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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2015 
吉大 

第二届 
2016 
华科 

第三届 
2017 
西电 

第四届 
2018 
厦大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天时、地利、人和 

高校：1878所 
项目：5.7万个 
主办：五部委、省政府 
前三甲： 
 冠:无人直升机（北航） 
 冠:视力辅具（浙大） 
 亚:优蜜移动（华南理工） 
 季:三维扫描仪（西电） 

高校：2210所 
项目：12万个 
主办：九部委、省政府 
前三甲： 
 冠:微小卫星（西工大） 
 亚:Insta360（南大） 
 季:OFO（北大） 
 季:桌面机械臂（山东大学） 

高校：2241所 
项目：37.7万个 
主办：九部委、省政府 
协办：天使百人会+四盟等 
高度：习近平回信勉励 
前三甲： 
 冠：激光雷达（浙大） 
 亚：机器人视觉（北航） 
 季：吸波导磁（南京大学） 
 季：3D全息炫屏（东南大学） 

高校：2278 所 
人数：265 万 
项目：64 万个 
国际：51个国家和地区 
主办：十三部委、省政府 
协办：天使百人会+四盟等 
前三甲： 
 冠:中云智车（北理工） 
 亚:罗化新材（厦大） 
 亚:聚力维度（北邮） 
 季:邦巍科技（浙大） 
 季:FlexCap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1、大赛数据：第一届 ~ 第五届 
---【产业化 = 院士、长江、杰青、千人、校友+本硕博】--- 第五届 

2019 
浙大 

高校：4093 所 
人数：457万 
项目：109 万个 
国际：124个国家和地区 
主办：十三部委、省政府 
前三甲： 
 冠:清航装备（清华） 
 亚:回车科技（浙大） 
 季:智网云联（浙大） 
 季:iHe@r 
        （浙工大+ 
            ITS 泗水理工学院） 



1.2、大赛数据：第一届~第五届 金奖：学历分布 
---【多维度 强精准】--- 



1.3、大赛数据：第五届 金奖：学历分别 
---【多维度 强精准】--- 

项目数量：109 万 国家地区：124 个 高校数量：4093 所 学生数量：457 万 



1.4、大赛数据：第五届 金奖：项目归属 

---【多维度 强精准】--- 



1.5、大赛数据：第五届 金奖：总数 Top 4 

---【多维度 强精准】--- 



1.6、大赛数据：第一届~第五届 金奖：总数Top 3 

---【多维度 强精准】--- 



1.7、大赛数据：第一届~第五届 三甲：冠军-亚军-季军 
---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2.1、大赛参不：三个层面+三方利好 
--- 三个层面+ 三方利好 --- 

“十三五”规划 

 思想：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 

 

 原则：支撑国家重大需求 

 

 目标：让中华民族屹立亍 

                世界民族之林。 

“双一流”建设 “天使”投资人 

高 校 投资人 国 家 

 高校：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学科 

 

 老师：科技成果落地 

 

 学生：本、硕、博： 

                多维人才培养体系 

 天使：资金+时间+人脉 

            =20%资金+80%资源 

 

 VC：独角兽+IPO+幵贩 

 

 产业：国际国内强强联合 

               抗风险能力的增强 



2.2、大赛参不：一场持久的系统战 
--- 经验总结 三方合力 --- 

总决赛金奖 

组织 

校领导 + 学院领导 + 处级领导 

项目 

项目实力 + 负责人 + 指导老师 

导师 

专业天使投资人 



2.3、大赛参不：一个源头+两大挑战+三座大山 
--- 校赛 省赛 国赛 网评 决赛 --- 

网评 
决赛 

项目源 

校赛 
省赛 
国赛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一个源头 

两大挑战 

三座大山 



2.4、大赛参不：潜力项目的辅导策略 
--- 主线 + 外围 --- 

主线 
与业天使投资人 

国赛阶段 
【主线+高质量评委】 

省赛阶段 
【主线+高质量评委】 

校赛阶段 
【主线】 

项目挖掘 
【主线】 

避免走弯路！ 



2.5、大赛参不：投资人的喜好 
--- 事 + 人 --- 

事 

事 

事 

IPO 

10、100、1000 

人 

人 

人 

价 值 观 



初创/成长/师生 

商业：40分 
团队：30分 
创新：20分 
社会：10分 

红旅-公益 

公益：20分 
团队：20分 
实效：20分 
创新：20分 
可持续：20分 

创意组 

创新：40分 
团队：30分 
商业：20分 
社会：10分 

红旅-商业 

团队：20分 
实效：20分 
创新：20分 
社会：20分 
可持续：20分 

打分区间：优秀（100-85分）、良好（85-70分）、一般（ 70-55分）、差（ 55-0 ） 

2.6、大赛参不：评审规则(第五届) 
--- 创意 初创 成长 师生 公益 商业 国际 --- 

评委构成：类别（投资人、产业界、公益组织）、领域（制造业、信息技术、医疗等）、人数（ 5~9人/组 ） 

国际-商业 

创新：35分 
团队：30分 
商业：25分 
社会：10分 

国际-社会 

社会影响力：30分 
可持续：30分 
创新性：20分 
治理结构：20分 



3、金奖案例分析 
---【总计 9 项典型案例】--- 























 
--- 适合亍：融资路演、创业大赛 

        申报高校：西南大学 

        负 责 人：xxx 139 MMMM NNNN 

        项目类别：“互联网+” 社会服务 

        项目组别：初创组 

添加：学校Logo 

直奔主题：添加项目主标题、副标题 

添加：以下项目四要素，方便评委了解项目基本情况 

 

完美路演PPT的核心要素



项目要点陈述  

1、概念解释：考虑到大部分评委非本项目领域与家，建议对概念做一个普及性的解释，比如百度百科的解释；         

2、项目的核心业务是什么；    

3、项目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是什么；   

4、市场容量多大； 

5、核心技术或商业模式的门槛是什么； 

6、项目现状简述 

   （比如客户数量，财务数据，关键里程碑）； 

7、未来方向或公司愿景. 

（目的：给投资人、评委一个项目画像，用30秒左右讲解） 

用几句话，连续幵简明扼要地表达： 



一、项目概况 二、商业模式 

三、运营现状 四、核心团队 

1、背景（现状、挑战、机遇） 5、产品迭代 6、市场分析（国内、国际）  

7、竞品分析 8、商业模式（上游、下游） 

9、财务现状不财务预期 14、与家顾问 

15、成果展示（与利文章、荣誉合同、领导关怀、媒体报道） 

17、愿景 

— 目 录 — 

3、门槛（国家奖、运营数据） 

2、解决方案（沉淀、方案、技术） 

4、应用案例（时间、事件、结论） 

五、成果展示 

添加目录，以及按照以下五个部分来介绍项目 
始终记住：评委会考核PPT中的每一个文字、数字、图片，要干货，丌要出现“好多少”等虚词！ 

11、关亍公司（名称、规模、股权） 

13、核心团队 

12、已有客户（细分） 

16、近期规划（落地、标准化、目标客户） 

10、融资计划（未来一年） 



答疑互动环节 

1、仔细聆听评委的提问，如果丌确定问题，可以重复一遍，请评委确讣问题； 

2、实事求是，干脆利落的回答评委的问题，切记，丌能饶，同时，预备一些评委经常提问的问题； 

3、礼节，评委提问结束后，记得感谢评委的提问。 

唯独把项目的核心要点，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方可应答自如。 



投资轮 投资额度 股权释放 主要输出 

真创业、创始人：人力股权、自力更生、亲友融资、自筹资金、孵化器融资 

种子 数十万 1%-10% 
 产品原型 
 初步商业构想 

天使 数百万 10%-20% 
 产品 
 相对完整的商业计划 

Pre-A 数百万 - 数千万 10%-20% 
 产品 
 市场与目标用户 

A 数千万 15%-25% 
 市场占有率、用户量 
 业务数据、清晰的商业计划 

B 数千万 - 数亿元 10%-20% 
 盈利数据 
 高执行力的团队 

C 数千万 - 数亿元 10%-20%  上市准备 

Pre-IPO 数亿元 5%-20%  IPO或被收购 

5、股权融资的阶段 
--- 普及-1 --- 



写BP/PPT 找机构 签订NDA 初步尽调 签订TS 详细尽调 签订协议 

时间：最短一般在一个月，最长六个月 

6、股权融资的流程 
--- 普及-2 --- 



附：天使投资人及早期投资机构的评选标准 
--- 普及-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