： 

陶俊培  四川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黄正章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翟  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田  杰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王明冬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纪检组长 

李明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  征   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副书记 

二、大赛执委会 

主任委员： 

杨亚培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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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刚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 

梁云春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宣传教育处处长 

杜佳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党总支书记 

丁  云   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学校部部长 

宋亚兰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林  兰  四川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宣处副处长 

李  佳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副处长 

郝功贵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创业促进与服务体 

系处处长 

严家林   成都市新都区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陈玉祥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 

三、大赛执委会秘书处 

秘  书  长：宋亚兰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副秘书长：陈玉祥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 

高  波  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 

工作人员：张  磊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唐  乐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肖鸿运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李媛媛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李  婕    西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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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平台操作说明 

 

 

 

 

 

 
二零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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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四川省赛网站-学生报名参赛使用流程 

报名参赛 

第1步 

 电脑浏览器访问网站 http://sccyds.wanxue.cn/，在网站首页的右上

角，点击“注册”按钮开始注册。 

 

http://sccyds.wanxu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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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填写注册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设置登录密码，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第3步 

 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邮箱、学历、学校、学院、专业、

学号、入学年份、毕业年份等，填写信息后点击“完成”完成注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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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点击导航栏“报名”按钮，可报名参赛。注意：此处需等网站管理员

开放赛事报名后，方可报名。具体时间详见赛事通知或咨询赛事组织

者。 

第5步 

 进入填写项目信息页，填写项目信息，包括：项目名称、封面图、大

创网成功报名的截图、所属行业、产品类别、项目是否与高校科技成

果相结合、项目股权结构、项目简介、项目阶段、项目计划书、项目

视频、隐私设置、参赛组别、参赛类别等。 

 用户填写相关项目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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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进入团队信息页，填写团队信息，包括：团队名称、学校、所属学校

负责人姓名、所属学校负责人联系方式、团队介绍、团队成员、指导

老师、已获专利、已获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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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提交报名信息”完成项目报名，等待管理员审核。项目审核通

过后即参赛成功。注意：参赛项目报名信息一旦提交并审核通过，便

不可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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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个人项目的审核状态 

 点击页面顶部导航栏的账户名（手机号码）位置，进入用户中心。可

查看个人的参赛项目审核状态。 

 
 个人提交的参赛项目包括四种状态：审核中、未通过、进入第一阶段、

进入第二阶段 

a) 审核中：提交报名后，项目正在审核； 

b) 未通过：学生报名提交的项目未通过管理员审核。学生可删除或点

击“编辑”修改项目信息，修改后可重新提交报名； 

c) 进入第一阶段：学生报名提交的项目通过管理员审核，进入赛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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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评审。学生可随时查看评委的评分、评语和获得的点赞数； 

d) 进入第二阶段：项目通过赛事第一阶段的评审后，获得晋级下一阶

段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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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评审规则 

一、创意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联网

技术、方法和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流、信息、

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鼓励项目与高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40 

团队情况 

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念、

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补情况；公司的组织

构架、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创业顾问，主要投资

人和持股情况；战略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团队是否具有实现这种突破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资

源基础。 

30 

商业性 

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完整

地描述商业模式，评测其盈利能力推导过程的合理

性。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

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

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在调查研究方面，考察行业调查

研究程度，项目市场、技术等调查工作是否形成一手

资料，不鼓励文献调查，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检

验。 

25 

带动就业 

前景 

综合考察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预判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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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创组、成长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商业性 

在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目存续时间、项目
的营业收入、税收上缴、持续盈利能力、市场份
额等情况；以及结合项目特点制定合适的市场营
销策略，带来良性的业务利润、总资产收益、净
资产收益、销售收入增长、投资与产出比等情况。
在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
及可扩展性以及该项目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
能性（包括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
其未来 5年的高速成长。在商业模式方面，强调
项目设计的完整性与可行性，并给出完整的商业
模式描述，以及在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
技术基础、产品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
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面需具有可行性。在融资
方面，强调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 

40 

团队情况 

主要考察管理团队各成员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
景、价值观念、擅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互
补情况；公司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领导层
成员；创业顾问，主要投资人和持股情况；战略
合作企业及其与本项目的关系。 

30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意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强调利用互
联网技术、方法、思维在销售、研发、生产、物
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结合。 

20 

带动就业
情况 

考察项目增加社会就业份额，发展战略和扩张的
策略合理性，上下产业链的密切程度和带动效
率、其他社会效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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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型创业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得分形式 评审内容 分值 

项目团队 加总得分 

团队成员互补与协调性 

20 组织结构设置合理性 

股权结构设置合理性 

商业性 加总得分 

生存性和盈利能力 

20 可行性和完整性 

可复制性 

创新性 

单项得分

（满足任

一单项得

满分） 

岗位创新 

20 

技能创新 

技术创新 

产业协同创新 

模式创新 

带动就业 加总得分 

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促进

区域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40 

带动就业人数 

四、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优秀：100-85分，良好：85-70 分，一般：70-55

分，差：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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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校推荐项目汇总表 

学校 

名称 

项目 

名称 
组别 

项目 

类型 

项目负

责人姓

名 

项目负责

人手机 

项目参

与人数 

指导教

师姓名 
备注 

                  

                  

                  

                  

                  

备注：1.组别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 

      2.项目类型为 1.“互联网+”现代农业、2.“互联网+”制造业、3.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4.“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5.“互联网+”

商务服务 、6.“互联网+”公共服务 、7.“互联网+”公益创业,表格内填

字母代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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