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应数字化、智慧化发展趋势，烟台开发区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全面起势，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依托于“城市大脑”建设，将加速实现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城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的深度融

合。未来，烟台开发区将继续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主动引领智慧城市规划建设融入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壮大，为新旧动能

转换提供新引擎、为智慧自贸发展培育新模式，致力打造具有“数字竞争力”的现代化滨海新区。

             获奖项目Winners

第一名【泛海海工】

项目描述：项目主要经营海洋装备、船

舶、机械设备、硬件的设计、生产、维

修、销售，板材、管材的生产、销售,软

件设计、销售，计算机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智能网络控制设备的设计、安装,安

全防范设备的安装、维护，通信系统的

设计、开发,通讯科技产品、弱电智能系

统、网络系统、监控系统的技术开发，通

信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维护、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第二名【辰天科技】

项目描述：北京辰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

工业AGV的核心技术即工业定位导航设备

及相关软硬件技术的研发和实施。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是国内最早从事工业定位导航

算法研发的技术团队，开发了基于反光标

的工业激光定位器、基于SLAM的激光定

位导航器和基于激光和视觉双SLAM的工

业级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定位导航设备，

并采用AI技术实现了彻底解决行业痛点的

完美方案。

第二名【一技教育】

项目描述：主要从事影视游戏动画等相关

业务制作，公司目前致力两个主要方向，

一个是电影和游戏项目制作，一个是基于

CG行业标准化项目制在线教育。一技教

育被建邺区政府授为建邺区创业精英基地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保局指定合作职业教

育单位。其中公司自主研发项目制教学平

台于2007年上线，主要针对CG行业的职

业技能共享，让更多的兴趣爱好者交流

CG技能。

第三名【弘德海洋生物】

项目描述：公司是集育苗、养殖、专业化

分拣、粗精加工、牡蛎主题餐厅（配套中

央厨房）销售为一体化产业链的综合性行

业内领先海洋产业企业，公司有自营进出

口权。

第三名【一元绿碳环保科技】

项目描述：山东一元绿碳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前为：烟台福缘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是从事环保技术研发、环保设备生

产、环保新材料合成、新技术推广应用为

一体的民营科技型企业。

第三名【区块链光伏产业】

项目描述：阳光星球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光

伏实体产业，将线下闲置农村、城乡房屋

屋顶资源利用起来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

站，并将所有已建成和规划中的光伏电站

资源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资产上链，

转化为可溯源的数字资产。通过线下统一

的运营、维护电站，保障用户25年的稳健

收益。

圆桌论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动能》

”
2020.10.20

济南赛区优投赛场复赛

2020.10.21

天津赛区复赛

2020.10.16

北京赛区优投赛场复赛

2020.07.15

创业训练营第1期

2020.10.21

怀化赛区复赛

2020.10.22

青岛赛区复赛

  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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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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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联合举办的面向全球性质的创业大

赛。

2020是“东升杯”大赛举办的第八年，也是大赛发展的

全新之年。今年，大赛链接全球优质合作资源，结合全方位

创业指导，针对产业核心区域优势，沿用全球赛区制，联合

当地孵化矩阵与产业服务资源助力项目成功落地。项目范围

涵盖生命科学、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创新领域，

形成区域初赛-区域复赛-全球半决赛-全球总决赛的具备全

球性规模的赛事体系。

2020第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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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华南等八

大分赛区。国际赛区设置8个赛区，包括北美、欧洲、一带

一路等赛区。其中北京主赛区开设13个北京分赛场，国内赛

区设置12个分赛区，国际设置12个分赛区。累计招募来自海

内外的创新创业项目2000余个。今年大赛延续百万奖金及免

费物理空间奖励，设置奖项共38名。并深化“蜂鸟计划”7

大赋能加速礼包。

活动介绍 创业训练营

心笃定 创无畏 撼未来。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

第1期创业训练营于7月15日圆满结束。本次活动通过线下培

训的形式成功举办，并进行线上同步直播。本期我们邀请到

了优投空间创始人代瑞红博士和黑石咨询创始合伙人君哲老

师从参赛指导、企业增长两个板块以课堂授课+案例分析+导

师点评形式开展学习。

优投作为2020第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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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赛区优投赛场、天津赛

区、怀化赛区、青岛赛区的复赛赛事，包含项目征集、初赛选拔、路演等。此外，优投还承办了大赛的创业训练营以及全球总决

赛2V1赛事的赛前培训，协办两场全球半决赛行业赛，共同弘扬双创文化，激发创新热情。

//  活动时间：2020年7月15日 14：00—17：30

//  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304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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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 

//  承办单位：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执行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2020 

2020.11.18-11.19

全球半决赛

2020.12.08

全球总决赛赛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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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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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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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球性创业赛事。

第一期创业训练营联合优投空间共同举

办。

优投空间创始人代瑞红博士进行了

《如何准备路演BP，让你在大赛中脱颖

而出》的主题培训，从参赛路演BP的准

备、完美的项目陈述、有效的沟通互动、

良好的路演心态几个维度对创业者进行参

赛指导，打造一份完美的BP,帮助创业者

在大赛或路演中脱颖而出。

黑石咨询创始合伙人君哲老师进行

了《创新创业企业如何实现破局增长》

的主题培训，从业务破局-看增长、管理

破局-看团队、变革破局-看落地这三个

角度帮助企业内化“增长套路”、打造“

增长团队”，培养“增长文化”进而帮助

企业构建自己组织特有的“增长基因”。

通过导师带来的精彩课程，让大家收

获了许多创业技巧，创业路上，优投与你

同行！

2020第八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北

京赛区优投赛场复赛

//    活动时间：2020年10月16日  14:00—16:30

//  活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枫烨园“宴

会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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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响应国家双

创动能打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2020第八届“东

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复赛北京赛区优投分

赛场于2020年10月1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东升科技园·枫烨园“宴会厅”成功

举办。

赛伯乐投资管理合伙人郭利冰、泓阳

投资合伙人洪伟、奇点资本董事总经理姜

广胜、清华大学清研资本华北区总经理蓝

云鹏、瑞昇基金投资总监凌棱5位专家评

审出席活动，同时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来

自各投资机构、科研院所、知名企业的

代表，共同见证了本次2020第八届“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复赛北京赛区优投分赛

场的圆满举办。

2020年，“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

以“心笃定·创无畏·撼未来”为主题，

采用10分钟路演+5分钟互动答辩模式，

现场共有8个项目进行路演，分别是母婴

个性化营养监测评估干预一体化平台、电

子产品可靠性云评估、基于虚拟现实引擎

的直播和数字孪生、Geelink数据智能感

知平台、aiXcoder智能编程系统、羿读AI

视觉读表、超选智聘、心脑血管疾病无创

诊断智能云平台项目，其中心脑血管疾病

无创诊断智能云平台项目采用了线上路演

的形式，远程参与。

各位参赛者在本次路演环节中思维敏

捷、冷静镇定地阐述了项目在各自领域的

突出优势、未来市场、广阔前景等，5位

专业的评审嘉宾围绕产品与市场、创始团

队、财务管理、商业模式、创新性五个方

面对参赛项目进行创新性研判、市场分析

和投融资见解，并与创业者进行详细的沟

通与互动。

路演活动的最终结果将在“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公众号和大赛官网进行公布。

优质项目将进入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

际创业大赛全球半决赛，并预祝可以踏入

全球总决赛的舞台，赢取百万现金大奖和

免费物理空间。

大赛评委
分享者：代瑞红   优投创始人

分享者：君哲   黑石咨询创始合伙人

合影留念

活动现场

项目路演

合影留念

分享者：君哲   黑石咨询创始合伙人

2020第八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济

南赛区优投赛场复赛

//    活动时间：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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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优投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响应国家双

创动能打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

济南分赛区复赛于2020年10月20日在山东

省济南市中关村领创空间3楼路演厅成功

举办。

济南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黄金、济南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董

事总经理权鲁媚、鲁佳创投总经理刘晓

晨、济南经发基金管理员有限公司投资业

务部资深经理张煊瑞、国家工信部财经专

家刘英芳5位专家评审出席活动，共同见

证了本次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

大赛济南分赛区复赛的圆满举办。

2020年，“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

以“心笃定·创无畏·撼未来”为主题，

现场共有7个项目进行路演，分别是风电

智慧化项目、新光源显示项目、船舶新材

料、管道系统物联网智能防漏阀门装置软

件+硬件、基于IOT自动感知猫眼与智能

锁互联互通系统的开发、工业机器人的系

列化研发制造、山东杜府万亩文冠果生态

产业园项目。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优投空

间与各类专业创新创业机构合作。优投空

间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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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有价值

的创业服务，希望通过本次大赛的举办，

能够链接、汇聚全球创新创业资源优势，

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创新创业，搭建服

务科研转化的平台，弘扬双创文化，激发

创新热情。

2020第八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天

津赛区复赛

//    活动时间：2020年10月21日 13:30— 17:00

//  活动地点：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空港商务园东区E8号楼A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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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心笃定·创无畏·撼未来”2020第

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天津分赛区

复赛活动在天津市空港经济区空港商务园

东区E8号楼A座4F会议室成功举办。

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股权

部总监李志勇、天津茵诺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超、晓智荟（天津）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晓玉、天津江

河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昊、九鼎投资

项目经理助理贺存波等5位专家评审出席

活动，同时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来自各投

资机构、企业、创新创业项目的代表，共

同参与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7个项目进行路演，其中是

数字经济项目的有：灼华科技、工作来

了、有派科技、深思维；生命科学项目

有：模块化智能水族平台、澳洲互联网+

医养康服务模式的本土化落地、血糖稳定

型医药食品功能大米；其中血糖稳定型医

药食品功能大米项目采用了线上路演的形

式，远程参与。

各位参赛者在本次路演环节中思维敏

捷、冷静镇定地阐述了项目在各自领域的

突出优势、未来市场、广阔前景等，5位

专业的评审嘉宾对参赛项目进行创新性研

判、市场分析和投融资见解，并与创业者

进行详细的沟通与互动。

评委嘉宾

项目路演

合影留念

项目路演

合影留念

活动现场

93 94



”
“心笃定·创无畏·撼未来”

   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全球半决赛

活动时间：2020年11月18日-19日

活动地点：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B1国际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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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

理委员会 

全球半决赛-数字经济行业论坛暨行业主题赛

11月18日，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全球半决赛-数字经济行业论坛暨行业主题赛在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

座B1国际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数字经济领域行业主题赛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举办，累计受众20万+！

主题分享：《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分析和展望》

分享嘉宾：曹峰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人工智能

部副主任

主题分享：《数据智能与投资机会》

分享嘉宾：胡新高 丰厚资本 董事总经理

主题分享：《万亿元大数据产业投资机遇》

分享嘉宾：陈新河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副秘书长

主题分享

圆桌论坛

圆桌论坛：《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和投资》  主持嘉宾：姚欣彤 北京明德长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圆桌论坛环节，泰达科技投资董事总经理高玉柱、

现任清华控股华控基石基金投资副总经理范霄、明照资本

合伙人吴志宏、泓阳投资管理合伙人洪伟4位来自数字经

济领域的行业专家及嘉宾，针对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价值及

现在对比以前的时代特征在创业创新上的新变化、产业数

字化创新蕴藏的投资新机遇以及企业的数字化能力的考量

要素、更好的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集聚这三个方面

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分析。针对产业数字创新能力及数字创

新人才的建设都表达了独特的见解。

2020第八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怀

化赛区复赛

//    活动时间：2020年10月21日 13:30— 17:00

//    活动地点：湖南省怀化经开区京东云（怀化）数字经济产

业云二期路演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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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优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响应国家双

创动能打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2020第八届“东

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怀化分赛区复赛于

2020年10月21日在湖南省怀化经开区京东

云（怀化）数字经济产业云二期路演厅圆

满举办。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IYB创业培训

讲师康建雄，资深企业管理顾问培训师、

智成企业管理咨询机构顾问师汤云富，人

社部SYB创业培训讲、怀化市创业专家团

成员金志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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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专家评审出席活动，共

同见证了本次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

创业大赛怀化分赛区复赛的圆满举办。

2020年，“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

以“心笃定·创无畏·撼未来”为主题，

现场共有8个项目进行路演，分别是水电

工微创业平台项目、绿巨能回收项目、茯

苓精选自动化加工项目、芷江山鸡产业创

新项目、扬帆起航—荞先生商贸有限公司

项目、创新食材净化机项目、黔阳晶项目

以及生态供应链项目。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优投空

间与各类专业创新创业机构合作。优投空

间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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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有价值

的创业服务，希望通过本次大赛的举办，

能够链接、汇聚全球创新创业资源优势，

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创新创业，搭建服

务科研转化的平台，弘扬双创文化，激发

创新热情。

2020第八届“ 东升

杯”国际创业大赛青

岛赛区复赛

//    活动时间：2020年10月22日 13:30— 17:00

//   活动形式：线上直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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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优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响应国家双

创动能打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2020第八届“东

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青岛分赛区复赛于

2020年10月22日通过线上路演的方式成功

举办。

济南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黄金、济南中关村董事总经理巩守

猛、鲁佳创投总经理刘晓晨、济南经发基

金管理员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资深经理张

煊瑞、国家工信部财经专家刘英芳5位专

家评审参与本次线上路演，共同见证了本

次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青

岛分赛区复赛的圆满举办。

2020年，“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青

岛分赛区复赛以“心笃定·创无畏·撼未

来”为主题，现场共有5个项目参加了线

上路演，分别是腾房云房产大数据SAAS

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虚实融合测试验证

平台、飞熊领鲜网、交通流感知大数据平

台、智慧厨房产业化项目。

各位参赛者在本次路演环节中思维敏

捷、冷静镇定地阐述了项目在各自领域的

突出优势、未来市场、广阔前景等，5位

专业的评审嘉宾围绕产品与市场、创始团

队、财务管理、商业模式、创新性五个方

面对参赛项目进行创新性研判、市场分析

和投融资见解，并与创业者进行详细的沟

通与互动。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优投空

间与各类专业创新创业机构合作。希望通

过本次大赛的举办，能够链接、汇聚全球

创新创业资源优势，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

持创新创业，搭建服务科研转化的平台，

弘扬双创文化，激发创新热情，掀起热

潮，打造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强劲

引擎。

合影留念

活动现场

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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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单位：北京东升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主题分享：《氢能产业浅析及投资建议》

分享嘉宾：蓝云鹏  清华大学清研资本华北区办事处总经理

主题分享：《半导体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分享嘉宾：步日欣 创道咨询合伙人

主题分享：《新材料行业分析及企业成长关键》

分享嘉宾：桂秋丹 博石资本董事长

主题分享

11月19日，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全球半决赛-新能源/新材料行业论坛暨行业主题赛在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1

号楼D座B1国际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新能源/新材料领域行业主题赛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举办，累计受众21万+！

全球半决赛-新能源/新材料行业论坛暨行业主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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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未来  赋能创新
天津港保税区·优投创新创业季 ”项目路演（综合创新场）北京站

//  活动时间:

   2020年11月20日 13:30-16:00

//  活动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

   1号楼D座B1国际报告厅

//  指导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  主办单位: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

   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天津市创业孵化协会

“智造未来  赋能创新 ”天津港保税区·2020优投创新创

业季项目路演（综合创新场）于2020年11月20日圆满举行。

本次活动由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导，由天津港保税区创新

创业中心、天津优投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主办、天津市创

业孵化协会进行协办。优投创始人兼CEO代瑞红、优投空间

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张自强、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

目主管黄崑、中甬投基金创始合伙人朱天博、赛伯乐投资集

团管理合伙人郭利冰、奇点资本董事总经理姜广胜、金科君

创投资副总裁于淼、平安财智投资副总经理赵鸿涛等几十家

专业投资机构、创新创业项目代表参与本活动。本场活动优

选有意向来津发展的企业，为其提供展示的机会，并与政府

及投资机构进行深度交流，以获得政策、资源、服务等全方

位的帮助和扶持。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黄崑对天津港保税

区进行介绍，天津港保税区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保税区，

全国范围内区域功能形态最为完善，拥有港口、机场双港优

势，下辖空港、临港、海港三个片区，除具备普通开发区功

能外，还拥有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三类四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享有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

先试政策，是我国区域功能形态最为完善的区域，对外开放

和创新功能优势明显。天津港保税区将为企业提供最优越的

投资环境、最完善的政府服务和量身定制的支持政策，助力

企业实现最大的商业成功！

0 1   天津港保税区介绍

活动现场 黄崑   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主管

圆桌论坛

圆桌论坛：《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和投资》        主持嘉宾: 朱 艳   中企鸿通合伙人

在圆桌论坛环节，清华大学清研资本华北

区办事处总经理蓝云鹏、中科招商副总裁董

刚、中企鸿通合伙人朱艳、北京纵横天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牛英波、新材智资本副总

裁姜晓燕5位来自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行业专

家及嘉宾，针对新材料产业的投资趋势以及投

资领域的布局、新材料行业投资面临的困境及

对策、以及科创板新材料领域进行了深刻的探

讨分析。针对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困境及优势

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剖析。

   2020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全球总决赛

为了让晋级项目以更好地状态，更加完善的展示，优投

空间邀请到了凯风创投北京合伙人文纲、国科嘉和执行董事

丁润强、优投创始人代瑞红三位优秀的行业专家导师，为各

参赛项目进行围绕商业模式、产品定点、营销布局、商业计

划书、项目路演等方面的定制化2V1专业辅导。助力项目以

更好的状态冲刺全球总决赛百万奖金！

全球总决赛赛前培训

2V1赛前辅导

全球总决赛

历经区域初赛-区域复赛-全球半决赛后，2020

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全球总决赛12月10

日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会议中心

颐和厅顺利举办！

颁奖环节

优投空间作为合作伙伴多年参与“东升杯”赛事，自2020

第八届“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启动以来，优投进行了全赛程

的陪伴和重要参与，为赛事的成功举办输送了众多优质项目，

最终荣获大赛组委会颁发的“优秀推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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