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安徽(合肥)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
美国德州赛区活动通知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万侨创新行动”，吸引集
聚更多海外高端人才，助力安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和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搭建为海外华人华侨、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平
台，围绕“创新-创业-就业”的主线，安徽(合肥)侨梦苑建设协调服务
小组办公室决定开展第一届安徽(合肥)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美国
德州安徽同乡会作为协办单位负责美国德州地区大赛的组织实施工作。 

 

一、大赛宗旨 

聚集和整合海外华人华侨创新创业资源，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华人
华侨归国创业，搭建服务海外华人华侨创新创业的平台，激发海外华
人华侨创新创业的热情，打造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强劲引擎。
通过大赛，挖掘和培育优质海外创新创业项目，利用政策和创新创业
环境，吸引海外创新创业团队落户侨梦苑，培育一批创新创业典范，
一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安徽(合肥)侨梦苑以及合肥国家中德智
能制造国际创新园的发展。 

 

二、大赛参与对象 

(一)初创团队参赛资格 

1. 携带科技项目的海外华人华侨、留学人员，项目类型主要为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智能语音、节能环保、光伏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代服务业等类型； 

2.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无知识产权纠纷； 

3. 项目均需考虑其成果的商业转化可能及转化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4. 意向来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投资创业的团队。 



(二)小微侨资企业参赛资格 

1. 海外具有高成长性和投资价值的小微侨资企业（工商、税务登记需
在海外，企业高管或研发团队为华人华侨）; 

2. 年销售额不超过2000万美元;  

3 .若拥有知识产权，应无知识产权纠纷;  

4. 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三、组织实施 

(一)组织形式 

主办单位: 中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承办单位: 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  

协办单位: 美 国-美国德州安徽同乡会 

(二)时间安排 

1. 德州赛区: 5 月份启动，9月份完成项目遴选  

2. 总决赛: 10 月份  

 

四、大赛流程 

1、预赛：根据报名参赛情况，德州赛区将评选出 2-3 个项目 。 

2、总决赛：10月份于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举行总决赛，总决赛分一
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 三等奖 3 
名，并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3、大赛报名 

联系电话: 713-568-6378  



电子邮箱: anhui12012012@gmail.com  

报名资料:  

(1)《第一届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报名表》;  

(2)《第一届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商业计划书》(含 
WORD 版和 PPT 版)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8月15日 
 

五、支持政策  

1.区内创客空间、孵化器优先对参赛队伍予以配套政策支 持;  

2.获得创业导师的创业辅导;  

3.优先推荐给大赛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机构进行支持;  

4.获得分组决赛名次的参赛项目可优先列入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支持

范围;  

5.免费参加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举办的各类创业培训。  
 

六、其他事项  

主办单位对参赛项目涉及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内容进行 严格保密。

在参赛过程中发现参赛项目知识产权不明晰或弄虚 作假、被投诉，将

取消参赛资格。赛后发现参赛项目知识产权 不明晰或弄虚作假、被投

诉，根据事实情况，取消其获奖资格 并收回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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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届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报名表

企业（团队）名称

参赛项目名称

办公地址

企业法人（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企业（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属技术领域

主要产品（服务）业务

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情况 件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 软件著作权 其他

已授

权

受理

中

企业（团队）上年度总从业人员数量 人

承诺：

以上填报内容及附件信息属实。

法人代表（项目负责人）签字：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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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初创团队项目商业计划书样本

<凸显项目价值的名称>
一、我们做什么

投资者主要关注：项目的机会及定位。主要内容如下：

1.创业背景：基于何种考虑、什么背景下创业；有什么创

业条件或支持等；

2.行业机遇：项目有什么市场机会、有什么政策性支持；

3.项目简介：含项目名称、功能及特色；目标客户定位；目

前项目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及已完成的工作（含研发、生产、

销售、专利申请等）；项目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二、准备怎么做

投资者主要关注：项目是否能够正常推进。主要内容如下：

1.创业团队：创业团队介绍；

2.创业目标：描述创业项目的创业目标；

3.重点工作：要达成创业目标，需要落实哪些关键性工作。

三、财务与融资

投资者主要关注：资金用途及投资保障措施等（财务数据 以

表格形式呈现）。主要内容如下：

1.资金需求：2018-2020 年的资金需求说明及投入计划；

2.融资额及股权：企业计划融多少钱、释放多大的股权比例；

3.收入预测：2018-2020 年收入预测及说明；

4.项目风险描述及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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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小微侨资企业项目商业计划书样本
<凸显项目价值的名称>

一、项目描述

投资者主要关注：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独特价值，比如技 术

的领先性、资源优势、优秀管理团队等。 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简介：含设立背景及时间、注册资本金、股东结构、发展历程、

2017 年及2018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销售收入、毛利润及净

利润、资产总额、债务总额）等；

2.核心团队：核心团队介绍；

3.项目简介：含项目名称、功能及特色；目前项目处于什么样

的发展阶段及已完成的工作（含研发、生产、销售、专利申请

等）；项目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二、市场分析

投资者主要关注：项目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市场需

求）、独特的竞争优势等。主要内容如下：

1.行业机遇：项目有什么市场机会、有什么政策性支持；

2.竞争优势：从技术、成本或服务等角度，讲清楚项目与

现有竞争者的比较优势；

3.目标市场说明：含目标市场的选择、预计目标市场的规

模及发展趋势。

三、成长计划

投资者主要关注：目标客户定位是否清晰合理、项目按预期成长

的可行性、项目成长能产生多大的价值等。主要内容如下：

1.目标客户：讲清楚目标客户是谁及需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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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年规划：重点描述项目/企业2018-2020 年成长目标（含收入

目标及发展目标）；

3.重点工作：要达成三年规划目标，需要落实哪些关键性

工作。

四、财务与融资

投资者主要关注：项目估值、资金用途及投资保障措施等

（财务数据以表格形式呈现）。主要内容如下：

1.资金需求及计划：2018-2020 年的资金需求说明及投入计

划；

2.融资额及股权：企业计划融多少钱、释放多大的股权比例；

3.项目风险描述及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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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一届中国安徽（合肥）侨梦苑海外创新创业大赛评分标准

序号 考核维度 解释 等级

A

创新性

（20 分）

产品、技术或者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创新

性，是否具有行业领先性；用户需求分析是 否

到位，产品、服务或者解决方案的内容定位是

否明确。

颠覆性创新 20

创新性强15-19

创新性一般 10-14

创新性差 0-9

B

成长性

（20 分）

项目盈利能力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具

有好的盈利空间，是否符合政策及市场发展需

求，能否实现项目收入的持续增长。

极具成长性 20

成长性好15-19

成长性一般 10-14

成长性差 0-9

B

市场

（25 分）

项目所处行业整体规模是否可观，项目

在整体规模可能占比是否可观；项目是否有

清晰的市场开发策略，是否对竞争、市场细分、

定价以及渠道有明确的阐述；

市场很好21-25

市场较好16-20

市场一般11-15

市场差 0-10

D

创业团队

（25 分）

创业团队整体教育程度如何，所撰写的

项目介绍是否简洁明了，思路清晰，是否进行

营销、生产、技术团队的分工。

创业团队很强 21-25

创业团队较强 16-20

创业团队一般 11-15

创业团队弱 0-10

E

风险应对

（10）

针对政策、市场现状，是否清楚认识到

项目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否有相应的应对

策略。

风险应对很到位

8-10

有风险应对4-7 分

没有风险应对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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