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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概况

大赛背景历届成果 本届主题



创启未来大赛背景

“创启未来”国际青年科技创业大赛是由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以及北大科技园共同发

起主办，以“创新驱动”国家战略为方向，以全球化视野为指引，着眼世界前沿科技和

高端人才，着力增强科技驱动发展新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性创业大赛。每赛

季将聚焦一个或多个热点行业领域，关注热点创新主题，深度挖掘人才及项目，支持行

业创新发展。2014年首届大赛以能源环保为主题，获得了行业内的充分认可，2015年

第二届北京主赛区将锁定医疗健康行业，大赛以科技创新为主线，设立国内主赛场、城

市分赛场、专题赛场及海外赛场，为战略新兴行业领域在国际范围内寻找先进的技术解

决方案，同时为创业者提供项目展示平台、交流平台和持续成长空间，并积极为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提供动能、集聚力量，确立示范、保障引领。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由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

同指导举办的一项以“科技创新，成就大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创业比赛。自2012

年第一届以来，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2015年按照科技部要求，由科技部火炬中

心指导、北京市科委发起主办、北京创业孵育协会及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承

办北京地区赛事。本届北京赛区共分三大领域分赛，其中医疗健康分赛由北大科

技园和北大医疗产业园承办，共同发掘北京优秀的核心创新创业人才及项目。



2015大赛方向：聚焦医疗健康行业

穿戴设备 智慧医疗 生物医药 健康管理

科技创新和医疗改革为传统健康行业带来了变革的风暴，市场欢迎一切新技术、新尝试、新思路。

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资源合作

政策导向 院校资源 专业辅导 品牌联合 投资跟踪



指导单位

北京大学

教育部

北京市科委

海淀区政府

主办单位

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

北大科技园

承办单位

北大孵化器

创业谷·光华

北大创业园

其他合作

投资机构

财务、法律、品牌等创业服务机构

支持单位

北大团委

北大就业指导中心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大学信科学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15

创 未

协办单位

北大医疗产业园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春晖杯”留学人员创业大赛

iCAN国际大学物联网创新创业平台

包头北大科技园

启来

暂定（部分）
金华北大科技园

天津北大科技园



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优势资源集聚，强强联合
本届大赛举办于国家大力扶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时期，周期长达10个月，
辐射面广，聚焦性强。依托政府大力扶持，北大品牌、技术背书，聚集大量的创新项
目、高技术人才以及资本资源，将成为创新创业领域2015年的重大举措，起到升级
创新能力的示范引领作用，产生爆炸性全国影响力。

政府资源

本届大赛由中关村海淀园与

北大科技园联合主办，同时

依托北京市科委联合举办第

一届北京市创新创业大赛，

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孵育

协会、海淀区政府、中关村

管委会等等均大力支持并提

供实际帮助与合作。充分体

现出政府对发展创新创业的

力度与决心。

高校资源

高校是社会创新能力的源泉，

北大科技园联合北大团委、

就业指导中心，携手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院、医学部基础

医学院、工学院、信科学院、

软微学院等等院系，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全面向大赛开放，行业专家

教授出任大赛导师及评委，

从技术和人才上充分支持。

投资资源

2014年大赛发出多张千万级

投资邀请函。2015年，北大

科技园将邀请数十家合作投资

机构，全程跟踪大赛项目。未

名天使投资、福云会、真格基

金、洪泰基金、IDG资本、鼎

晖投资、洋葱投资、华岩资本

等等知名投资机构将驻场交流，

著名投资人将加入导师团，与

选手进行深度互动。

企业资源

大赛将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以

及专业性联盟合作，共同打造

高标准赛事。北大医疗产业园、

中关村数字健康企业联盟、中

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医疗

器械产业联盟等等机构均将携

手创启未来大赛，共同挖掘医

疗健康行业发展趋势及技术方

向，将创新创业与产业大环境

相融合。



多入口聚集资源进行发酵，多出口输出资源畅通渠道。
创新创业真正全生态产业链，产学研实践升级，示范全国。

参赛项目除社会招募之外，联合多
家合作伙伴以及北大团委、各院系
进行推荐，保障参赛项目核心技术
水平以及创业者高学历高素质。

获奖项目获得投资邀请及现金奖励
以及国家最高技术资源。未获奖优
秀项目纳入北大科技园项目库，以
及北大创业家俱乐部，获享丰富创
业课程及持续投资人关注。

设立就业直通车，通过教育部、北大团委以
及各学科院系，参赛毕业生专设就业辅导以
及意向交流活动，直接进入医疗行业龙头企
业实习就业。

医疗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加盟办赛，直接对
接创业项目，大赛衍生出庞大的研发服务外
包、企业并购机会。

比赛过程中项目获得导师团深度辅导，
通过招徒-争霸-训练营多轮培养，在创新
能力、技术应用、商业模式等方面获得
大幅提升

国内多地合作，联动国际创新资源。北京-深
圳-美国硅谷/波士顿行业垂直链条协同互动。

携手第一届北京市创新创业大赛、教育部
“春晖杯”创业大赛、iCAN国际大学生
物联网大赛联合办赛、多渠道资源共享。 金华北大科技园、包头北大科技园、天津北

大科技园以及南京、杭州、青岛等地方项目
倾力合作，最大程度配套地方政府优惠政策，
创业项目全国范围内落地发展。

清华系、北大系携手建立投融资体系联盟，
高校定位、服务社会。联合数十家社会投资
机构，全面聚焦大赛项目。



赛制方案

参赛要求 评审规则 赛季亮点



参赛要求

参赛项目

• 创新性

• 专业性

• 独创性

• 适应性

• 商业性

• 时效性

参赛指南

参赛对象

• 为非上市公司，大股东为自然人；

• 有股权融资需求，尚未接受投资

或仅接受过早期投资；

• 有独特的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

• 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

良记录。



按照项目阶段分为： 成长组、初创组

成长组

公司成立时间8年以内

有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

年营业额2000万元以下

未进行B轮融资

核心创始人年龄40岁以下

资源项目库

初创组

未成立公司或成立2年以内

有核心技术或完整商业计划书

年营业额0-500万元

未进行A轮融资

核心创始人年龄40岁以下



企业在产业中所处的市
场地位和竞争优势；未
来三年在所在细分产业
的市场市场规模。

产业前景

近三年产品的市场规模，
以及对未来的市场预期。

市场
近三年来企业技术、产品、模
式方面优于同行的创新；因
以上创新带来的市场回报。

创新力

主要创始人的履历、
能力表现以及资源；
核心团队的构成、稳
定性和互补性。

创始人 成长性

连续三年的营业收入及增
长率； 连续三年的毛利率；
未来三年企业发展的预期。



3

专业
辅导

赛季亮点

• 成立指导委员会
由海淀区政府中关村海淀园、教育
部、北京市科委等机构联合组成
• 专家导师贴身辅导
由行业专家、高校教授、资深投资
人组成导师团进行针对性指导

产学研
合作

• 落实产学研实践
专业技术平台支撑
北大科技园+北大医疗产业园+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高校工程技术中心
全方位支持

深层
服务

• 数十家投资机构大赛全程跟踪，
随时发出投资邀约
• 北大科技园组建专业服务团，提
供全方位后续服务。
• 办公场地免租+导师辅导+创业
资源服务

媒体
价值

• 长达10个月媒体集中报道
树立创新创业标杆形象

• 深度报道
项目宣传、赛事新闻、合作伙伴
企业宣传，品牌价值提升



赛季安排



4月 新赛季启动仪式

召开新闻发布会

社会公开招募及合作伙伴推荐项目

5-6月全国范围宣讲&海选

线上报名 工作组初步筛选

线下专场及导师团线上进行海选

成长组75名，初创组75名

7月 导师招徒赛

每组配备3支导师团队

共举行6场海选

每支导师团招募10个项目

8月 导师晋级赛

小组内争霸

每支导师团10进3

北京赛区前18强进入训练营

7月-9月城市分赛及国际赛区

举办3-5场国内城市分赛或专题赛

1-2场国外分赛 获胜者直接进入训练营

（非医疗健康行业专题赛进入决赛综合组）

9月-10月大赛训练营

北京赛区前18强+地方赛区冠军

进入“创启未来”大赛训练营

通过进阶导师集训，备战总决赛

11月 总决赛
决赛路演大会（医疗赛&综合赛）

导师专家、大众评审双向打分

决出各类奖项

同期举办“创业中国”大型论坛



大赛数据

智能科技服务平台全程数据跟踪



智能科技服务平台-建立大赛数据库

多维度大赛全流程数据信息化，

政府 投资人 完成数据积累以及数据应用处理，

挖掘需求，

创业者 服务商

精准深层对接各方资源。



数据应用分类：

创业企业/项目数据（创始人、成长性、市场、知识产权、需求等）

服务商数据整合（政府、投资方、导师、媒体、制造服务商、法律服务、财务管理服务、

云服务服务商等）

产业链条整合研究（上游：技术研发商、工业设计商；中游：生产制造商，下游：渠道销

售商等）

数据分析：

孵化项目/企业需求/服务、政府需求/服务、资本方需求/服务、各园区需求/服务、服务

商类企业需求/服务的相关分类匹配的在线互动。



相信梦想 创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