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

// 活动时间：2021年03月16日13:30—16:00

// 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数  

   码大厦A座35L

// 主办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飞马旅、中科睿芯

  双创街、上海勤威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苏纳创投、西

  善520青创空间

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于3月16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

双创”升级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发展，特举办“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

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创升级、加强协同创新，培育新兴产业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以“预见优秀，投资未来”为宗旨，面向北京及全国征集和挖掘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依托优投

全国双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助优投加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形式，为优秀的双创

项目提供展示交流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赋能。

大赛由优投主办，联合当地知名创服平台、投资机构、孵化器等平台，在全国设置分赛区、分赛场，目前已覆盖8个城市，设

立12个分赛场。协办单位有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飞马旅、中科睿芯双创街、苏纳创投、西善520青创空间、勤威咨询，支持单位

有北京牡丹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并持续增加中。实现区域联动、资源共享，协力为双创赋能。同时，映目直播和昆明顶播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特别支持。

图：活动现场 图：活动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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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

首先主办方代表优投创始人兼CEO代瑞红对优投及优投大

赛进行了介绍。优投是创新型孵化器及专业的孵化器运营机

构，集“空间+服务+学院+投资”于一体，优投导师说、优投

下午茶、优路演、优投创业营、优投大赛以及优投学院，为优

秀创业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创业服务帮助创业项目更好更快的成

长，以创新型孵化器为载体，助力创新创业，以空间为合作起

点，全方位开展合作。优投大赛是优投主办的创业大赛，持续

招募合作伙伴及优秀项目，充分发挥优势。

星瀚资本董事总经理张昊进行了《2021前沿科技跨界融合

趋势与投资方向》的主题分享，他表示当下前沿科技在各行各

业的跨界融合速度正在加快，新技术走向商业化的周期缩短，

如何让技术在其他领域融合产生更大的价值，实现可持续发

展，让AI、大数据、与计算等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是未来

新的投资方向。

新旧动能转换是未来五年的发展重点，旧动能问题有创新

乏力风口泡沫、市场饱和需求耗竭、经济结构僵硬固化、资源

资本有效性低、管理惯性改变困难、影响广泛转换缓慢等；新

动能挑战有新系统搭建成本高、新商业模式需摸索、供给产业

链不成熟、技术产品长期迭代、大众知识结构陈旧、政策方向

探索发展等。

区块链是信息数据化的升级工具，区块链的意义在于价值

量化和价值安全，是衔接供应链和资金链的标尺和翻译器，有

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关系整合行业。同时智能产业面临

许多问题与挑战，要运用合适的商业模式进行应对。

“AI+医疗”、“AI+制造业”是科技跨界融合典型代表，

也是科技创投的核心投资方向。本次活动分别邀请专注于医疗

产业和制造业投资的知名投资人，以及该领域优秀的创业代

表，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于医疗和制造产业的赋能。

真格基金投资副总裁陈高鹏、易汇基金副总裁孟凡羽、心

永科技CEO魏耀广和恒润泰生BD总监宋越就未来医疗展开了圆

桌论坛，他们表示在医疗AI这个组合词语中，医疗是基础，AI

在是在可预见未来中的辅助性解决方案，未来医疗领域和AI领

域专业复合型人才是项目落地的关键。医疗健康数字化程度是

最快的，必然会导致医疗领域智能化发展的深入快速。医疗领

域人工智能应用虽多，但是真正落实不易，相信在未来三年内 

“AI+医疗”的发展将会持续突破。

随后优投创始人兼CEO代瑞红与飞马旅总经理魏传涛、中

科睿芯双创街执行总经理周菜、勤威咨询创始合伙人袁佳贝、

真格基金投资副总裁陈高鹏、丰厚资本执行董事胡新高、易汇

基金副总裁孟凡与、星瀚资本董事总经理张昊一起为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进行剪彩，为优投大赛剪出一

条蓬勃的发展之路，相信有各位合作伙伴的助力，UDEMO一定

在2021释放活力、绽放精彩。

本次活动特邀组织机构代表、众多投资人嘉宾和创业代表参加，大赛主办单位代表为优投空间创始人兼CEO代瑞红和优投联

合创始人张自强，大赛协办代表为飞马旅总经理魏传涛、中科睿芯双创街执行总经理周菜和勤威咨询创始合伙人袁佳贝，大赛投

资人嘉宾代表为真格基金投资副总裁陈高鹏、丰厚资本执行董事胡新高、易汇基金副总裁孟凡与、星瀚资本董事总经理张昊、增

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和金科君创投资副总裁于淼等，创业代表为泽石科技副总裁陈林、星奇实验室CEO张子楠、心永科技CEO魏

耀广和恒润泰生BD总监宋越等。同时还有媒体和众多创业伙伴参与，将共同挖掘智能科技领域新兴赛道的优秀项目，共同助力科

技创新企业发展。

图：主办方介绍

图：主题分享

图：启动仪式

大赛启动 助力创新

科技融合 赋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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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医疗圆桌论坛

图：制造业圆桌论坛

图：项目路演

图：项目路演

图：会后交流2

图：会后交流1

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丰厚资本执行董事胡新高、泽石

科技副总裁陈林和星奇实验室CEO张子楠就智能制造展开了圆

桌论坛，他们表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讲，人工

智能在人、设备和生产环节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企业需注重数

字化转型，制造业企业要从自身发展的核心痛点出发，在合理

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基础上，沿着智能制造的发展方向，形

成完整、高效、科学的智能制造系统。

本次活动还邀请到4个来自新医疗和新制造领域的优秀创业

项目进行了项目路演，同时特别邀请到6位知名投资嘉宾作为本

次路演的点评嘉宾，共享“双创”盛宴。各路演项目展开了精

简又深刻的阐述，分享了医疗及制造领域各自的成果，嘉宾在

问答环节也给予了精彩的点评，并且为项目提出了中肯而精辟

的建议，助力项目成长。

会后，各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共同促进行业发展。优投

主办的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分为春

季赛和秋季赛，分别举行并独立评审。初赛、复赛、决赛以及

优投加速营公开课、优投创新展、闭门资本对接会、创新者大

会等多个赛场及系列活动届时欢迎各位莅临现场，积极参与，

并与优投携手突破边界，资源聚合，赋能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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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

东营赛区复赛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9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山东·东营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京东城市（东营）数字经济产业园

//  协办单位:

   东营优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

值此春意盎然，万物复苏之际，2021年4月9日下午在东营如期举办了UDEMO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东营赛区复赛。

本次大赛由优投和京东城市（东营）数字经济产业园主办，由东营优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协办。

活动开始，由京东城市（东营）数字经济产业园商家服务中心东营优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张志成总经理、京东运营经理张海

涛、京东运营经理陆海军发表致辞并对园区进行介绍，园区基于东营区区位及特色产业基础，发挥京东龙头带动、生态对接的优

势，推进实施“1园4中心1学院”计划，围绕地方的农业、工业、旅游等特色产业全面赋能，打通当地企业与市场链接的通道，补

齐产业发展要素，壮大区域企业综合实力，推进地方产业发展，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经过2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博圳道（东营）商贸有限公司、山东锦益天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意歌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山东尚飞特产有限公司共4家公司，获得UDEMO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东营赛区复赛前四名。

决赛将于4月15日进行，将最终角逐UDEMO 2021 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东营赛区前三名，分别有机会获得：奖励资源包5万元、3

万元、2万元。

本次大赛有博圳道（东营）商贸有限公司、山东锦益天澜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意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山东尚飞特产

有限公司等十余家企业进行线上及线下路演，针对各自的优质店

铺、运营经验，进行了精彩分享，评委提出了丰富意见助力项目

发展。

本次复赛活动采取8+2赛制（8分钟路演、2分钟评委提问）

，现场不仅有精彩的运营技巧分享，更有紧张刺激的时效控制，

考验的不仅是路演运营人才的临场发挥能力、控场能力、更是对

于时间的把控能力以及路演过程中的临时应变能力。

活动期间穿插企业路演展示、评委提问及现场打分、工作人

员举牌提醒路演时间等多个环节有序进行，企业及路演人员充分

发挥各自的运营技巧及现场表现力，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电商

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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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

东营赛区决赛成功举办

//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15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山东·东营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京东城市（东营）数字经济产业园

//  指导单位:

   东营商务局

   东营区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承办单位:

   东营优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

为提高业热情，培养和提高全区广大电商创业者创业技能，推动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发展，营造全区电子商务大发展氛

围，DEMO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东营赛区于4月16日在东营成功举办决赛。

本次大赛由优投和京东城市（东营）数字经济产业园主办，东营区商务局、东营区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指导，东营优

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承办。自11月6日正式启动以来，得到了各类电商企业及个人的积极参与。经过近10天的激烈比赛，于4月16

日迎来决赛。

此次大赛，按照大赛报名、资格审查、复赛、决赛的要求，有十余家电商企业进行线上及线下路演，经过专家们的严格评审

和重重筛选，最终有4家企业进入决赛。

决赛现场，有博圳道（东营）商贸有限公司、山东锦益天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意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山东尚飞特

产有限公司进行线下路演，针对各自抽取的辩题，“流量为王”或“产品至上”，进行了精彩分享，评委提出了丰富意见助力项

目。

图：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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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

东营赛区决赛成功举办

本次决赛活动采取8+2辩论赛制（8分钟立论陈述、2分钟攻辩），现场不仅有精彩的论点陈述分享，更有激烈的论点攻辩，考

验的不仅是辩论运营人才的临场发挥能力、控场能力、更考验了辩论过程中的临时应变能力和口才。这使得整个辩论场面显得精

彩纷呈，热闹好看，而赛后又能引发人们的思考，给人一份耐人寻味的隽永和深沉。

活动期间穿插企业论点陈述、评委提问及现场打分、工作人员举牌提醒辩论时间等多个环节有序进行，企业及辩论人员充分

发挥各自的运营技巧及现场表现力，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电商大赛。

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博圳道（东营）商贸有限公司荣获一等奖，山东尚飞特产有限公司荣获二等奖，东营市意

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荣获三等奖，获得UDEMO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东营赛区决赛前三名，分别获得资源包5万元、3万

元、2万元奖励。

此次大赛对入围决赛的参赛者，园区将统一推荐创业导

师、行业优质资源等，从初创支持、资本对接、政策辅导、财

务管理、法务支持、人力资源、市场拓展、管理咨询等各方

面，为优秀项目提供帮扶，进一步助力企业发展。通过大赛，

激发了全区电商创业热情，培养了电商创业团队诚信经营的理

念，营造了电子商务欣欣向荣的创业氛围，引导更多社会资源

对接电商创业创新项目、促进合作，助推全区经济金融加快发

展。

图：一等奖

图：活动现场

图：二等奖

图：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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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

圆满落幕

//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21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山东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多功能会议厅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承办单位:

   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

//  指导单位:

   李沧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  支持单位:

   “蓝创微云”双创服务生态圈

   山东龙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4月21日，由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主办、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承办、李沧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指导、“蓝创微云”双创

服务生态圈和山东龙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支持的“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路演决赛在青岛国际特别创

新区多功能会议厅圆满落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以“预见优秀，投

资未来”为口号，面向全国遴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依托优投

全国双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

助优投加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形式，为优秀

的双创项目提供展示交流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

赋能，旨在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创升级、加强协同创

新，培育新兴产业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于4月初

启动项目招募，征集报名项目30余个，经过内部闭门评审，共

选出悬浮展示视觉解决方案、Aomet聚合安全通信系统、高库智

能系统集成项目等10个项目入围青岛赛区路演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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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

圆满落幕

经过现场的激烈角逐，最终，青岛赛码技术有限公司的“Aomet聚合安全通信系统”项目从众多路演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青

岛赛区一等奖。

青岛茶老头生活电器有限公司的“沸腾芯2秒即热技术”项目、青岛魔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魔马智能洗车”项目获得二等

奖。

青岛凌瞻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的“悬浮展示视觉解决方案”项目、青岛高库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高库智能系统集成”项

目、青岛海诺兄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点就到家”项目获得三等奖。

青岛九十八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九十八猿在线教育”项目、青岛乎艺科技有限公司的“书法时光机”项目、青岛景诺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项目获得优秀奖。

赛后，受邀担任评委的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山东

区总经理薛光轲评价说：“青岛赛区的10个项目主要集中在人

工智能和文化创意两个赛道，虽然很多项目处于初创阶段，但

是资源积累深厚、商业模式清晰，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广阔

的市场空间，我们将持续跟进这些项目，寻找双方合作的切入

点”。

图：一等奖

图：三等奖

图：二等奖

图：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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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

飞马旅赛场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27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中关村创业大厦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飞马旅

//  支持单位:

   托皇族、中科奇胜、勤威咨询、攀登 

  资本、维州科技、墨非资本、同盟资本

4月27日，由优投与飞马旅主办，托皇族、中科奇胜、勤威咨询、攀登资本、维州科技、墨非资本、同盟资本特别支持的“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飞马旅赛场）”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3号楼言几又2层圆满落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飞马旅赛场）”于4月初启动项目招募，经过内部闭门评审，共选出早早发现、国医堂小

儿推拿等5个项目入围北京赛区飞马旅赛场。本次邀请艾思智投联合创始人王嘉琤、泰岳梧桐资本投资总监王小星、海易资本合伙

人葛成龙、攀登资本合伙人张明军、墨非资本合伙人赵炜担任评委。

赛后，受邀担任评委的艾思智投联合创始人王嘉琤评价说：“创业过程有很多的付出，希望大家创业摒除万难，专心在项目

上，今天项目有许多不同的亮点，我们也为项目提出了很多建议，希望能给项目带来帮助”。

图：活动现场 图：评委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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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

优投赛场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4月28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数码大厦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  

  飞马旅、中科睿芯双创街、上海勤 威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西善520青创空间

//  支持单位:

   苏纳创投、北京牡丹创新科技孵化器

  有限公司

”

4月28日，由优投主办、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飞马旅、中科睿芯双创街、西善520青创空间、勤威咨询、华兴控股、新创

联、滨海创智等协办，苏纳创投、北京牡丹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支持的“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优投赛场）”在北

京数码大厦优投路演厅圆满落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以“预见优秀，投资未来”为口号，面向全国遴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依托优投全国双

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助优投加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形式，为优秀的双创项目提

供展示交流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赋能，旨在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创升级、加强协同创新，培育新兴产业

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优投赛场）”于4月初启动项目招募，经过内部闭门评审，共选出智慧融课堂、魔力数

据、激光质子刀等7个项目入围优投赛场路演。本次邀请元昆创投合伙人李忠敏、瑞昇基金投资总监杜明明和紫光云产业孵化中心

副总经理吴振龙担任评委。

评委为项目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建议，赛后，受邀担任评委的瑞昇基金投资总监杜明明评价说：“优投赛区的7个项目主质量很

高，团队专业，资源积累深厚、商业模式清晰，落地性更强，本次路演收获很大。”

图：活动签到 图：活动现场 图：评委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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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

天津赛区路演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5月11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中关村创业大厦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飞马旅

//  支持单位:

   托皇族、中科奇胜、勤威咨询、攀登 

  资本、维州科技、墨非资本、同盟资本

5月11日下午，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在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圆满举行，活动由优投主办，优投空间

（天津港保税区）、滨海创智协办本次活动，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赛茵咨询作为本次活动支持单位。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以“预见优秀，投资未来”为口号，面向全国遴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依托优投全国双

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助优投加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形式，为优秀的双创项目提

供展示交流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赋能，旨在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创升级、加强协同创新，培育新兴产业

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大赛活动3月中旬在北京进行启动以来，天津赛区经过前期的项目征集，优投空间（天津港保税区）、滨海创智、赛茵咨询为

大赛输送了优质的创新项目，为创业者提供展示、交流、对接平台。

通过前期闭门资料审核，最终进入天津赛区决赛路演名单共9个。滨海创智赵晨安、赛茵咨询副总经理史楠、宝融律师事务所

图：活动现场 图：活动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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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下午，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在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圆满举行，活动由优投主办，优投

空间（天津港保税区）、滨海创智协办本次活动，天津港保税

区创新创业中心、赛茵咨询作为本次活动支持单位。

保税区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和健康、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民用航空、海洋经济、大众消费品、现

代服务业七大产业集群，空客中国、中船重工、科大讯飞、九

安医疗、华大基因、瑞普生物、神州租车等一批行业龙头项目

竞相发展，276个世界500强投资的项目在保税区落地生根。

滨海创智赵晨安赵总代表滨海创智对天津赛区参会嘉宾以

及投资机构、创新项目表示热烈的欢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发展，能够借助优秀

平台，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赛茵咨询副总经理史楠表示创新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始

终与资本的催化、促进作用相伴。创业投资机构在创新、创业

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

的作用也发挥得更加明显。

合伙人佟晓彦、江河咨询执行董事孙昊、科创天使高级投资经理李明翰、鑫航资本副总经理杜大鹏担任本次大赛评委，帮助企业

更好更快的发展，为项目提出有价值的指导和建议。

0 1   主办方介绍

0 2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0 3   协办方致辞

0 4   支持单位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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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的评审规则，本次路演将采取“10+4+1”的模式，即每个项目有10分钟的路演时间和4分钟的问答时间以及1分钟的

评委打分时间。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圆满结束！

海归湾国际教育

与伴教育

静碘智能止鼾器

爱未来 

辰夫工业云大脑

北方草帽农场

星程互信

水清华

惊帆科技

0 5   项目路演

优秀奖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0 6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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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

勤威咨询分赛场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5月18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数码大厦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勤威咨询、钛金资本

”

5月18日，由优投、勤威咨询、钛金

资本主办的“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

大赛（勤威咨询赛场）”在北京数码大

厦优投路演厅圆满落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

赛”，以“预见优秀，投资未来”为口

号，面向全国遴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

依托优投全国双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

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助优投加

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

形式，为优秀的双创项目提供展示交流

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赋

能，旨在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

创升级、加强协同创新，培育新兴产业

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

（勤威咨询赛场）”于4月初启动项目

招募，经过内部闭门评审，共选出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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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威咨询赛场至此圆满

成功。

主办方勤威咨询及钛金资本创始人袁

佳贝先生发表致辞，对此次大赛的初衷

和钛金资本进行了介绍。

云、大简技术、红蓝天平等8个项目入围勤

威咨询赛场路演。本次邀请勤威咨询创始

人、钛金资本创始人袁佳贝、钛金资本合

伙人赫鑫鑫、海易资本合伙人葛成龙、飞

马旅北京站总经理魏传涛、中科奇胜CEO

李琦和瀚海控股投资经理王伟担任评委。

图：活动签到

图：评委导师

图：主办方致辞

图：项目路演

图：赛后交流

162



“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

优投分赛场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5月27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数码大厦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5月27日，由优投主办的“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优投赛场）”在北京数码大厦优投路演厅圆满落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以“预见优秀，投资未来”为口号，面向全国遴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依托优投全国双

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助优投加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形式，为优秀的双创项目提

供展示交流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赋能，旨在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创升级、加强协同创新，培育新兴产业

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优投赛场）”于4月初启动项目招募，经过内部闭门评审，共选出外星人手、集思谱、蓝

鲸海等6个项目入围优投赛场路演。本次邀请清研资本华北区总经理蓝云鹏、AC资本合伙人李宁、欧瑞资本投资总监张琨和明芯天

使创始人杨启明担任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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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投赛场至此圆满成

功。

图：活动签到 图：项目路演

图：合影留念

图：评委点评

图：赛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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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

优投分赛场圆满结束

图：项目路演 图：合影留念

“U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电商赛道

东营赛区复赛圆满结束

//  活动时间:

   2021年6月4日 13:00-17:00

//  活动地点:

   湖南·怀化

//  主办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

   怀化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

6月4日，由优投主办的“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怀化赛场）”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圆满落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以“预见优秀，投资未来”为口号，面向全国遴选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依托优投全国双

创生态优势，链接国内知名投资机构和创服机构，借助优投加速营、资本对接会、优投创新展等多种形式，为优秀的双创项目提

供展示交流平台，并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加速赋能，旨在进一步整合双创要素、促进双创升级、加强协同创新，培育新兴产业

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U DEMO 2021优投创新创业大赛（怀化赛场）”于4月初启动项目招募，经过内部闭门评审，共选出芯有锁数、新时代“变

形金钢”、果宝农科等12个项目入围优投赛场路演。本次邀请怀化市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主任周华、怀化市就业服务培训部部长戴

永海、怀化市创业培训讲师协会会长康建雄、怀化市人社局第二届创业服务专家咨询团成员汤云富和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舒

兴华担任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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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怀化赛场至此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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