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亚洲赛区（东京）推介会成功举办！ 

 

7 月 9 日，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亚洲赛区（东京）推介会在日本举行。 

 

主持人就烟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烟台市人才政策情况作了重点推介，并重点介绍了 2018 年中国烟台

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的概况。 

活动上，代表团与嘉宾积极互动，热烈讨论，互相了解中日两地创新创业的情况。参会嘉宾在现场进

行了深入交流，了解了烟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烟台高新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区的高层次人才

创业园产业布局、服务政策等有了深入了解。 



 

▲合影留念 

大赛旨在为助力烟台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率先突破走在前列，积极推介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环境及优惠

政策，全面遴选一批好人才、好项目来烟创新创业，着力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推动全市实现创新发展、

持续发展、领先发展。 

 

 

大赛回顾 

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外精英创业大赛海外选拔赛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完美落幕，历时 3 个月、6

场次、超 500 余人参与的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外精英创业大赛初审及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选拔

赛告一段落，从 400 余个参赛项目中层层精选出了 70 个项目，进入大赛海外赛区晋级项目复议会环节，最

终将选出 40 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并于 8 月决战烟台，以下是本次大赛各赛区介绍： 

 

欧洲赛区  

6 月 3 日（当地时间）在慕尼黑进行了欧洲赛区选拔赛。主持人对烟台经济社会和人才政策做了宣传和

推介。本次大赛旨在推介烟台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一批海外优秀人才落户烟台，助力烟台新旧动能

转换走在前列。活动倾力打造一场能辐射欧洲的高品质创业项目路演秀，选拔出一批优质创新的创业项目，

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吸引智能制造产业、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

务业、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创业团队更快更好地落户烟台，实现创业梦想。本次欧洲赛区有来自德国、英



国、法国、瑞士等多地的高层次海外人才 20 个项目进行了路演。 

 

▲欧洲赛区项目路演 

 

▲合影留念 

 

中国赛区（第一轮选拔赛） 

6 月 5 日，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外精英创业大赛首批重点项目发布会暨重点园区、企业项目对接

会在烟台隆重举行。首批 60 个重点海外项目名单及项目商业计划书在会上发布，并有 20 个项目现场视频

路演，评委组从中评选出部分项目作为总决赛重点推荐项目。 



此次路演活动，采用“项目路演+现场互动+专家评分”的方式，每个项目 8 分钟路演，7 分钟互动、答

辩，并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资深投资人组成评委组进行标准化打分。现场有 20 个经过初选的项目进

行路演，重点从项目背景、项目团队、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情况、市场前景及合作需求等方面详细介绍。

最终按评委评分的平均分及园区载体、企业对项目的合作意向，评出了重点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项目。 

活动邀请了上海寅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爱国、上海科升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人钟斌、深圳

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合伙人信宗、上海天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单宁及上海永柏领

中创业投资中心投资总监林耿东担任评委。 

会后，投资人与企业家举行了一场小型研讨沙龙，针对企业家在项目投资、融资并购、股权管理等方

面的困惑给予专业性解答和指导。 

 



 

 

▲中国赛区第一轮选拔赛项目路演 

 

北美赛区  

6 月 16 日（当地时间）在波士顿进行了北美赛区选拔赛。作为全球创新高地的波士顿，名校云集，向



来是聚焦未来科技的全球人才聚集之地。主持人代表大赛组委会就“烟台人才政策”进行了重点推介，并

向在美创新创业团队抛出橄榄枝，欢迎大家赴烟台创业发展。本次美国赛区有 14 个洛杉矶、旧金山、波士

顿等地的项目进行了路演。 

 

▲北美赛区项目路演 

 

中国赛区（第二轮选拔赛） 

6 月 20 日，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第二轮海外选拔赛成功举办。本次选拔赛共



有 20 个项目进行视频路演，路演项目涵盖了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这些项目的负责人大

多是海外博士，项目基本处于成熟期，符合烟台市各地区产业情况及企业需求。同时烟台千人计划创业服

务中心科技经纪人还了解到，不少参会代表除了关注项目是否符合园区、企业的落地条件外，还看中项目

所拥有的技术、团队、行业理念等能否加快园区发展壮大，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本次选拔赛由接力基金投资总监王道臻、邦明投资副总经理杜洪超、铭笙投资合伙人胡文焘、绿地集

团投资总监颜丽红及兴证投资投资总监林娟娟担任评委。 

 

▲中国赛区第二轮选拔赛项目路演 



 

中国赛区（第三轮选拔赛） 

6 月 29 日，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第三轮海外选拔赛成功举办。本次大赛组委

会邀请了复旦智能产业研究院投资总监胡智宾、裕禧投资投资总监娄安举、创业接力基金投资总监范静、

启赋资本投资总监高世太、德柏亚投资总经理陈宇担任大赛评委。在本次选拔赛中，27 名选手以远程路演

的形式进行项目展示，在 8 分钟的路演展示后，由五位专业评委进行打分，并对参赛选手进行 7 分钟的提

问。最终按评委评分的平均分、烟台市园区载体及企业对项目的合作意向，评出重点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项

目。 

 



▲中国赛区第三轮选拔赛项目路演 

 

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 

大赛目的   

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旨在全面推介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环境及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来

烟创新创业，为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等各类创业载体遴选一批好项目入园孵化。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烟台市委、烟台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高新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区组织、人社部门、千人计划（烟台）创业服务中心（海

创千人烟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OTEC 海外人才网 

 

参赛要求   

1.一般应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身体健康，创业项目落地后主要精力应为所创办企业服务；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取得发明专利，技术成果先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产业化潜力，可产生显著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创业项目落地后，须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拥有企业 35%以上股权；   

5.参赛项目类别不限，原则上应符合烟台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战略定位。 

 

奖项设置和资助补贴  

大赛设置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4 名，三等奖 20 名，优胜奖若干名，并对注册落地的获奖项目给予奖

励和资助。 

1.获奖项目奖励。按获奖等次分别给予获奖项目负责人奖励 20 万元、5 万元、3 万元、1 万元。 

2.项目启动资金。按获奖等次给予项目启动资金，其中，一等奖项目给予 50 万元，二等奖项目给予 30

万元，三等奖项目给予 10 万元。 

3.优先申报市级以上人才工程。获得一等奖的项目负责人，经评估认定可直接入选烟台市“双百计划”，

给予 100-300 万元的创业资助。获得二、三等奖的项目负责人，可优先推荐申报烟台市“双百计划”。另外，

优先推荐获奖的项目负责人参评山东省“泰山学者”、国家“千人计划”等重点人才工程。 

4.食宿和交通补贴。免费为应邀参加路演和颁奖环节的参赛人才提供食宿（每个项目限 1 位代表）。交

通补贴按下列标准执行：�国内（市外）参赛人才 2000 元；日韩等亚洲国家（地区）参赛人才 3500 元；



欧美等国家参赛人才 5000 元。 

 

 

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亚洲赛区（东京）推介会成功举办！ 

 

7 月 9 日，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亚洲赛区（东京）推介会在日本举行。 

 

主持人就烟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烟台市人才政策情况作了重点推介，并重点介绍了 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

外精英创业大赛的概况。 

活动上，代表团与嘉宾积极互动，热烈讨论，互相了解中日两地创新创业的情况。参会嘉宾在现场进行了深

入交流，了解了烟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烟台高新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区的高层次人才创业园产业布

局、服务政策等有了深入了解。 



 

▲合影留念 

大赛旨在为助力烟台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率先突破走在前列，积极推介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环境及优惠政策，

全面遴选一批好人才、好项目来烟创新创业，着力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推动全市实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

先发展。 

 

 

大赛回顾 

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外精英创业大赛海外选拔赛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完美落幕，历时 3 个月、6 场次、

超 500 余人参与的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外精英创业大赛初审及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选拔赛告一段落，

从 400 余个参赛项目中层层精选出了 70 个项目，进入大赛海外赛区晋级项目复议会环节，最终将选出 40 个项目

晋级总决赛，并于 8 月决战烟台，以下是本次大赛各赛区介绍： 

 

欧洲赛区  

6 月 3 日（当地时间）在慕尼黑进行了欧洲赛区选拔赛。主持人对烟台经济社会和人才政策做了宣传和推介。

本次大赛旨在推介烟台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一批海外优秀人才落户烟台，助力烟台新旧动能转换走在前列。

活动倾力打造一场能辐射欧洲的高品质创业项目路演秀，选拔出一批优质创新的创业项目，通过整合多方资源，

吸引智能制造产业、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

创业团队更快更好地落户烟台，实现创业梦想。本次欧洲赛区有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多地的高层次海



外人才 20 个项目进行了路演。 

 

▲欧洲赛区项目路演 

 

▲合影留念 

 

中国赛区（第一轮选拔赛） 

6 月 5 日，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外精英创业大赛首批重点项目发布会暨重点园区、企业项目对接会在

烟台隆重举行。首批 60 个重点海外项目名单及项目商业计划书在会上发布，并有 20 个项目现场视频路演，评委

组从中评选出部分项目作为总决赛重点推荐项目。 



此次路演活动，采用“项目路演+现场互动+专家评分”的方式，每个项目 8 分钟路演，7 分钟互动、答辩，

并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资深投资人组成评委组进行标准化打分。现场有 20 个经过初选的项目进行路演，

重点从项目背景、项目团队、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情况、市场前景及合作需求等方面详细介绍。最终按评委评分

的平均分及园区载体、企业对项目的合作意向，评出了重点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项目。 

活动邀请了上海寅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爱国、上海科升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人钟斌、深圳市高特

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合伙人信宗、上海天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单宁及上海永柏领中创业投资中

心投资总监林耿东担任评委。 

会后，投资人与企业家举行了一场小型研讨沙龙，针对企业家在项目投资、融资并购、股权管理等方面的困

惑给予专业性解答和指导。 

 



 

 

▲中国赛区第一轮选拔赛项目路演 

 

北美赛区  

6 月 16 日（当地时间）在波士顿进行了北美赛区选拔赛。作为全球创新高地的波士顿，名校云集，向来是



聚焦未来科技的全球人才聚集之地。主持人代表大赛组委会就“烟台人才政策”进行了重点推介，并向在美创新

创业团队抛出橄榄枝，欢迎大家赴烟台创业发展。本次美国赛区有 14 个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等地的项目进

行了路演。 

 

▲北美赛区项目路演 

 

中国赛区（第二轮选拔赛） 

6 月 20 日，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第二轮海外选拔赛成功举办。本次选拔赛共有 20



个项目进行视频路演，路演项目涵盖了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这些项目的负责人大多是海外博

士，项目基本处于成熟期，符合烟台市各地区产业情况及企业需求。同时烟台千人计划创业服务中心科技经纪人

还了解到，不少参会代表除了关注项目是否符合园区、企业的落地条件外，还看中项目所拥有的技术、团队、行

业理念等能否加快园区发展壮大，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本次选拔赛由接力基金投资总监王道臻、邦明投资副总经理杜洪超、铭笙投资合伙人胡文焘、绿地集团投资

总监颜丽红及兴证投资投资总监林娟娟担任评委。 

 

▲中国赛区第二轮选拔赛项目路演 



 

中国赛区（第三轮选拔赛） 

6 月 29 日，第一届（2018）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第三轮海外选拔赛成功举办。本次大赛组委会邀

请了复旦智能产业研究院投资总监胡智宾、裕禧投资投资总监娄安举、创业接力基金投资总监范静、启赋资本投

资总监高世太、德柏亚投资总经理陈宇担任大赛评委。在本次选拔赛中，27 名选手以远程路演的形式进行项目

展示，在 8 分钟的路演展示后，由五位专业评委进行打分，并对参赛选手进行 7 分钟的提问。最终按评委评分的

平均分、烟台市园区载体及企业对项目的合作意向，评出重点推荐参加总决赛的项目。 

 

▲中国赛区第三轮选拔赛项目路演 



 

2018 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 

大赛目的   

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旨在全面推介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环境及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来烟创

新创业，为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等各类创业载体遴选一批好项目入园孵化。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烟台市委、烟台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高新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区组织、人社部门、千人计划（烟台）创业服务中心（海创千人

烟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OTEC 海外人才网 

 

参赛要求   

1.一般应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身体健康，创业项目落地后主要精力应为所创办企业服务；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取得发明专利，技术成果先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产业化潜力，可产生显著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4.创业项目落地后，须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拥有企业 35%以上股权；   

5.参赛项目类别不限，原则上应符合烟台市产业发展方向和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战略定位。 

 

奖项设置和资助补贴  

大赛设置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4 名，三等奖 20 名，优胜奖若干名，并对注册落地的获奖项目给予奖励和资

助。 

1.获奖项目奖励。按获奖等次分别给予获奖项目负责人奖励 20 万元、5 万元、3 万元、1 万元。 

2.项目启动资金。按获奖等次给予项目启动资金，其中，一等奖项目给予 50 万元，二等奖项目给予 30 万元，

三等奖项目给予 10 万元。 

3.优先申报市级以上人才工程。获得一等奖的项目负责人，经评估认定可直接入选烟台市“双百计划”，给

予 100-300 万元的创业资助。获得二、三等奖的项目负责人，可优先推荐申报烟台市“双百计划”。另外，优先

推荐获奖的项目负责人参评山东省“泰山学者”、国家“千人计划”等重点人才工程。 

4.食宿和交通补贴。免费为应邀参加路演和颁奖环节的参赛人才提供食宿（每个项目限 1 位代表）。交通补

贴按下列标准执行：�国内（市外）参赛人才 2000 元；日韩等亚洲国家（地区）参赛人才 3500 元；欧美等国家

参赛人才 5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