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 · ”  

“ ”  

 

 

一、大赛目的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

实省第十四次、市第十五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搭建创新

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广泛宣传双创扶持政策，集中展示高新

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营造良好科技创业氛围，吸引更多的

优秀科技创业团队及企业来宁创新发展，引导更广大社会力

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

级提供新动能。 

二、大赛主题 

科技创新，自立自强 

三、组织机构 

（一）参与单位 

1.指导单位：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中共南京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南京市教育局、



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南京

市委、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市工商业

联合会 

2.承办单位： 

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

南京雨花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浦口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京麒麟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3.协办单位：  

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局、各区（园区）科技（人才）局、各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各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各国家、省级、市级备案众创空间 

（二）大赛组织委员会 

大赛成立由市科技局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各成员单位分

管领导担任副主任的大赛组织委员会，负责协调组织赛事各

项事宜。 

主  任： 

赵成军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主任： 

傅  浩   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世田   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 

陶成发   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 



黄益峰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何  军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潘东标   市教育局副局长 

郭舒宇   市财政局副局长 

马书婷   市人社局一级调研员 

许  烨   团市委副书记 

顾元刚   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陈慧男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钱卫冰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委  员： 

郭玉明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处处长 

陆  璐   市科技局办公室主任 

刘卫卫   市科技局资源配置处处长 

舒培浩   市科技局高新区管理处处长 

季汝贤   市科技局科技金融处一级调研员 

刘继青  市科技局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 

徐  峰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处四级调研员 

纪晓青   市委组织部人才一处处长 

夏德刚  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国防教育处）副处长 

丁进明  市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协调处处长 

陈洪俊  市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 

黄子亮   市教育局职社处处长 

冯  淼   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副处长 

韩小燕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武友楠  团市委权益与发展部副部长 

樊忠卫   市科协企事业科协联络部部长 

宗子玮   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程太兵   市工商联经济处处长 

万国新  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 

办公室设在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承担大赛日常组

织协调工作。市科技局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主任，各指导单

位指派工作人员担任办公室成员。 

   （三）专家评审委员会 

负责大赛评审工作，由投融资专家、技术专家组成。 

四、参赛条件 

2022 年“赢在南京·创业金陵”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以下

简称市赛）按照团队组、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进行比赛。

曾在往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总决赛和市科创赛决赛获

奖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或行业总决赛获得名次的团

队和企业不参加本届大赛。参赛企业或团队如在申报材料、

比赛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不论处于大赛何

种阶段或赛后，立即取消比赛资格、撤销所有奖项及奖励、

记入信用档案，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相关法律责任。 

（一）团队组参赛条件 

1.参赛项目在报名截止前尚未在国内注册成立企业、拥

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队（如海外留学回国创业团

队、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技团队、大学生创业团队等）； 

2.核心团队成员不少于 3人； 



3.计划赛后 6个月内在我市注册成立企业； 

4.参赛项目的产品、技术等归属参赛团队，相关知识产

权权属人为核心团队成员，或核心团队成员通过受让、受赠

等方式获得上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

无知识产权纠纷； 

5.参赛团队应承诺无虚报项目、虚构事实、侵犯知识产

权等行为并签订承诺书。 

（二）企业组参赛条件 

1.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高新技术

产品研发、制造、服务等业务，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2.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为非

上市企业； 

3.企业组分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工商注册时间在

2021年 1月 1日（含）之后的企业参加初创企业组比赛，其

他企业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 

4.企业 2021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企业工商

注册地址在南京市内； 

5.进入市决赛和入围省行业赛的成长组企业，须在市决

赛日前和推荐晋级省赛日前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入库登

记编号（登记网址 www.innofund.gov.cn）。对初创组企业不

作此项要求。 

五、赛事安排 

本次大赛分报名组织、城市海选、资格确认、网评初赛、

行业复赛、市决赛和颁奖仪式等阶段进行。具体赛事与第十



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国赛）及第十届“创业江苏”

科技创业大赛（以下简称省赛）相衔接。赛事安排如下： 

1.报名组织及城市海选        报名截止 6月 30日 24时 

2.资格确认                 截止 7月 4日 

3.网评初赛                  7月上旬 

4.行业复赛                 7月中下旬 

5.推荐晋级省行业赛         8月上旬 

6.市决赛及颁奖仪式 9月上旬 

六、大赛流程 

（一）城市海选 

在广州、武汉、成都、西安、重庆、哈尔滨等全国重点

城市进行海选，挑选一批符合南京“2+2+2+X”创新型产业方

向、有较好成长潜质的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参赛。海选程序为： 

1.由承办单位与当地创业机构一起发动、宣传、预报名，

每个城市的报名数量不少于 35个优秀项目或团队； 

2.组织行业专家初审，从报名项目或团队中遴选出最多

20个项目参加当地的海选城市路演； 

3.在海选城市著名高校或当地创业机构内组织路演，邀

请 1 名我市创投专家和当地创投、行业专家担任现场评委。

路演程序为：5分钟项目 PPT阐述、3分钟评委互动交流； 

4.每个海选城市由市赛组委会办公室和高新园区招商部

门人员随行，旁听现场路演，并现场洽谈与之产业结构相符

的创业团队落户南京，实现“走出去、引进来”的招才引智目

标。 



5.由现场评委和南京高新园区招商人员一起从选手及项

目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前景、团队构成、融资诉求及落户意

愿等方面综合评定入围项目。 

（二）报名组织 

市赛实行网上报名，报名阶段与国赛和省赛同步。自评

符合参赛条件的团队和本市企业自愿登录“创业江苏”大赛官

网（网址：www.jscyds.cn）注册报名。报名项目应提交完整

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大赛官网

是报名参赛的唯一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效。 

我市有效报名数不低于 280个，其中国家级高新区有效

报名数不低于 25 个、省级高新区有效报名数不低于 10 个、

市级高新区有效报名数不低于 5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含大学科技园）有效报名数不低于 10 个；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含大学科技园）和省级以上备案的众创空间有效报

名数不低于 5个；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市级备案众创空间

有效报名数不低于 2个。 

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 6月 30日 

（三）资格确认 

报名截止后，市赛组委会办公室对照参赛条件，对辖区

内已报名注册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和资格确认，确认通过的

报名项目为有效报名项目。 

截止时间：2022年 7月 4日 

（四）初赛 

市赛组委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网上评审，推荐 210个



项目入围复赛。原则上每个行业 35个（团队 10个、初创组

企业 10个、 成长组企业 15个），如某行业团队/初创组企业

/成长组企业全市有效报名数低于 15/15/20 个的情况时，则

对涉及行业晋级行业赛的名额分配作相应调整。 

初赛时间：2022年 7月上旬 

（五）复赛 

按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进行比赛。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采用线下或网上路演方式进行。 

组织专家组对拟推荐晋级省行业赛和进入市决赛的所

有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包括核准成长组获得全国科技中小型

科技企业登记编号等。 

复赛时间：2022年 7月中下旬 

（六）决赛及颁奖仪式 

决赛采取项目路演答辩的形式，由 1个评审组连续为团

队组、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进行评审，产生最终名次。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采用线下或网上路演方式进行，并

通过有关网络平台等进行直播。 

团队组 12 个项目，通过现场评审决出一等奖 1 个、二

等奖不超过 4个、三等奖不超过 7个。 

初创企业组 12个项目，通过现场评审决出一等奖 1个、

二等奖不超过 4个、三等奖不超过 7个。 

成长企业组 18个项目，通过现场评审决出一等奖 1个、

二等奖不超过 5个、三等奖不超过 12个。 



决赛结束后获奖名单在市科技局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择期举行颁奖仪式。 

决赛时间：2022年 9月上旬 

（七）省赛 

按照省赛组委会办公室分配的推荐名额和推荐方法，根

据行业赛成绩，择优推荐我市企业组和团队组参加省赛。 

省赛时间：2022年 8月中旬 

七、评选规则 

依据国赛组委会办公室制定的统一评审规则及评选标

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围绕技术和

产品、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行业及市场、财务分析、团队

等方面对参赛项目进行评选。 

八、大赛宣传 

围绕科技创新创业工作，进一步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

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传播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新媒

体宣传，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一）主流媒体宣传 

通过南京广播电视集团的电视、广播频道，南京日报、

科技日报等主流媒体，对大赛重要活动进行报道。 

（二）新媒体宣传 

通过市科技局官网、“南京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南

京广播电视台”今日头条号、紫金山新闻、龙虎网、牛咔视频

App、南京大学生频道等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对赛事

活动、支持政策、创业故事等进行及时报道宣传。 



九、大赛服务 

举办大赛训练营、精准辅导等活动，提升参赛项目创新

创业水平。组织金融和投融资机构与优秀参赛项目开展对接

活动，走入园区，了解南京创业环境，熟悉南京创业政策，

争取更多项目落户南京。 

十、支持政策 

对进入市赛决赛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提供以下支持： 

1.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和团队，按照相关政策给予

奖金支持和创业扶持。 

2.市决赛一二三等奖获奖企业及落户南京的获奖团队负

责人，符合相关政策的，优先推荐纳入《南京市人才安居办

法（试行）》D 类人才支持，享受人才安居政策。 

3.各高新园区对符合条件落地孵化的参赛项目提供房租

减免、创业启动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 

4.经我市推荐参加省行业赛、总决赛的优秀团队和企业，

还可享受省科技厅提供的相关政策支持。 

十一、赛事监督 

为确保大赛公开、公平、公正举办，市赛组委会办公室

设立投诉举报电话（025—68786293），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