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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深圳赛区暨第十一
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国内赛）

组织方案
一、大赛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深圳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深圳工作的重要批示精

神，坚持对标最高最好最优，以更前瞻的眼光，更高的标准，

更务实的举措，更贴心的服务，进一步发挥大赛的品牌示范

效应和技术转移、成果产业化平台作用，擦亮“深创赛”这

个深圳创新创业的“金字招牌”，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作出

贡献。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深圳赛区暨第十一届中国深圳

创新创业大赛（国内赛）（以下简称“深创赛”）实施国、

市、区三级赛事联动机制，是科技部火炬中心举办的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的深圳赛区，是深圳市具有公益性的创新创业权

威赛事，是各区、前海管理局、高校举办的各类预选赛的晋

升通道。

二、举办时间

2019 年 3 月-10 月

三、组织机构

（一）组织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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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科技部

财政部

教育部

国家网信办

全国工商联

主办单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承办单位：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深圳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深圳市外国专家局）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执行单位：

深圳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

联合执行单位：

按有关规定，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确定联合执行单位

（二）大赛组委会

大赛指导单位、支持单位、承办单位共同组成大赛组织委

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包括监审组和工作组，分

别负责大赛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和大赛评审规则审定、评审

工作监督。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创新委。

1.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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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王立新（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科

技部火炬中心主任

副主任：李卓文（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梁永生（市科

技创新委主任）、盛延林（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

成员：科技部火炬中心安磊、闫天羽，市科技创新委黄臻、

张月光、庄昕、于英普、王伟、杨柏平、杨俊枫，深圳市科

技评审管理中心王辉、吕艳丽，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闫莉、

戴仲群，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冯圣中、许勤。

2.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任：黄臻（市科技创新委副主任）

监审组组长：闫天羽（科技部火炬中心）

监审组成员：市科技创新委王伟、杨俊枫

评审组组长：王辉

评审组成员：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吕艳丽、戴婉荣

技术组组长：冯圣中

技术组成员：许勤、何国辉

工作组组长：闫莉

工作组成员：市科技创新委程山、李坊标、杜保伟，市技

术转移促进中心戴仲群、丁逸、刘振华、李凯，联合执行单

位工作人员，各预选赛区负责人。

4.职责分工

市科技创新委负责大赛方案的制定，统筹协调大赛的组

织实施，并落实相关科技配套政策。深圳市各区人民政府科

技主管部门负责举办各区级预选赛，前海管理局负责举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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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预选赛，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分别负责

举办深圳大学高校预选赛、哈尔滨高校预选赛、武汉高校预

选赛，新设港澳高校预选赛，由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中

心负责举办；市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负责大赛宣传推广工作；

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市科技评审管理

中心负责评委抽取及邀约工作并配合做好赛事组织工作。国

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负责创赛业务系统的技术支持。联合执

行单位负责大赛相关事务的具体执行。

四、参赛条件

（一）大赛分为电子信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生物

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新材料六个行业，并

按企业组和团队组分别进行比赛。

（二）获得历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一二三等

奖的选手不参加本届大赛；获得历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

总决赛一二三等奖的选手不选送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

总决赛。

（三）团队组参赛条件

1.在本届大赛截止报名日前尚未在深圳或深汕特别合作

区注册成立企业的、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创业团

队（如海外留学回国创业人员、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

技团队、大学生创业团队等）；

2.核心团队成员不少于 3 人；

3.计划赛后 1 年内在深圳或深汕特别合作区注册成立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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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项目中的产品、技术、专利归属参赛团队，且无

产权纠纷。

（四）企业组参赛条件

1.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高新技术

产品研发、制造、生产及服务等方面业务，拥有知识产权且

无产权纠纷。

2.在深圳或深汕特别合作区注册且符合国家划型标准的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非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

3.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4.企业 2018 年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2 亿元。

（五）参赛规定

为维护大赛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特制订大赛《报

名须知》并要求所有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如出现以下列

情形的，视为自动放弃深创赛一切权益：

1.参赛项目不属于电子信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生

物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新材料等六个行业

的。

2.参赛项目的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不归属参赛队伍，

有产权纠纷，所提供参赛资料作假的。

3.所有入围企业和团队逾期未到场签到或未按要求准备

好相关参赛资料的。

4.获奖选手未按有关要求提交领奖材料或未按时提交有

关材料的。

五、比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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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分为报名、预选赛、半决赛、行业决赛、颁奖典礼

五个阶段。大赛组委会组织举办半决赛、行业决赛两轮比赛

和颁奖典礼，决出行业决赛企业组和团队组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

（一）报名

1.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选手登录大赛报名系统（网址：

http://sticapply.sz.gov.cn/scs）统一报名参赛。报名选

手应提交完整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

责。大赛报名系统是报名的唯一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效。

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

2.各预选赛区负责参赛材料的形式审查，大赛组委会负

责报名选手的参赛资格确认。

参赛资格确认截止时间：报名截止后 5 个工作日内

（二）预选赛

1.预选赛由深圳市各区、前海深港合作区、深圳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中心负

责牵头组织，落实比赛方案、组织机构等有关事项，加强对

赛事的管理，接受社会对赛事的监督。坚持赛事的公益性，

不向参赛企业和团队收取任何参赛费用。

2.预选赛主名称为：“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

预选赛暨副名称”（“*”为各深圳市各区、前海、高校名称），

同时深圳市各区、前海管理局、高校举办的创新创业赛事可

冠以反映各自特点的副名称。

3.预选赛所推荐参加半决赛的团队和企业，必须至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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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轮比赛，并且其中一轮比赛须采用“现场答辩、当场亮

分”的评选方式。

4.预选赛整体比赛方案应向社会公布，各比赛环节的相

关评审资料应留档备查。面对面答辩现场应进行录像，保证

比赛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5.预选赛可自主设立奖项，并积极为参赛选手提供政策

支持和多元化服务。

6.预选赛根据大赛组委会所分配的名额推送选手参加半

决赛，并提供评选记录。所推送的选手名单须由预选赛区科

技主管部门盖章，并于规定时间内提交大赛组委会，超过截

止时间仍未提供相关材料的将视为放弃推送选手。

推送截止时间：2019 年 7 月 20 日

7.预选赛根据大赛组委会有关要求开展辖区选手的尽调

工作。

8.预选赛需建立台账，跟踪统计参赛项目的投融资情况、

团队成立企业情况、发展存在问题等，于比赛当年 12 月份、

次年 6 月份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大赛组委会。

（三）半决赛

1.半决赛由大赛组委会负责组织，按电子信息、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新材料六个行业分别比赛。半决赛的举办时间和地点在市科

技创新委官网上公布。

2.半决赛按企业组 400 个左右和团队组 200 个左右的规

模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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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半决赛评审专家团由 3 位财务投资专家、1 位产业投资

专家和 3 位技术专家所组成。

4.半决赛采用封闭式评审，分为“现场路演或视频路演”

和“评委问答”两个环节。每位选手比赛时间 15 分钟（路演 6

分钟，评委问答 9 分钟），评审结束后现场公布最终得分。

5.半决赛全部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根据选手半决赛

的成绩，由高至低排序，评选出晋级行业决赛的团队和企业、

晋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总决赛的企业，并于市科技创新

委官网公示。

（1）行业决赛晋级规则：

行业决赛晋级名额共 240 个，按参赛选手所获半决赛分

数的行业排名，选出晋级行业决赛企业各 25 个和团队各 15

个。当排名结果发生末位并列情况时，同时晋级行业决赛。

哈尔滨高校预选赛、武汉高校预选赛各 12 个优胜团队直接晋

级行业决赛。

（2）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总决赛晋级规则：

大赛组委会根据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深圳赛区的分配名额

及相关规定推荐晋级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半决赛截止时间：2019 年 8 月 9 日前完成

（四）行业决赛

1.行业决赛由大赛组委会负责组织，按电子信息、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新材料六个行业分别比赛。行业决赛的举办时间和地点在市

科技创新委官网上公布。



9

2.行业决赛按企业组 150 个左右和团队组 90（不含哈尔

滨高校预选赛、武汉高校预选赛）左右的规模进行比赛。

3.行业决赛评审专家团由 3 位财务投资专家、1 位产业投

资专家和 3 位技术专家所组成。

4.行业决赛采用封闭式评审，分为“现场路演或视频路

演”和“评委问答”两个环节。每位选手比赛时间 15 分钟（现

场路演 6 分钟，评委问答 9 分钟），评审结束后现场公布最

终得分。

5.行业决赛比赛全部结束后，大赛组委会根据选手行业

决赛的成绩，由高至低排序，评选出行业决赛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并在市科技创新委官网公示。

（1）行业决赛一二三等奖

按参赛选手所获行业决赛分数的行业排名，选出行业决

赛企业和团队一二三等奖。当末位排名结果发生并列情况时，

综合选手半决赛所获分数，选出获奖企业和团队。

（2）优秀奖

按参赛选手所获行业决赛分数的行业排名，评选出行业

决赛企业和团队优秀奖。当末位排名结果发生并列情况时，

同时获得优秀奖。

行业决赛截止时间：2019 年 9 月 6 日前完成

六、大赛流程

时间 主要工作 工作内容

1-6 月
启动、报名

大赛启动、媒体宣传、赛事推介、征集项目，

报名辅导。

预选赛 对接各预选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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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月 预选赛 各预选赛区组织初赛、复赛。

8 月 半决赛 半决赛赛前辅导，举办半决赛。

8 月
推送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

根据晋级名额，向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推送深

圳赛区晋级选手

9 月 行业决赛 行业决赛赛前辅导，举办行业决赛。

9-10

月
颁奖 举行颁奖活动。

赛后 赛后服务
持续开展投资对接、大企业对接、扶持政策

落实、落地跟踪等赛后创业服务。

七、项目评审

1.大赛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原则，确保评

审结果客观、真实。

2.大赛评审专家团由财务投资人、产业投资人、技术专

家组成。大赛组委会负责建设评审机构库和评委管理。

3.半决赛和行业决赛参照《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

大赛评审规则》，由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负责于半决赛和行

业决赛比赛前 5 个工作日，从市科技创新委专家库随机抽取

和邀请 3 位财务投资专家、1 位产业投资专家和 3 位技术专家

组成评审专家团，对半决赛和行业决赛项目进行评审。

4.选手将接受 7 名评委现场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后，其他 5 名评委的平均分（小数点保留 2 位）为选手比赛

最终得分，并现场公布最终得分。

5.半决赛和行业决赛采用创赛业务系统进行在线评审，

并由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负责全程监督和协助。

八、奖项设置

大赛总奖金 1020 万元。其中，行业决赛奖励名额设定为

120 名，奖金总额 960 万元。新设港澳高校预选赛奖项，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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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60 万元。选手获得不同奖项时，奖金可同时获得。

行业决赛按比赛成绩由高至低排序，决出各行业一二三

等奖共 54 名（每个行业企业组获奖者 6 名，团队组获奖者 3

名。），设立奖金，给予获奖者奖励。另设置 66 名优秀奖（如

出现末位同分时可相应增加），不设奖金。

企业组（6 名） 团队组（3名）

奖项 数量 奖金/万元 奖项 数量 奖金/万元

一等奖 1 30 一等奖 1 30

二等奖 2 20 二等奖 1 20

三等奖 3 10 三等奖 1 10

九、配套政策

1.入围并参加半决赛的企业组选手，按规定给予市科技

创新委创新创业相关资助支持；

2.入围并参加半决赛及以上的团队组选手，赛后 2 年内

深圳或深汕特别合作区注册成立企业，按规定给予市科技创

新委创新创业相关资助支持；

3.落户深圳的大赛优秀项目，可获得各区资金、场地等

配套支持（参照各区相关政策执行）。

4.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行业总决赛获奖企业可获得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奖金和相关政策支持（详见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官网）；

十、大赛服务

大赛招募不少于 100 家投资机构，为选手提供投融资服

务和辅导服务，参赛项目可通过大赛投资对接服务平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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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投资机会。

序号 类别 项目 内容

1
创赛辅导

半决赛参赛辅导 商业计划书撰写、路演技巧。

2 行业决赛参赛辅导 科技计划管理系统操作实务。

3 政策辅导 科技类政策解读
剖析政策指南及指导申报方

法。

4
市场对接

投资机构对接
赛事期间，通过评委发放邀约

卡模式进行对接。

5 孵化器对接
大赛甄选优秀孵化器通过官微

发布对接信息。

6 跟踪服务 赛后跟踪服务 全程跟踪选手发展、对接情况。

十一、宣传推广

市科技创新委官方网站和大赛官方微信全程报道启动

会、半决赛、行业决赛等活动,并分阶段、多角度打造深创赛

品牌效应。

在启动阶段，在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地铁早 8 点、

深圳商业报等主流纸媒和中国科技网、36 氪、i 黑马等科技

门户网站对大赛做全面的推广。在各预选赛活动现场、创客

园区、科技孵化器等创客聚集地播放大赛宣传视频。

在半决赛阶段，在搜狐、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首页做

赛事相关报道，利用新媒体全力打造第十一届深创赛宣传新

浪潮。

在行业决赛阶段，邀请深圳卫视等电视媒体现场报道，

在深圳特区报、晶报等市级纸媒发布行业决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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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颁奖典礼阶段，邀请广东卫视、深圳卫视等省市级电

视媒体现场报道，在深圳特区报、晶报等市级纸媒发布颁奖

典礼新闻。

十二、经费预算

根据《关于研究举办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有关事宜的

会议纪要》（[2017]192 号），本届大赛工作经费、奖金总额

均与 2018 年保持不变，并列入市科技创新委 2019 年部门预

算、相关专项资金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