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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无锡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 无锡市科学技术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 无锡高新区科技创新促进中心、无锡市众创空间协会 

联合承办: 各市（县）区科技局、创客无锡、创业汇客厅、江阴三牛众创空

间、宜兴环保黑马营、星创工场、紫荆梦享会、云蝠众创空间、创星咖啡、3S

创业咖啡、各众创空间、各科技企业孵化器 

支持单位: 无锡广电集团、无锡报业集团  



 

一. 大赛介绍 

 2016 年苏南全球创客大赛吸引了 150多个项目参赛，最终 20 个项目晋级决赛，72

个项目参加展会；邀请了 130 位投资人全程助力，其中 18 位专家评审参与点评，112

位投资人参与投资举牌；两天超过 1000 人次参与了大会，全面提升了苏南创新创业氛

围。 

 2017 年大赛将在 2016 年的基础上，通过行业分站赛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规模，完善

赛制；通过此次大赛挖掘、汇聚苏南优秀的创客，搭建创客互动交流的平台。并充分

发挥苏南地区科教人才优势和开发开放优势，整合创客导师、产业资源与创投资源，

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挖掘和培养出具有应用价值和投资价值的好项目，努力把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二. 参赛条件 

1．项目围绕无锡市重点产业，如物联网+智能制造、互联网+2B 服务供应链、消

费升级、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命科技、虚拟现实与文创等新兴

产业。 

2．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注册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 5 年；上一年度业务收

入不超过 2000万人民币。 

3.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经营规范，社会

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的非上市企业。 

4. 2016 年前（含 2016 年）获得各类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的企业，不得

再次报名参赛。 

5．符合以下条件者，优先入围： 

1) 2017各类比赛奖项获得者； 

2) 获得过知名天使投资机构投资； 

3) 创始团队有世界 500 强企业从业经验、上市公司高管经验、独角兽企业

从业经验或有连续创业者经历； 

4) 变革行业并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项目（需提供行业内资质或所获荣誉

等）。 

三. 赛事安排 

1. 项目征集报名 



1) 提交时间：9 月 15日-10月 20日 

2) 提交材料：项目申报书及商业计划书（PPT 版），请各上报主体单位于 10 月

20日下午 17：00前提交至众创空间联盟秘书处。 

联系方式：张丹 ，15306180522，zhang-dan@chuangwuxi.com 

3) 名额分配： 

分站 上报主体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决赛晋级名额 复赛晋级名额 手册推介名额 

江阴站 江阴三牛众创空间 盛方圆 13812100218 3 3 10 

宜兴站 宜兴环保黑马营 季中良 15261695158 3 3 10 

梁溪站 云蝠众创空间 陆文婷 13921278899 2 3 10 

锡山站 星创工场 王瑜嵘 18018353188 2 3 10 

惠山站 紫荆梦享会 任晓海 15961826366 2 3 10 

滨湖站 创业汇客厅 尹雪岩 15061850693 3 3 10 

新吴站 创星咖啡 刘人杰 13665157322 3 3 10 

合计 18 21 70 

 

 

2. 复赛 

1) 复赛时间：11 月 3日下午 13：30-17：00 

2) 复赛地点：国家软件园凤凰座二楼 

3) 复赛形式：5 分钟路演+3分钟评审问答 

4) 复赛规则：评审规则见附件 

5) 复赛名额：21 进 7 

6) 复赛评审：3-5位，由创业导师与知名投资人组成 

7) 复赛组织：众创空间联盟秘书处 

 

3. 晋级名单公布 

由无锡众创空间联盟秘书处通过联盟微信公众号公布： 

1) 10月 24日公布 18个直接晋级决赛名单与 21个复赛晋级名单 

2) 11月 6日公布最终 25个决赛晋级名单 

 



4. 决赛辅导 

1) 时间：11月 17日  9：00-17：00 

2) 地点：国家软件园凤凰座一楼 3W 咖啡 

3) 内容： 

i. 商业模式定位与战略规划 

ii. 路演版本商业计划书的注意事项 

iii. 投资人看项目的逻辑与重点 

iv. 模拟路演 

v. 分组交流与辅导 

 4）组织：众创空间联盟秘书处 

 

5. 决赛路演 

1) 时间：12月 12日 

2) 地点：君来世尊兰花厅 

3) 参赛项目：25 个 

4) 比赛形式：5 分钟路演+3分钟评委问答 

5) 评审嘉宾：以知名投资人、创业导师、产业企业家为主 

 

四. 奖项设置 

1.  一等奖：3个  20000 元/个； 

2.  二等奖：7个  10000 元/个； 

3.  三等奖：15个 5000元/个； 

4.  最有投资潜力价值奖：10个。 

 

五、资源支持 

1．资金支持：大赛入围项目除可获得奖金外，还将： 

A、优先获得数十位知名投资机构的推荐权，免费参加投资人晚宴，享受 1V1 投

融资对接服务； 

B、获奖项目优先申报无锡市科技发展资金项目。 

2．媒体资源：大赛入围项目优先推荐媒体服务：《创业英雄汇》、《为梦想加

速》、《寻找独角兽》、《挑战 100 万》等。 

3．产业资源：优先对接产业资源，打通上游渠道，对接下游市场，协调初期产



品的推广及应用，推介产业资本投资。 

 



附件：评审规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本次比赛通过“材料评审+现场

路演”等形式对比赛进行评价。 

（一）评审委员会 

负责大赛初赛、复赛、决赛的评审工作，由企业家、投融资专家、联盟理事会成

员、其余行业专家共同组成。 

 （二）评审标准 

评分项 指标解释 评委打分 

创业团队 

（20 分） 

创业者的主观准备是否充分； 

团队结构是否完整、配合默契； 

专业能力以及行业背景资源实力等。 

 

产品与服务 

（30 分） 

产品与服务是否满足市场客观需求，定位是否精准； 

产品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具备技术壁垒； 

业务逻辑是否清晰可行等。 

 

商业模式 

（30 分） 

产品市场前景是否广阔，市场需求量如何， 

市场饱和度如何；营销对象是否明确，是否做好客户细分， 

营销方案是否可行，渠道资源是否畅通；与同类产品在技术、价

格、质量、营销渠道等方面，该产品是否具有综合竞争力等。 

 

发展规划 

（20 分） 

企业发展规划的清晰度、合理性与执行性如何；盈利模式的清晰

度与可执行性，盈利率如何；销售收入、净利润、投资利润等财

务预测的合理性，是否有合理的财务风险预测和防范机制等。 

 

总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