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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优倍”杯
2017（第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
南方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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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介绍
中国 MBA 创业大赛前身为上海交通大学 MBA 创业大赛，创办于 2002 年。2008 年首次
邀请南京大学等校外 MBA 学生参加，并正式命名为中国 MBA 创业大赛； 2009 年为海峡两
岸邀请赛，2010 年为全国 MBA 邀请赛。从 2012 年起，大赛定位于全国公开赛，允许香港、
台湾和大陆的所有商学院 MBA 学生报名参赛，并设置北方、南方、中部及交通大学等分赛区
组织选拔，成为中国 MBA 商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创业赛事；2012 至 2016 年度，每一届大
赛，都吸引几十所中国顶级商学院上百支 MBA 创业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
MBA 创业大赛成长为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品牌。在过去的历届创业大赛中，每年都孵
化或催生了一大批成功创业企业，如“墙面清洁剂”、“涂吧网”、“希澈智能牙刷”等项目
在赛后成功落地并在短时间内即获得外部风险投资，从而走上快速发展的跑道。
“光明优倍”杯 2017（第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启动于 2016 年 12 月，赛事设
北方赛区、南方赛区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三个赛区，组织公开选拔赛；同时，主办方也将邀请香
港、台湾、新加坡地区部分商学院参加比赛，全国总决赛定于 2017 年 7 月 22-23 日在上海
举行。
南方赛区比赛，将于 2017 年 3 月正式启动，3 月 20 日-4 月 10 日正式接受参赛报名，
而初赛和决赛，将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21 日和 6 月 18 日举行，赛区决赛将决出 4 支队伍代
表南方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南方赛区范围包含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广西、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这 15 个省和直辖市内的所有 MBA 院校或商学院。
大赛通过比赛+培训的方式，为 MBA 学生展示首创精神、创新意识、发现和发展创业机
会以及整合创业资源的能力，提供一个高质量的舞台。通过比赛，希望参赛者能取得如下收获：


系统接受创业基本知识及技能培训，获得一次创业实训机会；



整合创业资源，体验创业团队管理；



更多接触天使和风险投资人，为创业融资创造条件。

比赛期间，主办方还举办形式丰富、内容实效的创业训练营、创业沙龙、资本对接会等活
动，帮助参赛的创业团队识别商业机会，提炼商业模式，培训创业技能，锻炼创业思维，搭建
融资平台，为创业生涯添加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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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赛事组织
主 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东华大学 MBA 教育中心
协办单位： 上海 MBA 联谊会
东华大学 MBA 联合会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 MBA 在校生联合会
常设机构：设立中国 MBA 创业大赛南方赛区组委会工作组，工作组负责大赛邀请、报名、
组织、选拔以及培训等工作。

参赛条件
参赛企业应为符合国家划型标准的中小企业，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制造、生产及
服务等方面的业务，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符合以下任意一个条件：
1、 准备创业团队
（1） 在报名阶段尚未在国内未注册成立企业的、拥有科技创新成果或创新商业模式
和创业计划的创业团队；
（2） 核心团队成员不少于 3 人；
（3） 计划赛后 6 个月内在国内注册成立企业；
2、 初创企业团队
（1） 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2） 成立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年（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注册），生物医药类特殊行
业可适当放宽；
（3） 2016 年销售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参赛对象
1、 南方赛区MBA在校学生和毕业五年之内的MBA校友（即2010级及之后的校友），均可组
团参赛；不限制国籍，但要求中文口头表达流利。
2、 大赛以创业团队形式参赛。每个院校5个参赛队伍，参赛队伍自行组队，每队3－4 位队员；
3、 为提高组队的质量，尤其是提倡学科优势互补、人员结构合理，允许每队引进一名或数名非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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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院校MBA在校生或校友作为外援，但要求项目发起人或者企业法人代表必须为参赛院校在校
生或校友。

参赛作品
参赛作品应该是基于创业团队的创意或借鉴现有企业的经验,去追求新的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 核心技术项目；
（2） 一种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3） 新的商业概念或经营模式；
（4） 针对现有产品或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

报名方法
以参赛院校为单位，每个学校选送5支参赛队伍，每个参赛学校领队安排提交参赛回执和
参赛报名表（见附件或下载地址：http://www.mba.sjtu.edu.cn/cyds），南方赛区组委会工
作组外校联络组对应的报名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地区

南方赛区统一报名邮箱

江苏、上海、安徽、
浙江
海南、广西、云南、
贵州、四川、重庆、
广东
福建、湖北、湖南

报名咨询联络人

联系人电话及邮箱

张可可

18639015911
1360766681@qq.com

俞佳

15221852696
18470288@qq.com

徐律律

13564628118
shoesyou@126.com

vc@zmba.org
邮箱接收资料：
1.参赛回执（3.30 前）
2.参赛报名表（4.10 前）
3.商业计划书（简称 BP，5.15 前）

赛事咨询：东华大学MBA教育中心电话 021-62373933 王丽超 老师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10日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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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流程
中国 MBA 创业大赛南方赛区将进行初赛、决赛二个阶段，决赛选出 4 支参赛队代表南方
赛区参加中国 MBA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1、初赛（2017 年 5 月 21 日 周日）
（1）初赛比赛形式为商业计划书书面的专家现场评审；
（2）视报名数量，现场专家评审将分为 4-5 组，每组前 3 名将入围南方赛区决赛。
（3）一个参赛院校最多 1 个参赛队伍进入决赛。
（4）初赛结果将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公布
2、决赛（2017 年 6 月 18 日 周日）
（1） 比赛形式为现场演讲和专家现场评审；每个参赛队有十分钟陈述项目时间，评委提问和
选手答辩环节时间为 15 分钟。现场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定名次。
（2） 决赛将根据成绩，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颁发获奖证书；
（3） 南方赛区根据评审情况推送 4 支参赛队伍参加中国 MBA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4） 比赛地点：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三教二楼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882 号
3、全国总决赛（7 月 22-23 日）
（1） 全国总决赛由南方赛区、北方赛区各产生四支团队，交大赛区产生一支团队，直接晋级
六只团队，以及港、台或新加坡特邀的二支团队，共十七支团队进行最后的角逐。
（2） 比赛地点：上海交大徐汇校区；
总决赛比赛形式为现场演讲和专家现场评审。每个参赛队有十分钟陈述项目时间，评委提
问和选手答辩环节时间为 15 分钟。现场当场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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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支持及相关服务
组委会将对报名参赛的团队进行全方位的创业培训和指导。指导分为赛前培训、赛中指导。
1、赛前培训（4 月 22 日-23 日）
所有参赛报名团队均需参加集中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商业机会设别、商业模式设计、
商业计划书撰写、比赛演讲技、私董会等，聘请 MBA 创业导师、早期投资机构以及其他合作
机构资深人士组织培训。 赛前培训后，允许对参赛报名内容做微调，包括项目名称、团队成
员；更新后的报名表最晚截止日期 5 月 5 日。
2、赛中指导（5 月 25 日－6 月 10 日）
组委会对进入决赛的团队，每队配备一名创业导师进行指导，指导内容：商业模式提炼、
商业计划书改进、比赛演讲技巧提升等，指导可以由双方约定的面谈、电话及邮件等方式，
指导时间不少于 5 小时。
3、赛事支持及赛后推广
（1）协助创业团队申请各类政府资助资金；
（2）推荐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大赛期间，主办方举办数次资本项目对接会，并联合大赛
合作伙伴，为所有参赛团队提供咨询、洽谈和融资服务。赛后根据创业团队的需要向风险投资
机构推荐。

赛事时间安排
2017 年 3 月中旬

正式启动、宣传发动阶段，参赛邀请、组队报名

2017 年 3 月 30-4 月 10 日

参赛报名

2017 年 4 月 22 日/23 日

创业训练营

2017 年 5 月 15 日

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

2017 年 5 月 21 日 /22 日

初赛并公布决赛入围名单

2017 年 5 月-6 月

创业导师指导

2017 年 6 月 18 日

南方赛区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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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奖项设置
1、全国总决赛
一等奖一组：人民币 50，000 元，奖杯、奖状
二等奖二组：人民币 20，000 元，奖杯、奖状
三等奖三组：人民币 10，000 元，奖杯、奖状
优胜奖四组：人民币 3，000 元，奖杯、奖状
2、南方赛区
一等奖 1 名 奖金 10000 元，奖杯、奖状
二等奖 2 名 奖金 5000 元，奖杯、奖状
三等奖 3 名 奖金 3000 元，奖杯、奖状

比赛规则
1、 每个参赛小组，只能申报一个参赛项目；每个参赛队员只能加入一支参赛团队。
2、 南方赛区初赛之后，不得再变更创业项目；如需变更团队注册成员须向组委会提出书
面申请，批准后可变更（包括增加、减少或更换）不超过2名团队成员；
3、 非注册团队成员不得以任何形式登台参赛；
4、 现场演讲均采用 PPT，演讲时间控制在8～10 分钟；评审委员会提问及回答时间为15
分钟。

《创业商业计划书》格式和内容要求
1、 商业计划书的书面格式要求：A4（210mmX297mm）幅面。主标题用二号华文中宋，二
级标题用三号黑体，三级（含三级以下）标题用四号黑体，正文用四号仿宋体，例证加斜
体。图、表标题一律五号黑体，内文用仿宋体。同时，计划书中须有目录、创业计划书正
文、附录、证明材料等部分。
2、 作品提交形式要求：
南方赛区比赛须同时提交电子文档版本和纸质打印版本，其中，初赛需提交纸质打印
版本一式四份，决赛一式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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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整的商务计划书一般包括：执行总结、公司概况、产品或服务、市场分析、竞争分析和
营销策略、财务预测、风险分析和附录等九个方面。

保密协议
1、 仅评审委员会的评委有权阅读商业计划书，并签订保密协议；
2、 参赛队的商业计划书将确保其机密性；
3、 比赛结束后，各参赛队仍将享有对其商业计划书的所有权。

大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2017（第十五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南方赛区组委会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882号 东华大学MBA教育中心211室
联系电话：(021) 62373933
官方网址：http://www.mba.sjtu.edu.cn/cyds
新浪官博：@中国MBA创业大赛官博
官方公众账号：MBA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赛事组委会联络电话：021-62932743（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 施老师）
南方赛区组委会工作组总控： 秦峰（18621118472; isby@qq.com）
外校联络组长-俞佳（15121852696 ; 18470288@qq.com）
外联组长- 于洋（17701677288 ; 419316472@qq.com）
宣传组长- 周维 （17600850704 ; 17090391951@163.com）
会务组长-何茂贞 （13817115467 ; hierro@hotmail.com）

南方赛区上海MBA联谊会工作组总控：唐亮（13661553133；13661553133@163.com）
外校联络组长：石玫铱（13816087885； mill0252@hotmail.com）
外联组长：唐亮（13661553133； 13661553133@163.com）
宣传组长：吕俊（13816333350； 1330756770@qq.com）
会务组长：汪洋 （13917530411； 124010490@qq.com）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