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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高教主赛道评审规则 

一、高教主赛道创意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创新性 

突出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的价值，不鼓励模仿。在商业

模式、产品服务、管理运营、市场营销、工艺流程、应

用场景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相结合，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创新成果（专

利、创新奖励、行业认可等）。 

40  

团队情况 

团队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创新思想、价值观念、分

工协作和能力互补情况。项目拟成立公司的组织构架、

股权结构与人员配置安排合理。创业顾问、潜在投资人

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外部资源的使用计划和有关情况。 

30  

商业性 

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可行，项目盈利能力推导过程合理。

在商业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品

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

面具有可行性。行业调查研究深入详实，项目市场、技

术等调查工作形成一手资料，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

检验。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及市场前景，未来对相关产业

升级或颠覆的可能性，近期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是

否合理。 

20 

社会效益 
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预判

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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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教主赛道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商业性 

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可行，产品或服务成熟度及市场认

可度，已获外部投资情况。经营绩效方面，重点考察项

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企业利润、持续盈利能力、市

场份额、客户（用户）情况、税收上缴、投入与产出比

等情况。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大小

及可扩展性，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靠资源（人力资源、

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持续快速成长。现金流

及融资方面，关注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现金流情况，以

及企业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划是否合理。 

40 

团队情况 

团队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创新思想、价值观念、分

工协作和能力互补情况，重点考察成员的投入程度。公

司的组织构架、股权结构、人员配置以及激励制度合理。

项目对创业顾问、投资人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外部资源

的整合能力。师生共创组须特别关注师生分工协作、利

益分配情况及合作关系稳定程度。 

30 

创新性 

具有原始创新或技术突破，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创新

成果（专利、创新奖励、行业认可等）。在商业模式、产

品服务、管理运营、市场营销、工艺流程、应用场景等

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鼓励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相结合，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20 

社会效益 

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项目

实际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考察项目未来持续带动就业

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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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红旅赛道评审规则 

一、红旅赛道公益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公益性 

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

命，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可预见的公益成果，

公益受众的覆盖面广。在公益服务领域有良好

产品或服务模式。 

20 

项目团队 

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业务能力、奉献意愿和

价值观与项目需求相匹配；团队或公司组织架

构与分工协作合理；团队权益结构或公司股权

结构合理；团队的延续性或接替性。 

20 

实效性 

项目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等社会

问题的贡献度；在引入社会资源方面对农村组

织和农民增收、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项

目对促进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

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效果。 

20 

创新性 

鼓励技术或服务创新、引入或运用新技术，鼓

励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鼓励组织模式创新或进

行资源整合。 

20 

可持续性 

项目的持续生存能力；创新研发、生产销售、

资源整合等持续运营能力；项目模式可复制、

可推广、具有示范效应等。 

20 

必要条件 
参加由学校、省市或全国组织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符合公益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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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旅赛道商业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项目团队 

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业务能力、奉献意愿和

价值观与项目需求相匹配；团队或公司组织架

构与分工协作合理；团队权益结构或公司股权

结构合理。 

20 

实效性 

项目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等社会

问题的贡献度；在引入社会资源方面对农村组

织和农民增收、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项

目对促进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

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效果。 

20 

创新性 

鼓励技术或服务创新、引入或运用新技术，鼓

励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鼓励在生产、服务、营

销等商业模式要素上创新；鼓励组织模式创新

或进行资源整合。 

20 

可持续性 

项目的持续生存能力；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适

度融合；创新研发、生产销售、资源整合等持

续运营能力；项目模式可复制、可推广等。 

20 

社会效益 

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

性，项目实际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考察项目

未来持续带动就业的能力。 

20 

必要条件 
参加由学校、省市或全国组织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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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职教赛道评审规则 

一、职教赛道创意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数 

创新性 

鼓励原始创意、创造；鼓励面向培养“大国工匠”与能工

巧匠的创意与创新；项目体现产教融合模式创新、校企

合作模式创新、工学一体模式创新；鼓励面向职业和岗

位的创意及创新，侧重于加工工艺创新、实用技术创新、

产品（技术）改良、应用性优化、民生类创意等。 

40 

团队情况 

团队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创新思想、价值观念、分

工协作和能力互补情况。项目拟成立公司的组织构架、

股权结构与人员配置安排合理。创业顾问、潜在投资人

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外部资源的使用计划和有关情况。 

30 

商业性 

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可行，项目盈利能力推导过程合理。

在商业机会识别与利用、竞争与合作、技术基础、产品

或服务设计、资金及人员需求、现行法律法规限制等方

面具有可行性。行业调查研究深入详实，项目市场、技

术等调查工作形成一手资料，强调田野调查和实际操作

检验。 

20 

社会效益 
项目发展战略和规模扩张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预判

项目可能带动社会就业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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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赛道创业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数 

商业性 

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可行，产品或者服务成熟度及市

场认可度，已获外部投资情况。经营绩效方面，重点

考察项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企业利润、持续盈利

能力、市场份额、客户（用户）情况、税收上缴、投

入与产出比等情况。成长性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

市场容量大小及可扩展性，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靠

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其未来持

续快速成长。现金流及融资方面，关注维持企业正常

经营的现金流情况，以及企业融资需求及资金使用规

划是否合理。 

40 

团队情况 

团队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创新思想、价值观念、

分工协作和能力互补情况，重点考察成员的投入程度。

公司的组织构架、股权结构、人员配置以及激励制度

合理。项目对创业顾问、投资人以及战略合作伙伴等

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 

30 

创新性 

鼓励原始创意、创造；鼓励面向培养“大国工匠”与能工

巧匠的创意与创新；项目体现产教融合模式创新、校

企合作模式创新、工学一体模式创新；鼓励面向职业

和岗位的创意及创新，侧重于加工工艺创新、实用技

术创新、产品（技术）改良、应用性优化、民生类创

意等。 

20 

社会效益 
项目实际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考察项目未来持续带

动就业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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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际赛道评审规则 

一、国际赛道商业企业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创新性 

重点考察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水平 

1. 1.项目具有原始创新或技术突破，取得一定数

量和质量的创新成果（专利、创新奖励、行

业认可等）。 

2.项目在商业模式、管理运营等方面的创新情

况。 

35 

团队情况 

重点考察成员资历、分工协作和外部伙伴 

2. 1.考核团队核心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价值

观念、战略眼光、擅长领域，特别是成员的

投入程度。 

3. 2.公司股权结构、组织构架、人员配置、以及

激励制度合理。 

4. 3.项目对创业顾问、投资人以及战略合作伙伴

等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 

30 

商业性 

重点考察商业可行性、经营绩效、增长潜力

和现金流情况 

5. 1.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可行，产品或者服务成

熟度及市场认可度高,是否已有或将有外部投

资。 

6. 2.经营绩效方面，如已注册公司，重点考察项

目存续时间、营业收入、企业利润、持续盈

利能力、市场份额、客户（用户）情况、投

入与产出比等情况。 

7. 3.增长潜力方面，重点考察项目目标市场容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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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及可扩展性，是否有合适的计划和可靠

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

其未来持续快速成长。 

8. 4.现金流及融资方面，关注维持企业正常经营

的现金流情况，以及企业融资需求及资金使

用规划。 

社会效益 

重点考察带动就业其其它可持续发展贡献 

9. 1.项目实际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考察项目未

来持续带动就业的能力。 

2.项目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涉及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已做

出的或潜在的贡献能力。 

10 

 
  



9 

二、国际赛道社会企业组项目评审要点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社会目标及

社会影响力 

重点考察社会使命及社会影响力 

1.社会问题和社会目标界定明确，可参考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描述或界定； 

2.社会使命清晰，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解

决方案的社会价值实现优于商业目标； 

3.社会影响力可评估，侧重考察受益群体、其他

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正向改变。 

30 

可持续性 

重点考察商业模式设计和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 

1.商业模式设计完整，具有清晰可行的产品和服

务、利益相关方需求、完整的价值链闭环设计、

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2.盈利模式清晰，财务结构合理，资金使用效率

高； 

3.具有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等跨界资源的机制

和能力。 

30 

创新性 

重点考察产品和服务创新、模式创新 

1.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或新方法解决社会

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 

2.用新的组织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 

3.鼓励社会企业项目与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相结合。 

20 

治理结构 

重点考察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 

1.组织结构合理，具有科学的决策机制，确保其

社会使命稳定； 

2.制度安排体现出利润（部分或全部）继续用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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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目标； 

3.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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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萌芽版块评审规则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分值 

创新性 

考察项目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发现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

行创意设计；创意设计过程符合客观规律；科技创意证据

充分，有足够的科学研究参与度(调查、实验、制作、验证

等)；文化创意逻辑清晰、完整，调研和分析数据充分。 

35 

实践性 
强调项目的可行性、应用性和完整性；具备可执行的策划

或实践方案；具有可预见价值，能够让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25 

自主性 

符合团队成员年龄段的知识结构和实施项目能力；项目选

题、创意模式构建主要由学生提出和完成；团队成员能够

准确表述项目内容及原理，真实可信；涉及科技成果和专

利发明的，需提供授权证明材料。 

20 

团队情况 

考察团队成员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项目团队成员的教

育背景、基本素质、价值观念、知识结构、擅长领域；团

队构成和分工协作合理。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