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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19

优投怀化专场复赛

2021.8.26

优投济南专场复赛

2021.8.5

优投天津专场复赛

2021.07.29

北京赛区优投专场复赛

2021.9.9

优投太原专场复赛

  第九届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

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毕业生就业

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管理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赛。

2021是“东升杯”大赛举办的第九年，也是大赛发展的

全新之年。本届国际创业大赛设置千万奖励及创业资源，并

联合全球优质创新孵化载体，共同进行项目培育。项目招募

范围涵盖生命科学、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创新

领域，通过初赛-复赛-全球半决赛-全球总决赛的常态化赛

事体系，于全球杰出的创业者和优秀项目中决选优秀获奖项

目。

2021第九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延续国内、国际赛

区设置：大赛国内设置北京主赛区和华北、西北、华东、西

南、华中、华南、东北等七大国内分赛区，辐射北京、沈

阳、成都、西安等30余个城市；国外设置瑞士、俄罗斯、韩

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际分赛

区，覆盖海外30余个国家。大赛设立价值千万大奖，奖项分

为获奖项目奖励和推荐机构奖励。其中项目奖励包含奖励奖

金、空间支持和蜂鸟计划赋能加速礼包，为创业者提供全系

列的创新创业资源支持。

由于北京疫情原因，2021第九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

赛优投专场复赛采用线上模式进行并于7月29日圆满结束。

活动介绍 优投专场复赛

优投作为2021第九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的合作伙伴，承接本届大赛北京赛区优投赛场、天津赛区、怀化赛区、济南赛

区、太原赛区赛事，包含项目征集、初赛选拔、路演等。共同弘扬双创文化，激发创新热情。

//  活动时间：2021年7月29日 13:30—17:00

//  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数码大厦A座35层路演厅（线上路演）

//  指导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

//  主办单位：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策划/执行单位：北京东升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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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2021年7月29日 13:30—17:00

//  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数码大厦A座35层路演厅（线上路演）

//  指导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

//  主办单位：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策划/执行单位：北京东升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通过链接全

球优质创新资源，聚合全球创新节点，旨

在打造由单点突破转向多要素协同的全球

创新生态。以全新的生态服务体系深度赋

能，促进项目孵化落地。自2013年首次启

动以来，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累计吸引

国内外优秀创业项目近10000个，重点跟

进孵化项目1000余个，提供培训、金融、

品牌、政策、资源、空间、人才等科创服

务20000余次。为全球创新创业新动能持

续提供汇聚尖端优势和科技支持的创新平

台。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是由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

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赛。本场优

投专场复赛由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协办。

本场为优投专场复赛，优投是总部

位于北京的创新型孵化器，国家级众创

空间，集“空间+服务+投资+学院”为一

体，为优秀的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创业服

务，对创新创业项目进行孵化和加速，帮

助创新创业项目更好更快的成长。优投有

着多年的创新基地运营经验，已在全国多

地布局，目前在北京、天津、怀化、济

南、青岛、朝阳等多个城市落地，运营孵

化器、产业园等12个创新载体。优投已帮

助数百家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入孵企业成

功融资额总计超亿元。

本次大赛自招募以来报名非常踊跃，

主办方从百余个报名项目中优选了10个优

秀项目参加本次大赛。

参加本次大赛的项目分别是：北京康

普美特靶向补体抑制剂项目、室内污染

可视化解决方案及产业化、数字化舆情

顾问、激光质子刀项目、干细胞治疗创

新项目、未神生物、核电水下激光修复系

统、佳珥医学-视力障碍智能眼镜、物达

科技、全景数字孪生企业综合能源一体化

管控平台。

本次大赛的邀请到的评委嘉宾有：海

易资本创始合伙人葛成龙、微美全息合伙

人赵鸿涛、艾思智投合伙人王嘉琤、真格

基金投资经理王艺妮、瑞昇投资投资总监

凌棱。五位评委专家担任本次大赛评委并

为选手打分。

在路演环节，10位选手对时间的把控

非常到位，7分钟的时间里对项目做了全

面且清晰的表达，在8分钟的评委提问环

节，评委们从行业前景、专业领域等各个

角度对参赛选手做出了临场的考验。

各位路演嘉宾积极踊跃发表演讲，介

绍项目的初心、现状和未来发展愿景以及

融资需求，各位评委嘉宾及观赛嘉宾资方

踊跃提问，对各个项目充满不同的兴趣，

并表示后续将会开展各种合作的可能。并

为项目进行打分，后续结果会在持续跟进

中。优投专场复赛至此圆满成功。

2021第九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优

投天津专场复赛

//  活动时间：2021年8月5日  14:00—16:30

//  活动地点：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空港商务园东区

//  指导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

//  主办单位：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策划/执行单位：北京东升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第九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优投

天津专场复赛于2021年8月5日在天津港保

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圆满举行！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通过链接全

球优质创新资源，聚合全球创新节点，旨

在打造由单点突破转向多要素协同的全球

创新生态。以全新的生态服务体系深度赋

能，促进项目孵化落地。自2013年首次启

动以来，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累计吸引

国内外优秀创业项目近10000个，重点跟

进孵化项目1000余个，提供培训、金融、

品牌、政策、资源、空间、人才等科创服

务20000余次。为全球创新创业新动能持

续提供汇聚尖端优势和科技支持的创新平

台。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是由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

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赛。本场复

赛活动由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协办。

大赛自招募吸引了众多参赛者报名，

通过前期项目征集、初赛资料评审，最终

10名优秀项目进入到优投天津专场复赛。

由于近期疫情原因，本次活动也将采用了

线下＋线上路演方式。

其中线下路演项目分别是：DM污水

处理工艺、志愿华夏传媒、5GAIM--智

慧农机装备的设计与实现、家用智能助老

服务型机器人的设计与实现、智能农机、

移动SAAS订单管理平台。

线上路演项目分别是：AI花域---交

互式的物联网智能花盆、無上密茶、高端

宠物医疗器械、晶圆级自动测试设备开发

及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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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席本次活动评委嘉宾有：天津

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车涛、华

投资本合伙人赵晨安、江河咨询执行董事

孙昊、天津科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薛宁、南开大学创新创业基地高级投资

经理谢聪琳。担任本次大赛评委并为选手

打分。

评审嘉宾从路演表现、创始团队、商

业模式、产品与市场、财务与风险、创新

性六个方面为参赛选手进行评分。每位参

赛选手的路演展示时间为15分钟，其中包

括10分钟的项目路演、5分钟的评审互动

交流。

2021第九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优

投怀化专场复赛

//    活动时间：2021年8月19日  13:30-16:30

//  活动地点：线上路演

//  指导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

//  主办单位：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策划/执行单位：北京东升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怀化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由于疫情原因，2021第九届“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优投怀化专场复赛采用

线上模式进行并于8月19日圆满举行。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通过链接全

球优质创新资源，聚合全球创新节点，旨

在打造由单点突破转向多要素协同的全球

创新生态。以全新的生态服务体系深度赋

能，促进项目孵化落地。自2013年首次启

动以来，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累计吸引

国内外优秀创业项目近10000个，重点跟

进孵化项目1000余个，提供培训、金融、

品牌、政策、资源、空间、人才等科创服

务20000余次。为全球创新创业新动能持

续提供汇聚尖端优势和科技支持的创新平

台。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是由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

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赛。本场复

赛活动由怀化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协办。

大赛自招募吸引了众多参赛者报名，

通过前期项目征集、初赛资料评审，最终

8名优秀项目进入到怀化优投专场复赛。

由于近期疫情原因，本次活动将采用线上

路演方式。

参加本次复赛的项目分别为：八色数

码项目、农产品社交电商新零售项目、侗

古老酸萝卜项目、冰糖橙产业数字化项

目、水汽能芯片项目、新型耐火阻燃生态

板项目、此时手机充电支架项目、甜蜜有

礼—冰糖橙项目。

此次复赛邀请到的评委嘉宾有：IYB

创业培训讲师康建雄、资深企业管理顾问

培训师汤云富、人社部SYB创业培训讲师

金志澎、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创

业导师张郎、中国SYB、IYB创业培训讲

师申仁瑛。五位评委专家担任本次大赛评

委并为选手打分。

每位参赛选手的路演展示时间为15分

钟，其中包括7分钟的项目路演、8分钟的

评委提问环节。评委们从产品与市场、创

始团队、财务管理、商业模式、创新性五

个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提问与评分。

2021第九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优

投济南专场复赛

//    活动时间：2020年8月26日 13:30— 17:00

//    活动地点：山东省济南市中关村领创空间3楼路演厅

//  指导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

//  主办单位：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济南中关村

领创空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济南优投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第九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优投

济南专场复赛于2021年8月26日在济南中

关村信息谷中心圆满举行！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通过链接全

球优质创新资源，聚合全球创新节点，旨

在打造由单点突破转向多要素协同的全球

创新生态。以全新的生态服务体系深度赋

能，促进项目孵化落地。自2013年首次启

动以来，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累计吸引

国内外优秀创业项目近10000个，重点跟

进孵化项目1000余个，提供培训、金融、

品牌、政策、资源、空间、人才等科创服

务20000余次。为全球创新创业新动能持

续提供汇聚尖端优势和科技支持的创新平

台。

“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是由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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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

理委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

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

合主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赛。本场

复赛活动由济南中关村领创空间科技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济南优投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进行协办。

大赛自招募吸引了众多参赛者报名，

通过前期项目征集、初赛资料评审，最终

11名优秀项目进入到优投济南专场复赛。

由于近期疫情原因，本次活动也将采用了

线下＋线上路演方式。

其中线下路演项目分别是：泉科华

医-泉科光远程理疗康养项目、小云供热

仿真云、基于5G的工业物联AR维保运维

服务平台、磁性聚苯胺纳米纤维的应用探

索、低空高光谱遥感赋能智慧农业、数据

智能与金融科技共享平台、魔兔虚拟偶像

实时互动系统MRVidol、滴答设计师-设

计服务平台项目、亿合联创办公家具供应

链。

线上路演项目分别是：“咔哇小鱼”

项目（线上）、公共空中移动网（线上）

。

同时出席本次活动评委嘉宾有：济南

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权鲁媚、山联资本投资总监刘宣君、优投

空间总经理薛光轲、瑞昇投资投资经理成

砚章、山东蓝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增金担任本次大赛评委并为选手打分。

评审嘉宾从路演表现、创始团队、商

业模式、产品与市场、财务与风险、创新

性六个方面为参赛选手进行评分。每位参

赛选手的路演展示时间为15分钟，其中包

括10分钟的项目路演、5分钟的评审互动

交流。

各位路演嘉宾通过精彩的演讲，介绍

项目的初心、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各评

委嘉宾对现场的项目都给予浓厚的兴趣，

通过不同角度的提问及建议，希望项目发

展的更好。同时表示后续将会开展各种合

作的可能。2021第九届“东升杯”国际创

业大赛优投济南分赛区圆满举行！

2021第九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优

投太原专场复赛

//    活动时间：2021年9月9日 13:30— 17:00

//  活动地点：线上路演

//   指导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

园管理委员会

//   主办单位：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管委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由于疫情原因，2021第九届“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太原专场复赛采用线上

模式进行并于9月9日圆满结束。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通过链接全

球优质创新资源，聚合全球创新节点，旨

在打造由单点突破转向多要素协同的全球

创新生态。以全新的生态服务体系深度赋

能，促进项目孵化落地。自2013年首次启

动以来，大赛已成功举办八届。累计吸引

国内外优秀创业项目近10000个，重点跟

进孵化项目1000余个，提供培训、金融、

品牌、政策、资源、空间、人才等科创服

务20000余次。为全球创新创业新动能持

续提供汇聚尖端优势和科技支持的创新平

台。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是由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理

委员会联合指导，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

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赛。本场太

原专场复赛由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协办。

本次大赛自招募以来报名非常踊跃，

主办方从百余个报名项目中优选了9个优

秀项目参加本次大赛。

参加本次大赛的项目分别是：全自动

文件扫描机器人、变食魔法、慧虎健康中

医AI、芈小兔、智显光电、公路AR实景

复刻、壹步网、微家健康、如蜜令蜂业。

本次大赛的邀请到的评委嘉宾有：山

西安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丽、

山西大学互联网+农业创业园总经理李俊

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朱海龙、山西博大海星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赵旭峰。四位评委专

家担任本次大赛评委并为选手打分。

在路演环节，9位选手对时间的把控

非常到位，7分钟的时间里对项目做了全

面且清晰的表达，在8分钟的评委提问环

节，评委们从行业前景、专业领域等各个

角度对参赛选手做出了临场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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