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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南 先 行 区 · 京 东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大赛概况
General Situation

大 赛 介 绍

指导单位：
济南市科学技术局
济南市农业农村局

主办单位：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
济南先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京东云
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

执行单位：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为大力引聚新科技、新农业的创新创

业项目，促进项目落地济南先行区，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特举

办“聚焦新科技 . 赋能新农业”2019济南

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大赛将为优

秀的新科技、新农业项目提供展示、交

流和合作的平台，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创新发

展。

大赛以山东为核心，辐射全国，依托

济南先行区的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产业

优势，借助京东集团特有的线上流量、创

业服务、创投基金、创业导师等资源，挖

掘和服务全国新科技、新农业的创新创业

项目。本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项目，

设立济南、北京、上海、深圳四大赛区。

济南为主赛区，北京、上海、深圳为分赛

区。大赛由“大赛启动仪式、大赛报名、

初赛评审、线下复赛、现场决赛”五个阶

段组成。

本次大赛是京东云携手济南先行区打

造的首届创新创业大赛，是济南先行区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创新能力提升、创

新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京东云助力

济南先行区新旧动能转换的又一次重要举

措。力图将大赛打造成一个立足山东、辐

射全国、有影响力、持续性的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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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8
济南

2019.07.16 深圳赛区宣讲会

2019.07.17 上海赛区宣讲会

2019.07.26 北京赛区宣讲会

2019.08.21 上海赛区复赛

2019.08.23 深圳赛区复赛

2019.08.26 北京赛区复赛

2019.08.28 济南赛区复赛

2019.08.15
四赛区初赛项目评审

2019.09.05
济南

2019.09.06
北京·京东总部

大赛主题

聚焦新科技，赋能新农业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

赛区设置

赛程安排

四大赛区

主赛区：济南

分赛区：北京、上海、深圳

项目征集

面向全国征集从事智能智造、新信息技术、AR|VR、机器算法、大数据、科技农业、农特产品研发、

农业加工等方向的企业及团队，项目涉及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创新创

业项目。

数说大赛
Detailed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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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
2019 JINAN LEADING DISTRICT JINGDO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参赛项目所属地：

济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浙江、河南、河北、安徽、西安、成都、武汉、苏州、成

都、兰州、青岛、杭州、宁波、秦皇岛、常州、惠州、德州、淄博、郓城等。

4 大赛区：济南、北京、上海、深圳

共征集了 440 个参赛项目

13 场宣讲及赛程活动

30+ 位各层政府领导关注支持

100+ 位评委嘉宾参与

20+ 个项目签约落地先行区

300+ 篇各类媒体报道

项目所属领域：

VR、AR，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电商，大数据、新信息技术、

科技农业、农特产品研发、农业加工等。



领导关怀
Leadership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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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领导

刘     燕  山东省政协委员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巡视员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服务队队长

景旭东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投促一部投资促进办公室主任

李俊卿   山东科技咨询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于朝晖   济南市市区城发展战略推进办公室对口支援处处长

姜     锋   济南市科技局高新处副处长

王瑞库   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处处长 

焦方振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部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张锋久   济南市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经理

李云波   济南先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隗     进   济南先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任

邵     晶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投促一部投资促进办公室副主任

宋     博   济南先行区管委会投资促进一部企业服务办公室

岳     巍   济南市天桥区纪检委科长

刘卿鹏   济南市天桥区自然资源局科长

张亚宁   济南市市城管执法局科长

京东领导和代表

戢凡峰   京东云北区总经理 

刘向锋   京东云创新中心负责人 

王     涛   京东云农业云负责人 

张     娜   京东云山东公司兼济南分公司总经理 

师海珍   京东云创新中心 副总监 

赵     勇   京东云创新中心孵化副总监 

申文斌   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负责人

参会领导



大赛导师评委
Tutors and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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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莅临总决赛暨颁奖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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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大  质量高

· 大赛以济南为主赛区，在北京、深圳、上海设立分赛区，征集项目汇集全国科技类、农业

类项目。大赛从 7 月 8 日启动仪式到 9 月 5 日决赛结束，参会人数高达 1400 人，科技、农

业行业内优秀项目、专业人士、权威专家、政府部门汇聚一堂，共商创新创业发展之路。

     模式新  资源广

· 北京优投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优投空间），作为创新型孵化器，采取“空间+服务+投

资”的模式，为早期创业项目提供创新性创业服务，为优秀的项目引荐种子投资和天使投

资，帮助创业企业更好成长。优投空间目前在北京、苏州、济南、怀化等地均运营有创新

空间。优投空间有丰富的创业导师资源，且有丰富的承办省级、市级创新创业大赛的经

验，并具有多省份、多领域的创业项目资源。

     全方位  宣传广 

· 多种宣传方式灵活组合 + 多种宣传渠道，全面展示大赛亮点，吸引参赛项目和参会人群。

现场图文报道、网络频道同步直播，及时向社会各界传播创新创业大赛的精彩全程。本次

大赛在近 2 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与网络媒体 + 自媒体合作，共发稿 359 篇，吸引大众阅读量 

280 万+，涉及范围广。

 

     阵容强 资历深

· 整个大赛期间超过100位来自科技、农业、投融资领域知名机构的专家组成本次大赛的导师

评委团， 参与到创业指导、项目评审环节。并给创业者一对一指导，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有针对性地给予参赛者辅导，帮助其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建平台  聚资源

·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下，以新科技、新农业为立足点，为创业者提供一个项

目展示、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大赛整合了各方资源，成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集成平

台、投融资对接平台、产业孵化平台、产品展示平台。

大赛亮点
Competition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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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回顾
Competition Review

总决赛暨颁奖典礼 

9月5日，以“聚焦新科技，赋能新农业”为主题的“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济南顺利举办。前期，400多个创新创业项目历经初

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最终 21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采取公开路演的方

式进行评审，即5分钟路演+3分钟问答+1分钟评委打分。来自科技、农业、投融资领

域的专家共16位组成评委团，为参赛项目现场打分、专业点评。

参加本场大赛总决赛的21个项目，包含13个科技类项目、8个农业类项目。经过

激烈角逐，最终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本次大赛获奖项目将给予

最高5万元的京东梦想基金奖励，同时，济南先行区、京东云还将在政策、投融资、

创业培训等方面给予获奖项目一定支持。

经过前期洽谈，本次大赛上15个项目有意向入驻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并举行

意向签约仪式。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

时间：2019年09月05日  16:10-17:00

地点：山东济南市中区济南鲁能希尔顿大酒店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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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暨颁奖典礼议程总结

时间 议题 嘉宾

12:30-13:30 签到，播放京东集团、京东云、先行区、大赛回顾视频

13:30-13:35 主持人开场

13:35-13:40 政府领导致辞

刘 燕

山东省政协委员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巡视员民

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服务队队长

13:40-17:25 总决赛 项目路演 21 个

17:25-17:35 主题分享
余柏文

青创伯乐总裁创始合伙人

17:35-17:45 颁奖典礼
科技组、农业组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

奖

17:45-17:51 意向项目签约仪式

17:51-17:55 合影留念（领导、评委、嘉宾、获奖项目）

18:00 颁奖典礼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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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巡视员、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队长刘燕

致总决赛暨颁奖典礼欢迎词

各位嘉宾、评委、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在这秋高气爽、硕果累累，充满着收获和喜悦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

赛”的决赛时刻，本次大赛主题为“聚焦新科技·赋能新农业”。我在此欢迎各位嘉宾、评委、参赛企业及投资机

构等各单位朋友们的到来。济南的秋天是层林浸染、丰硕多彩的，就像本次的创新创业大赛一样，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汇聚了非常多的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为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2018年9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

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本次活动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增添了

动力和活力。希望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项目都能在济南落地并发展壮大，同时也希望济南本地的项目茁壮成

长。

2019年5月，山东为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因企实

策，办实事，求实效，组建了一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以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企

业发展环境，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全面支持民营企业的各方面发展。感谢先行区管委会及京东云的邀请，也非常高

兴参加本次创新创业大赛的决赛环节。我谨代表服务队成员向关注和支持大赛的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

也预祝各参赛单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最后，预祝本次创新创业大赛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
2019 JINAN LEADING DISTRICT JINGDO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总决赛项目路演

15家意向项目签约仪式 主题分享

获奖项目

19 20

科技组

一等奖：侵入式液态散热

二等奖：谷东科技、灵犀AR、行为语言计算技术及行为云

三等奖：数据库调优专家云、辰天科技、趋视科技、小睿智洗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优 胜 奖

农业组

一等奖：一牧智慧牧场

二等奖：德惠新材料

三等奖：爱咕噜、爱科农



启动仪式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于2019年7月8日在济南隆重举行。

济南、北京、上海、深圳四大赛区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来自济南市科学技术局、济

南市农业农村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等多位政府领导，以及济南先行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京东云代表共同出席了大赛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大赛组委

会代表对本次大赛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为莅临现场的25位导师评委代表颁发大赛导师

证书。此外，特邀科技、农业、工业设计等领域专家、以及知名投资机构创始人，开

展了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创业讲堂，从学术前沿、产业升级、资本助力等多个角度

进行了思想碰撞。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

时间：2019年07月08日  12:30 - 16:40

地点：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 · 宴会厅

21 22

总决赛路演项目  共21个项目

意向签约企业  共15家企业

01. 谷东科技

02. 普罗米修斯

03. 百合健康产业链

04. 一牧智慧牧场

05. 辰天科技

06. 一种感温变色的智热新材料

07. 爱科农

08. 趋视科技

09. 灵犀AR

10. 爱咕噜

11. 恒通旺达

12. 小睿智洗

13. 德惠新材料

14. 数据库调优专家云

15. 丽晶美能

16. 健丽乐

17. 行为语言计算技术及行为云

18. 灵至科技

19. 洁鹿环保

20. 先行区智慧农业社会化服务

21. 浸入式液态散热

签约企业名称 企业项目名称

01. 山东齐盛热力有限公司 一种感温变色的智热新材料

02. 山东锦尚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蔬菜集约化育苗

03. 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农业大数据的作物种植管理决策多样性服务
平台建设（爱科农）

04. 济南埃格瑞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先行区智慧农业社会化服务

05. 山东杜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杜府万亩文冠果生态产业园

06. 济南餐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食尚云生鲜配送SAAS平台及食材供应链项目

07. 山东竹笋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竹笋学院-应用心理学在线职业教育

08. 北斗星光源有限公司 电致生物发光柔性面光源项目（北斗星TBD）

09. 山东华瑞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瑞源汽车后市场产业互联网平台

10. 健丽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健丽乐）超氧之家

11. 普罗米修斯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普罗米修斯）5G全全息影像制作云

12. 甘肃神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百合健康产业链

13. 北京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 灵犀AR

14. 行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行为语言计算技术及行为云

15. 北京辰天科技有限公司 辰天科技



时间 议题 嘉宾

12:30-14:00 签到，播放暖场视频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介绍到场领导和嘉宾

14:05-14:10 政府领导致辞
焦方振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

产业发展部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14:10-14:15 京东云领导致辞 刘向锋 京东云创新中心负责人

14:15-14:25 大赛介绍 申文斌 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负责人

14:25-14:45
主题演讲：

科技创新引领下的创业投资
张 昊 星瀚资本董事总经理

14:45-15:05
主题演讲：

现代都市农业与创新创业

王 柟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理论与规

划团队首席科学家

15:05-15:30

圆桌论坛：

科技和农业的

创新、赋能与升级

主持人：刘款款 山东广播电

视台资深农业主持人

张 昊 星瀚资本董事总经理

李 锐 浪潮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人工智能专家

王 柟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理论与规

划团队首席科学家

郑冬平 上善设计创始人

高 东 济南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涛 京东云农业云负责人

15:30-15:35 大赛启动仪式

姜 锋 济南市科技局高新处副处长

王瑞库 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处处长

焦方振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产业

展部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贾 为 济南先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向锋 京东云创新中心负责人

张 娜 京东云山东公司兼济南分公司总经理

王 涛 京东云农业云负责人

15:35-15:40 颁发大赛导师评委聘书

领导致辞：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部
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 焦方振  

济南先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任隗进 接受媒体采访

创客讲堂 圆桌论坛

创业导师聘任仪式：为莅临现场的25位导师评委代表颁发大赛导师证书

23 24

启动仪式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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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部农业农村

办公室副主任焦方振致启动仪式欢迎词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我是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部农业农村办公室焦方振。很高兴作为先行区管委会

代表，为2019济南先行区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致辞。

济南先行区作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先试的排头兵，成立以来非常重视科技创新能力，也在大力扶持科技

创新企业，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相关工作。自2018年9月先行区与京东达成全面战略合作以来，京东以“云+产

业”的合作模式落地，统筹推进“电商+全要素”、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为先行区新旧动能转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先行区与京东共同围绕新农业的产业提升、创新创业环境

打造、专业人才培养引入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工作，本次大赛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相信本次大

赛必定会汇聚非常多的优秀项目、优秀人才，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共赢

新未来。先行区也将为大家敞开大门，欢迎优秀企业的入驻。

在此，我谨代表先行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部对大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参赛单位所给予的大力支

持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筹备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大家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并预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

谢谢！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
2019 JINAN LEADING DISTRICT JINGDO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领导致辞
京东云创新中心总经理刘向峰致启动仪式欢迎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可以代表京东云，为2019济南先行区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致辞。感谢各位领导一直以来对京东的信赖

与支持。

2004年，京东正式涉足电商领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公司，已经连续第三年入选《

财富》世界500强。值得一提的是，在刚刚结束的京东618全球年中购物节中，累计下单金额达2015亿元，海量订单

见证了京东全力推动消费升级的进程。

与此同时，京东始终高度重视技术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智慧物流、人工智能等技术，以推

动京东实现快速、可持续增长，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抓手。

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京东云创新空间在落地的30个城市实践了产业创新从产业规划、项目发现、产品定义、产

品创新加速营、产品市场验证、小批量生产、量产销售、及大企业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孵化发展模式，实现落地城市

的产业聚集。同时，通过京东云的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了创新中心的全国网络布局，形成了以天津、南京、重庆等

一线城市为核心的区域中心节点，以滁州、常州、福清、仙游等城市的产业集群城市节点，以及高潜的创新数据中

心城市节点。并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创新服务机构建立合作，为海外科技创新项目来中国发展提供服务，实现国

内外创新交流互动，促进国内创新项目与资源高效匹配，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自2018年9月京东与先行区达成全面战略合作以来，京东以“云+产业”的合作模式落地，整合京东集团电商、

金融、物流和技术领域优势资源，围绕先行区“新智造、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四新产业生态发展需求，打造

以“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基地”、“电商企业总部集聚区”、“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工业”四大板块为核

心的“山东省数字经济产业园”。 合作期间，京东云与先行区共同围绕新科技、新农业的产业提升、创新创业环境

打造、专业人才培养引入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工作，致力于服务好区域内的创新创业企业。

随着数字产业园的开园，园区内已经入住100数字化企业。

当前，山东承接了国家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和示范的战略重任，济南先行区也被赋予了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先试的

历史使命。本次大赛旨在依托先行区科技与农业生态资源，通过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分站赛的比拼，从而实现新

科技、新农业项目的主流汇聚。

我们将邀请本次大赛中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并给予优厚的区域政策扶持和京东资

源导入，共同推进区域产业集群化，打造区域产业品牌新高地！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及各位专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并预祝

本次大赛圆满成功！京东云将始终作为京东集团对外赋能的窗口，竭诚为大家服务，与大家共同成长!

谢谢！



宣讲会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宣讲会

地点：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 · 宴会厅

地点：北京海淀区东升国际科学园一号楼国际报告厅

地点：浦东新区南洋泾路五峰書院五峰大讲堂

地点：广东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天明科技大厦

济南赛区                  时间：2019 年 8 月 28 日 

北京赛区                  时间：2019 年 8 月 26 日

上海赛区                  时间：2019 年 8 月 21 日

深圳赛区                  时间：2019 年 8 月 23 日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继正式启动后，陆续在深圳、上海、北京等

分赛区举行宣讲会启动项目征集。宣讲会上，组委会代表对本次大赛的赛程、赛制、

价值、服务等有关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参赛BP给予建议和指导。同时，特邀京

东云代表、资深投资人、行业专家出席，并设置了主题分享、圆桌论坛等交流环节，

一场智慧碰撞的盛宴。此外，从报名分赛区的参赛项目中优选出4个项目在宣讲会上

进行路演，为大赛正式角逐提前练兵。大赛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新闻媒

体、企业界、风险资本的密切关注，并吸引了优秀的创业团队纷纷在宣讲会后咨询并

报名参与。

大赛介绍 主题分享

圆桌论坛 项目路演

议程 分享嘉宾及分享主题

大赛介绍 申文斌 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负责人

主题分享

《参赛项目的 BP 准备》

《创新创业团队股权设计》

《科技赋能产业》

《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创业》

《AI 的 72 变》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

《AI 农业》

代瑞红 优投空间创始人

朱洪德 规股联合创始人兼 CFO

孔华威 起点资本创始合伙人

陆有源 佳兆业科创集团副总裁

沈志远 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智能实验室负责人

欧阳琦玮 晨山资本合伙人

赵洪啟 AI 农农业物联网研究院创始人

圆桌论坛
《科技和农业的创新与投资》

《科技和农业的创新、赋能与升级》

项目路演 优选的分赛区 4个参赛项目

宣讲会议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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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 | 项目评审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的初赛于2019年8月15日在北京成功举行。

济南、北京、上海、深圳四个分赛区初赛项目评审于当天同时进行。本次大赛自启动

共征集到来自全国科技类、农业类的项目共440个。济南赛区报名参赛的项目共计107

个，北京赛区报名参赛的项目共计104个，上海赛区报名参赛的项目共计117个，深圳

赛区报名参赛的项目共计112个。经过前期的沟通和资料初筛，各赛区优选出50个项

目参与到初赛评审。初赛评审邀请到京东云代表、来自投资机构的合伙人、行业专家

等近40位专家评委参加评审，以赛区为单位，对参赛项目进行封闭式打分评审。最终

由大赛组委会计算每个项目的总分和平均分，并进行排序，选出济南、上海、北京、

深圳各赛区晋级分赛区复赛的优秀项目。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初赛 | 项目评审

时间：2019年08月05日

地点：北京赛区：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3层国际创新中心302教室

               上海赛区：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3层国际创新中心301教室

               济南赛区：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B1层国际报告厅 2

               深圳赛区：东升国际科学园1号楼D座B1层国际报告厅 1

初赛议程

时间 内容

13:30-13:35 主持人开场，介绍规则

13:35-15:35 项目评审

15:35-15:37 各赛区评委合影留念

15:37-15:45 茶歇

15:45-17:45 项目评审

17:45-17:50 评审结束

18:20 开始 答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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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赛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分别在上海、深圳、北京、济南分赛区

成功举办。各赛区经过初赛项目评审优选出科技和农业两个类别共14个项目参加分赛

区复赛公开路演。复赛采用“7+4+1”模式，即7分钟路演展示，4分钟互动答辩，1

分钟评委打分。来自科研、产业、投资等领域的6位知名专家组成评委团为参赛项目

现场打分。最终由大赛组委会计算每个项目的总分和平均分，进行排序，以确定上海

赛区晋级总决赛的项目。赛后，特别安排组织了一场深度交流对接会。京东云代表、

投资机构代表、企业代表近40人出席并在会上就入驻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及后续

发展进行了交流研讨。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复赛

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滨河泉盈酒店宴会厅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升国际科学园 1 号楼 B1层国际报告厅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洋泾路五峰書院五峰大讲堂

地点：广东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 5C2 楼星空路演厅

济南赛区                  时间：2019 年 07 月 08 日 

北京赛区                  时间：2019 年 07 月 26 日

上海赛区                  时间：2019 年0 7月 17 日

深圳赛区                  时间：2019 年 07 月 16 日

议程 分享嘉宾及分享主题

大赛介绍 申文斌 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负责人

主题分享

《谈谈创业者的那些事》

《AI 早期项目投资逻辑》

《5G时代的创业机遇》

周朝明 九盈投资创始合伙人

钱 雨 第十区 VR AI 基金 CEO

宋忠堂 富士康科技集团运营总监

项目路演 上海赛区：14个 北京赛区：14个 济南赛区：18 个 深圳赛区：15 个

深度交流 参与者：京东云代表、复赛路演项目、投资机构嘉宾、企业嘉宾

复赛议程总结

主题分享 项目路演

评委点评 深度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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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培训 

2019年9月5日上午，大赛举办了赛前培训会。特邀九盈投资创始合伙人周朝明，

天翼资本合伙人熊海涛分别进行了以《谈谈创业者的那些事》、《创业企业融资》为

主题作了的专题培训，为即将参加总决赛的项目进行多方位的专业指导，确保赛出水

平、项目提升。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赛前培训

时间：2019年09月05日  09:00-11:50

地点：山东济南市中区济南鲁能希尔顿大酒店宴会厅 3

赛前培训议程

时间 分享内容 分享嘉宾

8:30-9:30 签到

9:30-9:35 主持人开场

9:35-10:15 《谈谈创业者的那些事》 周朝明 九盈投资创始合伙人

10:15-11:15 《创业企业融资》 熊海涛 天翼资本合伙人

主题分享  九盈投资创始合伙人周朝明  主题分享 天翼资本合伙人熊海涛 

观众回答导师提问 现场互动

赛前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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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游学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团队于2019年9月6日齐聚北京京东集

团总部，拉开了本次大赛最后的序幕-京东游学。

本次活动特邀京东战略创新高级顾问、京东众创学院导师，为优胜团队带来了精

品课程—《精益创业》，帮助企业加速新老业务的持续增长。此外，京东云（济南）

创新中心统一组织大家参观体验京东总部，从无人超市、京东自提点到京东无人仓

储、京东大数据以及即将覆盖全国的京东各类无人装置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学员

全面化、立体化地感受到了科技京东、文化京东。

京东游学是京东云（济南）创新中心的系列品牌活动之一，通过整合京东内部各

体系资源，汇聚京东各领域精英，行业专家；结合业务实际场景，运用领先的教学方

法和工具为济南和周边城市的创新创业者打造一个学习、提升、交流、合作的平台，

为优秀的创业项目提供孵化和加速服务。

主题：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赛京东游学

时间：2019年09月06日 

地点：京东集团总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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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老 师 授 课 学 员 实 战 训 练

参 观 京 东 集 团 总 部 参 观 京 东 集 团 发 展 历 程

参 观 京 东 集 团 智 能 制 造 体 验 京 东 无 人 超 市

参 观 京 东 集 团 自 提 柜 学 员 合 影



媒体宣传
 Media Publicity

MEDIA

. . . . . .
6 0 多 家 媒 体 报 道

共发稿 359 篇，其中启动仪式 122 篇、初赛 30 篇、复赛 171 篇、决赛 36 篇。

37 38



纸质媒体
PAPER MEDIA01/

济南日报经济导报 FOCUS 风云人物青年报

“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文化创意领域创业单元赛

多家优秀文创公司脱颖而出

梦创
第155期

周刊

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日食记
我们仍然是“初创企业”

“日食记”是由罐头场打造，由内
容、产品、场景体验融合而成的治愈
系生活方式品牌，致力于打造覆盖美
食、旅行、手作等生活方式垂直领域
的IP矩阵，给人以生活指导和治愈
心灵的温暖。

尽管许多人都知道“日食记”一
人一猫的故事，但品牌战略官李昌浦
表示，品牌的定位一直是创意为主的

“初创企业”。比如他们会自行设计、
生产产品，把它们细微地植入视频
中，让粉丝种草。而视频中出现的产
品和一些面食则会出现在线下品牌
体验店里，令线上线下发生奇妙的交
互。

混子曰
纳“十家”之长以厚己

众多微信公众号中，“混子曰”以
个性化的、幽默诙谐的手段把历史知

识、科普知识呈现在公众号上，“把那
些公式、原理用漫画呈现出来”，从而
提高全民认知水准。李翔很早就被
这个特别的公众号深深吸引：“我希
望年轻时做些创业。碰到这样一个
项目，我一定要把握机会，不给人生
留下遗憾。”于是他说服了对此较为
反对的父母，辞去汽车工程师的工
作，加入了混子曰的初创团队，成为
总编。

比赛中，李翔不仅用心准备了自
己的发言和提问环节，还一直细细聆
听其他选手的介绍和回答。比如评
委对他组选手提出的创业策略“初期
聚焦一个点、实现单点突破”，就令他
印象深刻。虽然混子曰并非初创项
目，但团队仍在不断研发新产品，找
寻新机会。

一步娱乐
让嘉年华从线下到线上

越己文化CEO朱雍斌告诉记者，
他已经带领“一步娱乐”参加过许多
比赛，“创青春”大赛则是其中较为特
别的赛事，因为“把文化创意项目单
独列为单元赛的比赛并不多”。此
外，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直是虹口的招
牌特色，文创产业也始终是虹口最为
重要的产业之一。在他看来，本次大
赛特别将“文创单元赛”设置在虹口，

非常适宜。“我已经到了赛事年龄要
求的最大值35岁，所以要抓紧机会
来参加！年龄方面的限制，意味着来
参与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我非常期
待。”

现在，他们正在致力于成为线下
内容品牌的领跑者：“此次参赛项目
中，有非常优秀的线上运营团队。我
们都约好再深入交流一番，互相学
习。”

席间谈
“谈”出创意，传播大众

2017 年 4 月，蔡琪创立的晖涵
文化打造了金融协作与发展论坛
——“席间谈”这一线下品牌。“席间
谈”致力打造成一个金融文化品牌文
化分享；深度挖掘多元化、多视角、高
品质的金融文化品牌内容；为金融机
构的媒体人、品牌人、公关人提供分
享经验，拓展视野，启发思路的全新
平台。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创青春’大
赛，也一直想参加，希望通过比赛让
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项目。”当被评委
问及“未来三年席间谈的走向”时，蔡
琪表示项目将会更注重内容挖掘和
呈现，增强受众客户的黏性，把“席间
谈”打造成贯穿线下和线上的综合性
平台。

由团市委牵头主办的“临港杯”2019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不断加码，助力双创。继智
能制造、消费升级、人工智能领域创业单元赛决赛顺利举行，近日举行的文化创意领域创业单元赛中，也
有多家优秀文创公司脱颖而出。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日食记、混子曰、一步娱乐和席间谈获得前三。

青年报记者 周琳琳

2019年9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梁超业 美术编辑 汤智勇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青年报社
联合主办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豫园商圈的变迁，是上
海商业数百年变化的缩影，这块熙
熙攘攘的商业热土如今不断迭代升
级，吸引城市青年纷纷来此创新创
业，使得各类商业新模式、新机制在
老城厢不断涌现。

为了满足创业者的帮扶需求，
黄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豫
园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黄浦区就业
促进中心，上海市指导专家志愿团
黄浦分团共同促成“豫园商圈创业
指导专家服务站”和“黄浦创智学院
驿站”的下沉式豫园商圈。

8月27日下午，豫园商圈创业指
导专家服务站暨创智学院驿站揭牌
仪式在豫园小商品市场举行。

豫园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曹
炯表示，豫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脉
积淀，既是上海的发祥地，也是享誉

海内外的知名旅游商圈，更是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一片热土。相信
创业指导专家服务站和黄浦创智学
院驿站的成立将使豫园商圈的创业
服务进一步升级赋能，使豫园这片
创新创业的热土永葆生机与活力。

黄浦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钱
虹则指出，豫园商圈创业指导专家服务
站和创智学院驿站的成立，既是黄浦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中的进一
步探索，也是豫园街道在创建特色创业
型社区工作中一项先行先试的举措。

仪式举行当天，新成立的创智
学院驿站就为豫园商圈40余名创业
者带来了首次培训课程——《传统
企业互联网转型和模式创新》。

据了解，豫园商圈创业指导专家
服务站，是由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
愿团黄浦分团的创业指导专家组成，
他们将通过专家咨询、集体会诊、讲
座课程、上门指导等多种形式，为豫

园商圈的小微企业创业者提供一系
列创业项目服务内容。而黄浦创智
学院驿站的建立，则是为了向创业者
传播创业知识、提升他们的创业能
力，它将根据实际需求提供创业培
训、创业交流、创业咨询、创业资源对
接和融资等一系列服务，帮助小微创
业者们在豫园商圈获得更好的发展
和更快速的成长。

专家服务进商圈 让双创沃土近在咫尺

■资讯

C2FO赋能中小企业
打造公平融资市场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年来，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社会性
难题，成为各界关注热点。如何打造

“公平融资”的资本市场，让流动性资
金逐层传递？为解决这一问题，C2F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andy Kemper
从问题的根源上入手，通过自有平台
的核心算法，利用资金流信息网络力
量，将全供应链的供应商和核心企业
高效联系起来。近日，C2FO获软银愿
景基金牵头的2亿美元融资。公司大
中华区总裁张宁表示，本轮资金入驻
有助于公司加快在中国市场布局，赋
能更多企业提升资金运营的效益。

据悉，与其他程序不同，C2FO直
接高效地将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连接
起来，为行业中希望快速获得现金的
中小企业提供了传统模式中缺乏的、
更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动态撮合
了买卖双方提前付款的请求。核心
企业可以将已批核的应付账款发票
上传到C2FO市场，让供应商自愿参与
且提供折扣报价，以获得提前回款。

张宁认为，C2FO未来的发展将
改变传统的B2B营运资金市场，为核
心企业及供应商，提供更灵活的营运
资金解决方案。

京东创新创业
大赛复赛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周琳琳 日前，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业大
赛上海赛区复赛于陆家嘴金融街区
五峰书院成功举办。当日，经过初赛
选出的科技和农业两个类别共14个
项目参加上海复赛。大赛由济南市
科学技术局、济南市农业农村局指
导，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
员会、济南先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京东云主办。

2019济南先行区·京东创新创
业大赛复赛采用“7+4+1”模式进行，
即7分钟路演展示，4分钟互动答辩，
1分钟评委打分。评委们秉着公正、
公开、平等、严谨的原则，根据产品和
技术、商业模式、运营状况、市场和前
景、核心团队、融资需求六项指标进
行评审打分，并由组委会计算每个项
目的总分和平均分，进行排序，以确
定上海赛区晋级决赛的项目。

本场复赛引起了上海企业对济
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京东云（济
南）创新中心的关注，并表达了企业
欲与济南先行区和京东云合作的意
愿。复赛路演环节结束后是一场深
度交流对接会。与会企业对自身情
况进行介绍，积极表达了需求。同
时，京东云代表介绍了大赛相关支
持、政策等，为项目落地提供了条件，
奠定了基础。

“黄浦创智
学院驿站”成立。

本版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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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赛区

  大赛以济南为主赛区，自7月8日启动仪式至9月5日总决赛暨颁奖典礼，济南赛区在将近
2个月的赛期内共举办 4 场活动：启动仪式、初赛项目评审、复赛公开路演（含深度交流
会）、总决赛，其中参赛项目 107 个，媒体发稿数量 68 篇，参赛评委嘉宾 89 人以上，参
会观众将近 700 人。

北京赛区

  北京分赛区，自7
月 2 6 日 北 京 赛 区 宣
讲会至总决赛暨颁奖
典礼，北京在将近2
个月的赛期内共举办 
4 场活动：宣讲会、
初赛项目评审、复赛
公开路演、深度交流
会 ， 其 中 参 赛 项 目 
104 个，媒体发稿数
量49 篇，参赛评委嘉
宾 21 人以上，参会
观众近 300 人。

宣讲会|北京赛区

初赛|项目评审

复赛|北京赛区

深度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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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 初赛 复赛|济南赛区
总决赛

暨颁奖典礼

启动
仪式

初赛
项目评审

复赛
济南赛区

总决赛暨
颁奖典礼

07.08 08.15 08.28 09.05

07.26

08.15

08.26

08.26



上海赛区

       上海分赛区，自7月17日北京赛区宣讲会至总决赛暨颁奖典礼，上海在将近 2 个月的赛
期内共举办 4 场活动：宣讲会、初赛项目评审、复赛公开路演、深度交流会，其中参赛项
目 117 个，媒体发稿数量 61 篇，参赛评委嘉宾 21 人以上，参会观众近 280 人。

深度交流会

宣讲会|上海赛区 初赛|项目评审

复赛|上海赛区

深圳赛区

   深圳分赛区，自7
月16日深圳赛区宣讲
会至总决赛暨颁奖典
礼，深 圳在将近 2 个
月 的 赛 期 内 共 举 办 4 
场活动动：宣讲会、
初赛项目评审、复赛
公开路演、深度交流
会 ， 其 中 参 赛 项 目 
112 个，媒体发稿数
量 45 篇，参赛评委
嘉宾 25 人以上，参
会观众 近 240 人。

宣讲会|深圳赛区

初赛|项目评审

复赛深圳赛区

深度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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