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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校llW生含」新含」立大奏

″
的通知

北京各高校 :

力貫御落実刀近平恙ギ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緋活精神

和国券院亦公斤 《美子深化高等学校念1新含1立教育茨的実施意見》

(国 力、友 【2015】 36号 )相 夫要求,か張学生的冶1新精神、を1立

意沢が全1新含1立 能力,在北京高校半立生就立指早中ノむ的指早下 ,

北京市房山区た多高教困区管理委員会咲合区内多部 11子 2019年

9月 -11月 俎須升展北京高校りT生念1新を1立大界活功及多紳形式的

念1立教育活劫,旨 在搭建北京高校りT生を1新を1立項目-9~房 山区双

念1資 源対接平台,釈板吸弓1社会資源投入高校唸1新を1立教育中,

促辻唸1立就立早向人オ培界,促咸校企、校地合作。

清各校支持核募事活劫,井劫員、tli存 岬生扱名参加大奏 (活

劫方案洋兄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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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北京高校り〒生唸1新冶1立大界方案:1.“ 北京高校科技

成果織化大界"界事方案; 2.“ 北京高校大学生念1新唸1立大界 "

奏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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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中国 青春梦想” 

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大赛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北京市科委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等文件要求，“奋进中国 青春梦想”北京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大赛旨在撬动首都高校科研力量，促进高校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以深化高校创业教育改革、地区产业促进为目标，共同探索

“政政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新局面，目标吸引并服务一批符合北京市

高精尖产业定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商

业模式好，与房山区产业紧密结合的高校科研成果在房山转化发展。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

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单位：良乡高教园区管理委员会 

支持单位：房山区委组织部、房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房山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山区金融办、房山

区文促中心 

承办单位：中国移动互联产业园、房山区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北

大创业训练营房山基地、良乡高教园区科协、北京高校成果转化联盟 



二、大赛赛制 

大赛面向高校开放，大赛按照项目招募--线上评审（初赛）--

行业复赛---总决赛的赛事体系进行。采用项目路演形式（除初赛），

包括 8 分钟项目展示+7分钟自由交流，最终评选进入总决赛的项目，

给予激励和孵化服务支持。 

活动时间：2019 年 9 月--11月 

参赛费用：参赛项目免费 

三、项目招募要求 

1.普通高等院校教师团队，或由教师辅导、持有研发技术的学生

团队，高校背景的初创企业等；核心团队不少于 2 人，且技术持有人

为企业股东； 

2.有核心研发技术，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期望通过技术转移、

转化或和成熟企业合作实现技术产品产业化、市场化； 

3.所有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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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奖项设置 

(一) 奖项设置 



1.一等奖：1 名 

包括 1 万元开办费奖励、免费园区注册服务、2 年免费中试场地、 

10 大赋能加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2.二等奖：2 名 

包括 5 千元开办费奖励、免费园区注册服务、中试场地减免、 

10 大赋能加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3.三等奖：3 名 

包括 3 千元开办费奖励、免费园区注册服务、中试场地减免、 

10 大赋能加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备注： 

开办费奖励：获奖项目公司工商税务落户房山时兑现。 

免费注册服务：管委会提供免费园区注册地址。 

中试房租减免：根据项目中试实际需求，给予房租减免政策。 

(二) 赋能加速包（进入行业决赛的项目均可享受） 

1.落地支持。提供高教园区管委会专属落地直通车服务，符合条

件的获奖项目有机会获得落地奖励及其他一事一议配套政策支持。 

2.注册地址与空间支持。有机会获得免费注册地址，以及优惠的

办公空间。 

3.投融资对接。大赛优秀项目将推荐给大赛合作金融机构，开通



资本助力直通车，优先获得股权投资支持及贷款授信支持。 

4.产业对接。大赛项目将优先推荐给恒通科技、航天恒丰、达闼

科技、八亿时空、中细软、中科纳泰、光合文创、驭势科技等房山区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企业，获得产业合作机会，大手拉小手助力企

业成长。 

5.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科研资源。根据大赛项目需求精准对接首都

高校院所科研资源，支持研发创新。 

6.优先享受政府政策支持。优先享受房山区人才、科技和产业等

相关政策。 

(三) 成长加速站----同期创新创业系列活动 

1.路演辅导。邀请大赛导师团进行撰写商业计划书、路演辅导。 

2.政策对接。邀请市、区相关政府部门为参赛项目推介创新创业

政策、房山营商环境，并参观考察相关产业园区。 

3.创业辅导。获奖项目获得创业辅导员一对一服务，为大赛获奖

项目安排与投资人、上市公司高管等面对面交流，把脉发展之道。 

4.北创营课程体系。一次免费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企业家培训班

免试直通机会，享受北创营企业成长沙龙等创业培训辅导。 

五、评委智库 

大赛组委会将邀请并建立包括行业企业高管、风投机构、孵化器、

高校和科研院专家组成的评委智库。智库内的评委将拥有以下权责： 



(一) 评委权益 

1.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评委导师证书。 

2.加入“评委智库”，与更多同频人士交流。 

3.深度对接与高校项目和人才合作机会。 

4.获得与高校及创业项目研发合作机会。 

5.对接高校产学研资源，储备优秀人才。 

(二) 招募要求 

评委智库由具备如下条件的行业企业高管、创投风投机构、科技

园区、高校和科研院专家组成等组成。 

1.创业评审专家应身体健康，热心公益事业，具备丰富创业实践

经验或创业指导能力; 

2.有成功创业经历，在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创业者; 

3.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法人组织中的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士; 

4.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双创”

教育的专家学者; 

5.政府相关部门熟悉相关创业就业政策，从事创业就业相关管

理、服务、指导的人员; 

6.有创业投资和管理经验的投资专家、风险投资人。 

(三) 评委职责 



1.协助组委会对项目进行专业、公正的评审工作； 

2.成为“创业辅导员”，为参赛者提供创业咨询与深度辅导； 

3.协助组委会开展各类创新创业辅导、培训活动 

4.开放贵单位相关资源，为参赛创业项目提供产学研、产业化等

各种合作机会 

六、赛程安排 

1.2019 年 9-10 月参赛报名 

参赛项目通过线上平台提报资料，报名截止时间 10 月 13 日。 

2.2019 年 10 月初赛与辅导 

由大赛组委会联合行业分赛导师，根据参赛项目报名信息和商业

计划书开展项目线上评审，选拔优质项目晋级行业复赛评选。 

◼ 举办路演辅导培训会。 

3.2019 年 10 月行业复赛 

采取项目路演的方式进行分赛道复赛角逐。 

◼ 举办初创团队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会。 

4.2019 年 11 月初总决赛 

举办总决赛和颁奖盛典。 

 



七、报名方式 

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填写信息并提交。 

 



“奋进中国青春梦想”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函【2019】13 号）等

文件要求，“奋进中国青春梦想”北京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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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房山区与北京有关高校之间的“政产学研”

合作与交流，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以北京高校高精尖人

才和项目引进促进房山“2+2+1”产业发展，服务北京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

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办单位：良乡高教园区管理委员会 

支持单位：房山区委组织部、房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房山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山区金融办、房山

区文促中心 

承办单位：中国移动互联产业园、房山区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北

大创业训练营房山基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校地交流促进会 



二、大赛赛制 

大赛面向高校开放，针对在校及毕业 2年内大学生创业项目全面

征集，鼓励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征集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文化创意、医药健康、新材料、智能制造与现代交通 4个赛道。大赛

按照项目征集--线上评审（初赛）--行业复赛--总决赛的赛事体系进

行。采用项目路演形式（除初赛），包括 8 分钟项目展示+7 分钟自由

交流，对最终评选进入总决赛的项目给予激励和孵化服务支持。 

活动时间：2019 年 9 月---11 月 

参赛费用：参赛项目免费 

三、项目招募要求 

1.申报人是团队负责人或创业企业法人，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

生团队或毕业 2年内的大学生创业项目（2017 年之后毕业），核心团

队不少于 2 人。优先入选立足在北京进行创新创业或有志于落户房山

创业项目。 

2.拥有较为清晰、完整的创新技术、模式和创业计划。 

3.所有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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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参赛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4.参赛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 



四、奖项设置 

(一) 奖项设置 

1.一等奖：1 名——“价值 24 万元孵化礼包”。 

包括：1 万元开办费奖励，100平米以内两年免费独立办公场地、

1 个免费注册地址、10 大赋能加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2.二等奖：2 名——“价值 17 万元孵化礼包”。 

包括：5千元开办费奖励，70 平米以内两年免费独立办公场地、

1 个免费注册地址、10 大赋能加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3.三等奖：3 名——“价值 10 万元孵化礼包”。 

包括：3 千元开办费奖励， 40平米以内两年免费独立办公场地、

1 个免费注册地址、10 大赋能加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4.技术创新奖：1 名——“价值 8 万元孵化礼包”。 

包括：5 个以内两年免费工位、1个免费注册地址、10 大赋能加

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5.商业价值奖：1 名。——“价值 8 万元孵化礼包”。 

包括：5 个以内两年免费工位、1个免费注册地址、10 大赋能加

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6.投资潜力奖：1 名。——“价值 8 万元孵化礼包”。 

包括：5 个以内两年免费工位、1个免费注册地址、10 大赋能加



速礼包和成长加速站系列活动支持。 

备注： 

开办费奖励：获奖项目公司工商税务落户房山时兑现。 

免费注册服务：管委会提供免费园区注册地址。 

(二) 赋能加速包（进入行业复赛的项目均可享受） 

1.落地支持。提供高教园区管委会专属落地直通车服务，符合条

件的获奖项目有机会获得落地奖励及其他一事一议配套政策支持。 

2.注册地址与空间支持。有机会获得免费注册地址，以及两年免

租金办公空间。 

3.投融资对接。大赛优秀项目将推荐给大赛合作金融机构，开通

资本助力直通车，优先获得股权投资支持及贷款授信支持。 

4.产业对接。大赛项目将优先推荐给恒通科技、航天恒丰、达闼

科技、八亿时空、中细软集团、中科纳泰、光合文创、驭势科技等房

山区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企业，获得产业合作机会，大手拉小手助

力企业成长。 

5.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科研资源。根据大赛项目需求精准对接首都

高校院所科研资源，支持研发创新。 

6.优先享受政府政策支持。优先享受房山区人才、科技和产业相

关政策。 



(三) 成长加速站----同期创新创业系列活动 

1.路演辅导。邀请大赛导师团进行撰写商业计划书、路演演绎事

项等辅导。 

2.政策对接。邀请市、区相关政府部门为参赛项目推介创新创业

政策、房山营商环境，并参观考察相关产业园区。 

3.创业辅导。获奖项目获得创业辅导员一对一服务，为大赛获奖

项目安排与投资人、上市公司高管等面对面交流，把脉发展之道。 

4.北创营课程体系。一次免费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企业家培训班

免试直通机会，享受北创营企业成长沙龙等创业培训辅导。 

五、评委智库 

大赛组委会将邀请并建立包括行业企业高管、风投机构、孵化器、

高校和科研院专家组成的评委智库。智库内的评委将拥有以下权责： 

(一) 评委权益 

1.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评委导师证书。 

2.加入“评委智库”，与更多同频人士交流。 

3.深度对接与高校项目和人才合作机会。 

4.获得与高校及创业项目研发合作机会。 

5.对接高校产学研资源，储备优秀人才。 

(二) 招募要求 



评委智库由符合以下要求的行业企业高管、风投机构、孵化器、

高校和科研院专家组成等组成。 

1.创业评审专家应身体健康，热心公益事业，具备丰富创业实践

经验或创业指导能力; 

2.有成功创业经历，在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创业者; 

3.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法人组织中的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士; 

4.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双创”

教育的专家学者; 

5.政府相关部门熟悉相关创业就业政策，从事创业就业相关管

理、服务、指导的人员; 

6.有创业投资和管理经验的投资专家、风险投资人。 

(三) 评委职责 

1.协助组委会对项目进行专业、公正的评审工作； 

2.成为“创业辅导员”，为参赛者提供创业咨询与深度辅导； 

3.协助组委会开展各类创新创业辅导、培训活动 

4.开放贵单位相关资源，为参赛创业项目提供产学研、产业化等

各种合作机会 

六、赛程安排 

1.2019 年 9-10 月参赛报名 



参赛项目通过线上平台提报资料，报名截止时间 10 月 13 日。 

2.2019 年 10 月初赛与辅导 

由大赛组委会联合行业分赛导师，根据参赛项目报名信息和商业

计划书开展项目线上评审，选拔优质项目晋级行业复赛评选。 

◼ 举办路演辅导培训会。 

3.2019 年 10 月行业复赛 

采取项目路演的方式进行分赛道复赛角逐。 

◼ 举办初创团队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会。 

4.2019 年 11 月初总决赛 

举办总决赛和颁奖盛典。 

七、报名方式 

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填写信息并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