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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字〔2021〕32 号 

 

关于举办第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七届安徽

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园 

选拔赛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根据《安徽省教

育厅关于举办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选拔

赛的通知》（皖教秘高〔2021〕58 号）要求，经研究，决定

于 2021年 6月举办第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选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我敢闯，我会创 

二、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组委会，各系设立赛事领导小组，分别负责学

院和系部大赛组织实施和指导工作。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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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就业办，负责赛事日常工作和项目评审工作。大赛组委

会具体名单如下： 

组委会主任：陈孝云 

副主任：仇冬、刘兴杰、张以亭、任书营、陈艺鸣 

成员：韦文莉、李瑞、韦钰芳、陈慧先、吴艺妮、王庆

茂、韩斌、朱小明、苏勇 

特聘专家：许勇 

三、主要任务 

以赛促教，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全面推进学院课程思

政建设，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引领我院人才培养范式深

刻变革，建构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形成新的人才培养质量

观和质量标准，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 

以赛促学，培养创新创业生力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和高水平自立自强，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激励广大青年扎根

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坚定

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

中国梦，努力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 

以赛促创，搭建产教融合新平台。把教育融入经济社会

产业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转化

和产学研用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努力形成我院

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新局面。 

四、参赛对象 

全日制在校生（含高职高专社会扩招生）或毕业毕业生

5 年内的学生且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6 年 3 月 1 日之后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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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赛道 

学院赛事包含职教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1、职教赛道 

参赛项目类型 

a、创新类：以技术、工艺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优势； 

b、商业类：以商业运营潜力或实效为核心优势； 

c、工匠类：以体现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为内涵的

工匠精神为核心优势。 

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

于 3 人，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含团队负责人），须为项目

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

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本赛道分为创意组与创业组。 

（1）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服务

模式或针对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改良技术，在国赛通知

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

团队负责人，须为我院全日制在校学生。 

（2）创业组 

参赛项目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2021 年 4 月 16 日）前

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 5 年

（2016 年 3 月 1 日后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定代表

人，须为我院全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 5 年内的学生（即 2016

年之后的毕业生）。企业法人在国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

更的不予认可。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的参赛项目的股

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成员

合计不得少于 1/3。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只能参加创业组（科技成果的

完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允许将拥

有科技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且股权

不得少于 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教

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队持股比例的项目，不能报名参加职

教赛道，可参加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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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须参加“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活动。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组、创

意组、创业组。 

（1）公益组 

a、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

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b、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注册

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c、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要求，可以参加本组比赛。 

（2）创意组 

a、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

的痛点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b、参赛项目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

类登记注册。 

（3）创业组 

a、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

的痛点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b、参赛项目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2021 年 4 月 16 日）

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

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学生须为法定代表人。 

六、参赛要求 

1、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

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

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

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

服务中的作用，创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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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各赛道参赛项目

类型详见附件）。 

2、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

项目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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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盗用他人

成果、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

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须提交完整

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等；已在主管部门

完成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须提交营业执照、登记证

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单位概况、法定

代表人情况、股权结构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真实财务数

据、已获投资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在大赛

通知发布前，已获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或在 2020 年及之前

任意一个年度的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参赛项目，请

在总决赛时提供投资协议、投资款证明等佐证材料。 

4、参赛项目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须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5、参赛项目根据各赛道相应的要求，只能选择一个符

合要求的赛道报名参赛。已获本大赛往届全国总决赛各赛道

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 

6、参赛人员（不含师生共创参赛项目成员中的教师）

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6 年 3 月 1 日之后出生）。 

七、赛事安排 

    1、报名时间：5 月 24 日-6 月 20 日 

2、报名方式 

参赛团队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网址：

cy.ncss.cn）或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

网”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任一方式进

行报名。服务网的资料下载板块可下载学生操作手册指导报

名参赛，微信公众号可进行赛事咨询。不同组别的参赛学生

需根据报名系统的提示提交相应的报名材料。未在竞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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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的参赛团队将无法获得参赛资格。 

3、资格审查:6 月 16 日-6 月 18 日 

各系对本系报名队伍进行资格审查,筛选并公布进入初

赛的参赛团队名单。 

4、初赛和决赛 

（1）材料准备阶段 

参赛团队须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第四届安徽绿

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计划

书》。 

（2）系部初赛阶段 

大赛分为系部初赛和学院决赛两个阶段，各赛道未工商

登记注册项目的预赛由各系在 6 月 20 日前组织完成，经初

赛遴选一定数量的项目于 6 月 23 日前推荐参加学院相应组

别的决赛。 

各系要深入挖掘符合大赛参赛要求的参赛项目，对于报

名参加各赛道比赛的已获工商注册的项目，由各系于 6 月 23

日前直接将其上报大赛组委会参加学院相应组别的决赛。 

各系于 6月 25日前将推荐参加校级决赛项目的纸质版《第

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项目计划书》（附件四）一式三份，报送至学院大赛组委

会 办 公 室 （ 招 生 就 业 办 ） ，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邮 箱

lh14133_jy@163.com。 

参加各赛道的已工商登记注册的项目需按照大赛组委

会规定的最低数量项目上报，上不封顶。 

（3）学院决赛阶段 

各系初赛须在 6月 22日前结束，并从公益组中选择 50%、

创意组中选择 10%参加校级决赛，所有创业组均参加校级决

赛。校级决赛时间：6 月 28 日。 

大赛组委会聘请校内外创业教育专家和企业投资人等

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参赛项目进行项目计划书评审，参赛团队

还将进行现场项目展示（5 分钟以内）并回答评委提问（3

分钟以内）。 

各环节比赛内容： 

mailto:各二级学院于6月9日前将推荐参加学院比赛项目的纸质版项目计划书报送至学院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招生就业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acmcy888@126.com。
mailto:各二级学院于6月9日前将推荐参加学院比赛项目的纸质版项目计划书报送至学院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招生就业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acmcy888@126.com。
mailto:各二级学院于6月9日前将推荐参加学院比赛项目的纸质版项目计划书报送至学院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招生就业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acmcy888@126.com。
mailto:各二级学院于6月9日前将推荐参加学院比赛项目的纸质版项目计划书报送至学院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招生就业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acmcy888@126.com。
mailto:各二级学院于6月9日前将推荐参加学院比赛项目的纸质版项目计划书报送至学院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招生就业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acmcy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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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书评审 

未工商登记注册的各赛道项目根据团队创意设计撰写

项目计划书，已工商登记注册的各赛道项目根据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撰写创业项目计划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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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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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展示形式以 PPT 或视频讲解为主，也可结合产品实物展示。

展示及答辩过程中，语言表达简明扼要，条理清晰。 

5、奖项设置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设置金奖 5 个、银奖 10 个、

铜奖 20 个。职教赛道设置金奖 5 个、银奖 10 个、铜奖 20

个。学院对获奖项目和获奖单位发文表彰、颁发证书。优秀

组织奖、组织奖分别按照 2000 元、1000 元标准给予现金奖

励（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八、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举办“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

学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学院地方技

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抓手。各系要高度重视，广泛宣

传，积极动员学生、毕业生和教师投身到“互联网+”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中，深入挖掘校友资源，踊跃报名参赛，

做到全覆盖，原则上按照不低于在校生数 80%的比例组织学

生参赛，积极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我

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鼓励教师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带

领学生创新创业。 

2、加强指导。各系至少要重点培育 3-5 个参赛团队。

遴选指导教师时，应结合专业特点，由不同学科教师共同组

成指导教师团队，指导教师要切实做好参赛学生的培训工

作，并指导学生根据安徽省、全国比赛要求，做好项目选题、

实施和参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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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心组织。各系要精心组织，注重将“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与学生的各类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与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结合起来，积极

为参赛学生创造条件。要正确研判疫情形势，并做好相关疫

情防控工作。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瑞 

联系电话：15375283239 

邮箱：lh14133_jy@163.com 

QQ:278017220 

 

附件 1：“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方案 

附件 2：第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推荐表 

附件 3：第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网+”创新

创业大赛报名汇总表 

附件 4：第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计划书参考格式 

附件 5：各系参加第四届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报名数量指标 

附件 6：优秀组织奖和组织奖评审规则 

附件 7：《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七届安徽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选拔赛的通知》 

附件 8：学生操作手册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2021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