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第七届“云泽杯”创新创业竞赛实施方案 

一、 竞赛主旨 

国务院于 2017 年 7 月 23 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国发〔2017〕37

号）也指出：“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潜能，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创新创

业竞赛旨在为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搭建高层次的交流和学习平台，加强科

研机构、高校、企业、创客等主体协同，提升全国大学生整体创新能力和

商业嗅觉，发现并培养未来创新人才。同时，通过整合各类创新创业资

源，促进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成果转化。 

二、 竞赛主题 

智汇中国·创梦未来 

三、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商业行业商会、（国资委）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国资委）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北京云泽科技有

限公司 

协办单位：全国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 

技术支持单位：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 

四、 参赛要求 

（一）参赛者要求：参赛者要有努力把创意转变为现实的精神，坚守

创新，持续实践，乐于分享并且追求美好生活。 

参赛对象为全日制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在华留学生或海外留学生。

每支参赛团队队员不超过 6名，指导教师不超过 2名。 

（二）参赛项目要求：参赛项目要保证真实、健康、合法，无不良信

息，项目立意新颖、弘扬正能量。参赛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

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



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

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需提

交完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专利证书等；已完成工

商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需提交工商注册信息。 

（三）参赛项目类型：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的项目。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新经济：以模式创新预见未来，包括消费升级、共享经济、新零售、

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出行、创新金融、电子商务等； 

高科技：以技术创新引领世界，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智

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等； 

泛娱乐：以内容创新改变生活，包括广播影视、设计服务、文化艺

术、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等。 

（四）参赛方案提交要求：每个参赛团队须递交一份商业计划书至组

委会，具体要求如下： 

·语言为中文或英文； 

·PDF 文档，A4 纸，正文除封面、参考资料和附录外不多于 40 页

（中文正文宋体小四，英文正文 Times New Roman）； 

· 封面单独设计（含辅导教师和团队成员姓名、参赛组别，不得出

现院校信息）； 

· 调查问卷和结果以附录形式体现，放在报告或方案最后。 

五、 竞赛分组 

（一）创业组  

要求：项目需要有 3 个月以上的运营；有团队、商业计划书，已形成

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并有详细运营数据；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 年

（2015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天使轮。

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股东（企业实际控制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

校生。 

（二）创客组 

要求：项目尚未落地，但想法新颖独特，市场潜力巨大，已有较完善



的商业模式和实施计划。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

或服务模式，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

须为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不含在职生）。 

（三）国际组 

在华留学生或海外留学生，参赛项目可以是创业类或创客类。 

注意：每支队伍选择一个创新或创业项目，选择一个参赛组别参赛。

以上组别将根据报名情况调整，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 

六、 竞赛日程 

（一）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4 月，以院校为单位提交参赛报

名登记表（见附件一）至组委会邮箱（ccpitzmn@163.com），报名表

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30 日； 

（二）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5 月 1 日前，参赛院校完成知识赛

； 

（三）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参赛院校递交参赛方案初稿，2019

年 5 月 20 日前，发布全国总决赛入围通知； 

（四）2019 年 7 月，全国总决赛，竞赛地点：待定。 

各阶段参赛方案均递交至竞赛组委会邮箱 ccpitzmn@163.com，作

品命名方式均须为：院校名称_项目名称_参赛组别_本科/高职/。 

七、 竞赛形式 

本次竞赛分知识赛、全国预选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分别由赛

区组委会和竞赛执委会组织进行: 

（一）知识赛，参赛选手参加在线知识测评，成绩合格（60 分及以

上）可自愿申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

会商业行业商会、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共同用印的《商业信息化应

用能力证书》以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用印的《全国信息化工

程师项目证书》（具体申领办法另行通知），并获资格参加预选赛。 

（二）全国预选赛 

1.创业组：全国预选赛采用模拟创业网络赛形式。即报名创业组队伍



需远程操作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创业实战软件”。在“创

业实战软件”赛中业绩排名靠前的队伍入围全国总决赛。 

2.创客组：各参赛院校经过校内选拔，推荐参赛团队在线提交参赛方

案，组委会专家通过审核评选后按比例决定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队伍，

以文件形式发布全国总决赛入围通知。 

3.国际组：各参赛院校经过校内选拔，推荐参赛团队在线提交参赛方

案，组委会专家通过审核评选后按比例决定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队伍，

以文件形式发布全国总决赛入围通知。 

（三）全国总决赛，以 2019 年中国创新创业项目展示交流会的形式

举行，同时安排知名企业招聘直通车和资深创投导师面对面交流分会场。

第一天为全国总决赛分组竞赛，包括展示交流和项目路演等两个环节，

组委会根据比例决定进入第二天竞赛的队伍，晋级排名按照项目路演环

节分数排名。第二天为全国精英赛冠亚季军角逐，仅进行项目路演环

节，第一天比赛分数不累计。其中，展洽环节由参赛团队自带海报、展

架、设备或模型等。第一天项目路演环节将与展示交流环节同步进行，

项目路演环节包括 10 分钟项目方案（或设计作品）展示陈述和 5 分钟

现场答辩（每个环节剩余 1分钟时会有响铃提示）。 

八、 竞赛分会场 

全国总决赛分会场旨在丰富赛事内容，开阔大学生视野，为到场大学

生提供更多互动、交流和体验的机会。本次竞赛特设以下分会场： 

·创业主题论坛区（包括优秀学生代表与大咖现场交流） 

·知名企业招聘直通车区 

·与资深创投导师面对面交流区 

·媒体专访区 

·创意集市区 

·高科技产品体验区 

·高校推送项目路演快闪区 

九、 奖项设置 

（一）创业组（冠、亚、季军各 1名） 



·分别评选出最佳创业项目冠、亚、季军奖金分别为 10000 元、6000

元、4000元； 

·机构对接：获奖项目优先推荐给各大投资机构（竞赛组委会将邀请

各知名投资机构参与本活动，同时安排配套规模的基金与获奖项目进行对

接）； 

·媒体曝光：获得全国性主流媒体的曝光； 

·招聘直通车：与知名企业 HR面对面交流，优先录用； 

·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二）创客组（冠、亚、季军各 1名） 

·评选出最佳创业项目冠、亚、季军奖金分别为 6000 元、4000 元、

2000元； 

·机构对接：获奖项目优先推荐给各大投资机构（竞赛组委会将邀请

各知名投资机构参与本活动，同时安排配套规模的基金与获奖项目进行对

接）； 

·媒体曝光：获得全国性主流媒体的曝光； 

·招聘直通车：与知名企业 HR面对面交流，优先录用； 

·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三）国际组 

·评选出最佳项目冠、亚、季军奖金分别为 6000 元、4000 元、2000

元； 

·机构对接：获奖项目优先推荐给各大投资机构（竞赛组委会将邀请

各知名投资机构参与本活动，同时安排配套规模的基金与获奖项目进行对

接）； 

·媒体曝光：获得全国性主流媒体的曝光； 

·招聘直通车：与知名企业 HR面对面交流，优先录用； 

·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四）全国总决赛各竞赛组别，按比例分别设置全国一、二、三等奖

（比例分别为 35%、40%、25%）。对上述获奖的团队和个人，由中国贸促

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国资委）商业国际交



流合作培训中心共同颁发获奖荣誉证书。对上述获奖的团队，由中国贸促

会出具获奖证明书。 

（五）全国总决赛前 20支参赛团队获得资格参加境外赛事。 

（六）本次竞赛还将设立最佳院校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注意：以上竞赛结果均以组委会以正式发文形式公布为准。 

十、 配套活动及宣传发动 

·各地各高校要认真做好竞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 

·企业互动：竞赛将邀请业内有影响的互联网企业，每个企业分配标

准展位，展示前沿技术，实现校企互动，促进参赛团队创新创业项目的对

接和落地，同时为校企人才洽谈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媒体宣传报道:拟邀国内相关电视与平面媒体予以宣传报道。 

十一、 评分标准 

全国总决赛以 2019 年中国创新创业项目展示交流会的形式举行，第

一天为分组赛，包括展示交流和项目路演等两个环节。第二天为全国总

决赛冠亚季军争霸赛，仅进行项目路演环节，第一天比赛分数不累计

（各环节评分表及扣分细则参见附件）。 

十二、 参赛费用 

（一）知识赛测评费为人民币 30元/人； 

（二）入围全国总决赛的队伍，每支队伍收取参赛费人民币 1500

元，大赛报名、全国预选赛阶段免费。 

十三、 报名方式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45 号（

100801） 

联系人：赵梦娜 

 邮 箱：ccpitzmn@163.com 

电  话：010-66094069 

网 站：www.ccpitedu.org 

 
竞赛官方微信公众号 



附件一.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第七届“云泽杯”创新创业竞赛参

赛报名登记表 

附件二.项目路演环节评分表 

附件三.展示交流环节考察重点 

附件四.扣分细则说明 

附件五.中国贸促会证明书简介 

 

 

 

 

 

 

 

 

 

 

 

 

 

 

 

 

 

 

 

 

 

 

 

 



附件一.2019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云泽杯”创新创业竞赛参赛报

名登记表 

参赛院校基本信息 

院校名称 （盖章） 

负责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所在院系  所在院系  

职务  职务  

电话  电话  

手机  手机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团队类别及数量 □本科   支□高职   支 

地址（含邮编）  

拟推荐参赛总队数  

参赛组别 拟报名数量 

A 创业组  

B 创客组  

C 国际组  

 

 

 

 

 

 

 

 

 



附件二.项目路演环节评分表 

创业组（100 分）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评分指标 得分 

1 
项目或 

产品描述 
10分 

1、准确描述所提供的产品、技术、或服务，针对解决

的问题，如何满足市场需求。 
 

2 市场分析 10分 
1、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全面的分析面对的市场现

状、发展趋势和产品发展潜力。 
 

3 盈利性 10分 
1、项目的盈利模式。 

2、项目盈利能力及持久性。 
 

4 
竞争力 

分析 
10分 

1、要对现有和潜在的竞争者进行分析。 

2、总结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并研究战胜对手的方案，并

对主要对手和市场驱动力进行适当分析。 

 

5 市场推广 15分 

1、产品策略：产品组合的销售方式、服务营销方式。 

2、渠道策略：选择渠道方式、渠道设计方式、渠道管

理方式。 

 

6 团队管理 15分 
1、详细介绍组织架构及人员情况，分工明确，人员安

排合理明确各成员的管理分工。 
 

7 
计划书撰

写及陈述 
20分 

1、撰写创业计划书的思路是否清晰。 

2、所要求的各项内容是否有缺失，能够保持创业计划

的完整、全面、系统。 

3、现场演讲及答辩思路清晰，能够清楚明了地说明介

绍整个创业计划。 

 

8 答辩环节 

应答

能力

5分 

1、能否正确理解评委提问，有针对性地回答。 

2、答辩过程是否流畅、无明显停顿，语句是否通顺。 

3、答辩语言是否精练，措辞是否恰当。 

4、应变能力，能够灵活回答的能力。 

 

回答

内容

5分 

1、回答内容是否切合题意。 

2、答辩过程是否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明确。 

3、答辩内容是否准确精练，能否有针对性地就提问要

点归纳阐述。 

4、回答内容真实可信，运用事实论据，论述有说服

力。 

 



创客组（100 分）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评分指标 得分 

1 创新性 30分 

1、原始创意是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一定的技术含

量。 

2、是否将专业技术、方法和思维可应用在销售、研

发、生产、物流、信息、人力、管理等方面。 

 

2 可行性 20分 

1.商业模式是否具有较好的的完整性和可行性。 

2.目标市场及客户定位是否准确。 

3.盈利模式是否清晰、合理。 

4.考察行业调查研究的程度，项目市场、技术等调查

工作是否形成一手资料。 

 

3 
团队 

架构 
20分 

1.管理团队各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观念、擅

长领域，成员的分工和业务是否互补。 

2.团队的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安排是否科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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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计划书撰

写及陈述 
20分 

1.撰写创业计划书的思路是否清晰。 

2.所要求的各项内容是否有缺失，能够保持创业计划

的完整、全面、系统。 

3.现场演讲及答辩思路清晰，能够清楚明了地说明介

绍整个创业计划。 

 

5 答辩环节 

应答

能力 5

分 

1、能否正确理解评委提问，有针对性地回答。 

2、答辩过程是否流畅、无明显停顿，语句是否通顺。 

3、答辩语言是否精练，措辞是否恰当。 

4、应变能力，能够灵活回答的能力。 

 

回答

内容 5

分 

1、回答内容是否切合题意。 

2、答辩过程是否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结构明确。 

3、答辩内容是否准确精练，能否有针对性地就提问要

点归纳阐述。 

4、回答内容真实可信，运用事实论据，论述有说服

力。 

 

 

 

 



附件三.展示交流环节考察重点 

每个参赛队将有一天时间展出自己产品或项目。展示陈列可根据作品

方案自行发挥创意，形式不限（如海报、易拉宝、短片、产品等），组委

会仅提供桌椅。展洽环节评分标准如下： 

评分项目 评分说明 分值 

1 展示场地设计是否合理，物品摆放是否有序 10 

2 形象清新，仪表端庄，妆容适宜，着装规范情况 10 

3 
展示作品设计是否得当，（造型）美观，主题突出，比例得

当，构思合理 
20 

4 台上定位是否准确，展示角度选择合理 10 

5 展示过程中行为是否自然，动作娴熟 10 

6 操作是否优雅大方，风格稳健 10 

7 精神是否饱满，充满活力，表情丰富真诚 10 

8 是否具有较强吸引力、感染力 10 

9 是否富于激情，善于引导现场观众 10 

合计 100分 

 

 

 

附件四.扣分细则说明 

1. 若以各种形式（文字、口头）透露自己所在院校信息，包括参赛

方案（封面与内容）和展示 PPT中出现院校信息，扣 3分； 

2.若最终提交的参数方案页数、格式等不符合竞赛组委会规定，扣 3

分； 

3.若有参赛队员交叉参赛，涉及到的每支队伍扣 3分； 

4.若 PPT 陈述时间超时：超时 1 分钟内、超时 2 分钟内、超时 3 分钟

内、超时 4 分钟内、超时 5 分钟内及以上，分别扣除 1 分，1.5 分，2

分，2.5分，3分（最多扣除 3分）； 

5.若参赛语言不符合组委会要求（可使用普通话、英文），扣 3分。 

 

 

 



附件五.中国贸促会证明书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中国贸促会”）是党中央领导的群

团组织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联系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经贸

界人士、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是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

要桥梁，是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服务对外工作大局的重要力量。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是中国贸促会直属的 23 个行业贸促机构

之一，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Y11000004000030839。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重点面向服务业和消费品领域开展工作，

内设办公室、财务部、会员部、展览部、行业部、标准工作部和教育培训

部等 7个工作部门。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also 

known as 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COIC), is a 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an important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open economy and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CCPIT Commercial Sub-council, also known as CCOIC Commercial 

Chamber of Commerce, which is one of the 23 industrial sub-councils of 

CCPIT, mainly focuses on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field of consumer goods. 

The seven departments of CCPIT Commercial Sub-council includ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fice, Finance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Membership Affairs, Department of Exhibition,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ndardization an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证明书简介 

 

参加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的优秀参赛团队将获得由中国贸促会出具的

证明书，证明书为国家级，文字内容包括参赛院校、竞赛名称、奖项、参

赛选手及指导教师等中英文对应信息，示例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