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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简介
作为一所亚洲顶尖、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
）致
力于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行业领军人才，并通过设立百万奖金创业大赛，为青年学生提供创
业支持。百万奖金创业大赛自 2011 年开始已连续举办八届，每年都吸引众多国内及国际团
队参加，由该赛事筛选出来的团队，在香港融资界享有口碑。
2018 年，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该赛事进一步扩大规模共设立香港、广州、深圳、
澳门、北京、佛山、中山七个分赛区，其中七大赛区之一--佛山，位处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区、是一个将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先进制造业强市。佛山赛区由港科大
内地重要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下
简称“港科大佛山中心”
）以及香港科技大学南海创新中心主办，并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置了独立奖励机制对获奖团队进行嘉奖，为佛山挖掘和引进更多优秀团
队及项目。
港科大在创新培养、科研技术领域享有盛名，由高校主导举办的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
经过八年的打磨，已成为一个紧密连接学生、创业家、投资者及机构赞助人的平台和创业品
牌，将粤京港澳地区的创业青年集聚，同台交流、合作与竞技，以此增进各地青年相互了解，
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大赛亮点
-

国际竞争：来自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球创业团队同台竞争。

-

国际模式：全程采用港科大打磨多年的国际竞赛机制。

-

专业评委及融资团队：利用港科大的国际资源和校友资源，引入国际国内专业评委及融
资团队，以高标准筛选团队。

-

特色培训：各大赛区将根据各地区入围项目的领域，结合赛事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
提供创业相关的培训，精心打磨创业团队，培训主题包括：创新产品的开发与设计、优
秀创业 BP 设计、新创公司的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市场营销、创业金融（融资，股权
分配）
、CEO 对话财务报表、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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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香港科技大学
支持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创新
中心
合作单位：佛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协会、桂城国际双创园、瀚天科技城、中国科技开发院佛山
孵化中心、佛山英诺创新空间、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东软华南 IT 创业园、佛山天
安数码城、鹰派学院、共青团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委员会、佛山市南海区高新技术产业协
会、佛山市工合空间、南海照明协会、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华南
区域创客邦、阿里云创新中心、佛山市软件行业协会、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广东原创智
慧共享孵化器有限公司

二、参赛要求
1.

团队成员至少 2 人，最多 5 人，参赛团队在提交申请时须注明所有队员信息；
进入半决赛评审后不允许更换队员；

2.

参赛团队中至少有一位成员占有（计划）公司的 20%的股份；

3.

每个参赛团队只能提交一份商业计划书报名参赛；

4.

一个人只能加入一个团队，每个团队只能选择一个地区；一旦发现团队在不同地区
重复参赛，立即取消团队参赛资格；

5.

每个参赛团队须选出一名队长与大赛主办方进行联系；

6.

参赛团队可以是成立三年内（2016 年 1 月 31 日之后）的公司，或有创业想法/产
品，计划半年内在佛山成立公司的初创团队。团队名称须与（计划）注册公司名称
相同，比赛期间不允许更换团队名称；
如参赛团队为学生团队，则所有团队成员必须是在校学生；

7.

已获得超过 1000 万人民币先期投资的团队不能参赛；

8.

已持有/拟持有的公司股权在参赛期间不得变化；

9.

参赛主题无限制，尤其鼓励选手关注科技创新领域。参赛主题可涉及但不限于人工
智能和智能装备、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金
融服务等；

10. 所有提交材料必须为参赛者原创；
11. 历届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各赛区及总决赛获奖团队项目无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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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入半决赛的 24 支团队，必须参加佛山赛区半决赛、总决赛的全部活动；
13. 大赛主办方有权对团队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一经发现不实信息，立即取
消该团队的参赛资格。

三、 报名方式
1.

报名时间：2019 年 2 月 20 日- 2019 年 5 月 20 日

2.

报名材料要求：

1) 所有提交材料必须为参赛团队原创；
2) 报名表，详见附录 1；
3.

报名渠道：

关注微信公众号报名

或
4.

报名网址： https://www.wjx.top/jq/34543300.aspx

赛事咨询：
黄小姐（Belly）
邮箱：huangpy@fsldctr.org 座机：0757-86081847

手机/微信：17620680226

陈先生（Bill）
邮箱：chenwl@fsldctr.org 座机：0757-86081847

手机/微信：13923134295

李小姐（Kathleen）
邮箱：lixh@fsldctr.org 座机：0757-86081848 手机/微信：18923133159

四、赛程时间安排（如有调整，以实际时间为准）
时间
2 月 20 日

赛段

参赛材料

报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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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赛段

3 月-5 月

大赛说明会、巡回宣讲

5 月上旬

第一期交流培训

5 月 20 日

参赛材料

截止提交报名材料+参赛

商业计划书：8-10 页

材料

PPT

评审形式

比赛结果

5 月 25 日-6 月 3 日

初赛评审

网络评审

6 月 10 日

公布初赛晋级结果

6 月 15 日

第二期交流培训

7月6日

赛前集训

7 月 10 日

提交决赛参赛资料

7 月 14 日（上午）

半决赛

现场评审

9强

7 月 14 日（下午）

总决赛

现场评审

3强

7 月 14 日（晚上）

颁奖晚宴

24 强

商业计划书：15-20 页
PPT

五、赛程设置
大赛共设初赛、半决赛、总决赛共三轮评审环节，每个环节须按要求提交材料供评审团进行
评审。各环节期间主办单位将邀请资深创业导师为入围团队集中进行工作坊培训。
初赛评审：评审委员会会议+网络评审，无需团队到场。
1. 主要审核项目创新性、可行性及计划产品的存活力；
2. 所有项目将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执行摘要评判标准进行评定，推选出24个项目进入到第半
决赛评审；
半决赛评审：现场评审，分为阐述、提问、答辩、反馈四个环节，需团队到场。
1.

入围24强的团队将被分为3组，每组8支团队，就项目执行的可行性及募资潜力进行阐
述；

2.

每个团队25分钟，其中：12分钟进行商业计划阐述答辩，10分钟评委提问及3分钟评委
反馈时间。答辩环节无需团队的所有成员发言；问答环节须团队所有成员参与；

3.

评审团依照大赛制定的答辩评判标准对参赛团队进行评审并打分；

4.

各组总分最高的3支团队共计9支团队将晋级到总决赛。

总决赛评审：现场评审，分为阐述、提问、答辩、反馈四个环节，需团队到场。
1.

总决赛答辩将由新的评审团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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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决赛得分最高的9个团队将进行总决赛答辩，评选出前三强、最佳团队奖、最佳人气
奖，答辩形式与半决赛一致；

3.

评审团将依照大赛制定的最终决赛答辩评审标准进行评审。

半决赛路演展示
半决赛当天，入围24强的团队将获得一个展位及宣传展板，供其公开向当天现场的观众推
介、展示自己的项目/产品；根据现场观众投票，票数最高者获得“最佳人气奖”。
电梯演说奖
入围9强的团队按抽签顺序依次上台进行项目演讲，演讲时间60秒；评审团依照大赛制定的
商业计划评判标准进行评审并打分，得分最高者将获得“电梯演说奖”。

六、项目评审
1. 评审规则
大赛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审原则，全程采用香港科技大学打磨多年的国际竞赛机
制，确保评审结果客观、真实。
2. 评审委员会
1) 大赛将邀请资深企业家、天使/风险投资人、专家学者组成各赛段评审委员会；
2) 评审委员会有权取消任何违反比赛规则的团队的参赛资格；
3) 主办单位有权在未提前告知选手的情况下修改比赛议程或时间并拥有最终解释权；
4) 主办单位及评审委员会有权决定相应赛段全部或任一个参赛项目不符合评判标准，
并推迟所有或部分奖金至下一年；
5) 评审委员会具有最终判定权及约束力。

七、奖励机制
1. 奖项设置
初

赛：入围奖 24 强，奖金人民币 3 千元/名

半决赛：优胜奖 9 强，奖金人民币 6 千元/名
总决赛：
一等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25 万元/名
二等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15 万元/名
三等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10 万元/名
最佳团队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1 万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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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人气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1 万元/名
电梯演说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1 万元/名
学生团队奖

若干名，奖金人民币 2000 元/名

2. 奖励实施
1) 获奖应缴纳的税金由获奖团队自付；
2) 奖金将根据获奖团队项目的发展进程进行评估，分期支付；
3) 如获奖团队违反以上条款，主办单位有权保留或推迟支付全部或部分奖金奖励；
4) 以上奖项及奖励可能发生调整；主办单位对奖项设置及奖励拥有最终解释权。
3. 非现金奖励
1) 决赛前五名将获得承办单位推荐直接参加全国总决赛，冲刺终极大奖。

八、比赛项目知识产权声明
参赛者保证申报参加创业大赛的项目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不会侵
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如果因参赛遇到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纠纷，
该参赛者将负完全法律责任。
九、承办单位简介
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港科大佛山中心）于 2010
年 7 月 5 日正式注册成立,是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及香港科技大学共建的发光二极管
（LED-Light Emitting Diode）与平板显示（FPD-Flat Panel Display）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港科大佛山中心建有覆盖芯片封装中试制程、材料检测、光电热检测、板级组装中试制程、
失效分析、可靠性测试、安规测试、仿真共 8 个领域的高端实验室，并通过 CNAS 认证资
质（注册号：CNAS L6751）
；主要业务是为半导体照明行业相关企业提供建设、转型、研
发、产品性能测试分析、可靠性评估及失效分析、产品标准认证、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等服
务，其宗旨在于打造一个专为半导体照明行业相关企业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全方
位、专业化服务的符合市场需求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
港科大佛山中心成立以来，已先后获得广东省首批新型研发机构、广东省紫外 LED 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佛山市 UV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海区创新科技服务机构等荣誉称号，成
为佛山科技创新驱动的重要载体之一。
港科大佛山中心网址：http://www.fsldctr.org/
港科大佛山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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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南海创新中心，是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所资助，经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基础
设施委员会所批准，在清水湾校本部所设立的机构。本中心成立于 2018 底，为香港科技大
学霍英东研究院下属单位，与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为平行
单位。本中心的宗旨是为港科大研发人员发掘佛山市南海区内各种科研资金和合作机会，同
时亦为南海地区在港科大中物色合适的创新技术与创业团队，以加强两地的交流和合作。现
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南海科大专项及协办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佛山区
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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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港科大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
佛山赛区

报名表
( 带*号必填 )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

团队/公司名称*

是否已注册*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团队所

2018 年营业

迄今为止已获投资金

属地区*

额

额

项目开始时间

所属行业领域*

☐互联网科技 ☐医疗健康 ☐智能硬件 ☐环保
节能 ☐商业创新 ☐先进制造（限单选）

赛事获知渠道*

团队属性 *

☐创业团队 ☐学生团队 （限单选）

100 字以内项目简介，用于大赛宣传

团队信息*（最少 2 人，最多 5 人）
姓名

性别

团队角色

是否毕业

毕业/在读院校

负责人

手机

邮箱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占股(未注册公
司不需要填写)

授权与声明
是否同意向投资人公开参赛材料*

是否同意将参赛材料用于大赛宣传*
本人承诺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齐全、真

是否同意完全公开现场比赛活动*

实合法，严肃查处或全力配合相关机构
调查处理各种失信行为。*

备注：
1） 大赛主办方有权对团队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一经发现不实信息，立即取消该团队的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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