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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省级复赛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有关军队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根据《教育部关于

举办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教高

函〔2017〕4号），现就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陕西赛区省级复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搏击“互联网+”新时代  壮大创新创业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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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赛目的与任务 

    旨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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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

研用紧密结合，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形成，服务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

质量创业就业。 

重在把大赛作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引导各

地各高校主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探索，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切实提高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三、组织机构 

    省级复赛由省教育厅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冠名支

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承办。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简称大赛组委会），由省教育厅厅长

王建利担任主任，省委高教工委副书记李智军，省教育厅副厅长

刘建林、王紫贵，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张庚担任副主

任，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有关处

室、部门负责人，有关高校领导为成员，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 

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建

林兼任，成员由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

分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有关处室、部门负责人组成。 

    大赛设立专家委员会，邀请社会投资机构、行业企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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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作为成员，负责参赛项目的评审工

作，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四、参赛项目要求 

    参赛项目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培育

基于互联网新时代的新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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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深度融合。参赛项目主要包括以下

类型： 

1.“互联网+”现代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 

2.“互联网+”制造业，包括智能硬件、先进制造、工业自

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3.“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包括工具软件、社交网络、

媒体门户、企业服务等； 

4.“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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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互联网+”商务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

财经法务、房产家居、高效物流等； 

6.“互联网+”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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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等； 

7.“互联网+”公益创业，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非盈利性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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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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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需提交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股

权结构、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参赛对象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点，

大赛分为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具体参赛条

件如下： 

1. 创意组。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

型或服务模式，在 2017年 5月 31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

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 

2. 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年（201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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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 1 轮次。参赛申

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

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 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

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在 2017

年 3月 6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3. 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登记注册 3年以上（2014年 3月

1日前注册）；或工商登记注册未满 3年（2014年 3月 1日后注

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 2轮次以上（含 2轮次）。参赛申

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

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 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年

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企业法人在 2017

年 3月 6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4. 就业型创业组。参赛项目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数量与就

业质量，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的创新创业项目（高职高专院校

也可申报其他符合条件的组别），其他高校也可申报本组。若参

赛项目在 2017年 5月 31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

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

研究生，不含在职生）。若参赛项目在 2017年 5月 31日前已完

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须为普通高等

学校在校生（可为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生），或毕业 5

年以内的毕业生（2012 年之后毕业的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

在职生）。企业法人在 2017年 3月 6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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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组、成长组和就业型创业组中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

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 1/3。对于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的项目，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老师的股权合并计算，

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 50%（其中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

15%）。 

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

赛成员不少于 3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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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已获往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

和银奖的项目，不再报名参赛。 

各高等学校负责审核本校参赛对象资格。 

六、赛程安排 

1. 参赛报名（4—5月）。 

各校校级初赛必须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cy.ncss.org.cn）或大赛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大学生创业服务

网”）任一方式进行报名。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3

日，截止时间由各校根据校级初赛安排自行决定，但不得晚于 5

月 31 日。各校要按照不低于全日制在校生数（本专科生、研究

生）18‰的比例组织学生参赛（即每 1000名学生应至少有 18个

参赛项目）。省教育厅将定期通报各高校参赛项目报名情况。 

2. 校级初赛（6月）。 

    各高校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org.cn）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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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学生报名信息的查看和管理。校级账号由省组委会进行分

配。校级初赛的比赛环节、评审方式等由各校自行决定。各校在

6月 30日之前完成校级初赛。 

3. 省级复赛（7—9月）。 

省级复赛候选项目由各高校按照省组委会确定的配额从校

赛项目中择优推荐。省组委会将综合考虑各校校级初赛报名团队

数、参赛学生数、项目质量、组织情况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开展

情况等因素分配省级复赛名额。全省共产生 600个候选项目进入

省级复赛，角逐金、银、铜奖。 

省大赛组委会将根据全国组委会分配的名额，择优推荐项目

参加 10月中旬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七、评审规则 

请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org.cn）查看具体

内容。 

八、大赛奖励 

    省级复赛设 40个金奖、100个银奖、260个铜奖。设最佳创

意奖、最具商业价值奖、最佳带动就业奖、最具人气奖各 1个。 

    设高校集体奖 5个（取高校获奖奖项积分前 5名）、高校优

秀组织奖 10 个（结合高校校级初赛报名情况、组织情况及参加

省级复赛情况综合评定）和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 

九、有关要求 

1.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成立由主管教学工作校领导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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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部门牵头，学生、团委、科技、研究生、就业、财务等部门

负责人参加的校级初赛组织委员会，做好校级初赛组织工作。 

2. 各高校要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促

改，认真做好大赛的宣传动员，组织学生团队参赛，为在校生和

毕业生参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鼓励教师将科技成果产业

化，带领学生创新创业。 

3. 各高校要认真研究制订校级初赛实施方案（含组织机构、

赛事安排、宣传动员、激励政策、经费和制度保障等），并于 2017

年 4月 14日前将实施方案、《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高校联系人信息表》（见附件）以公文形式

报至省教育厅高教处，同时发送电子版至 xjhu@xidian.edu.cn。 

4. 请每校指定两名工作人员加入大赛工作 QQ 群（群号：

186712078），便于赛事工作沟通及交流。 

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李铁绳  电话：029—88668917 

省大赛组委会联系人：胡晓娟    电话：029—81891766 

                                

 

 

                               陕西省教育厅 

2017年 4月 6日 

 

    （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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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陕西赛区高校联系人信息表 

学校 部门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须为校领导 

       须为处领导 

       具体负责人 

 

注：1. 每校确定 3名联系人，相关信息请准确填写。 

2. 收到本通知后，请高校及时确定联系人，将本表发至大赛组委会，获取本校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的账号，进

行报名信息查看和管理。 

    3. 大赛组委会联系人:胡晓娟，QQ:1132388154；联系电话：029-81891766。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 4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