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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关于举办 2022年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 (委 、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

各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
一带一路

”
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创新创业交流

与合作,推动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 国科技部

将主办 2022年 中国 东̄盟创新创业大赛 (以下简称大赛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指导思想

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

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实施
“
一



带一路
”
科技创新计划行动升级版,以科技创新创业为桥梁,

以大赛为平台,建立常态化创新创业对接机制,打造中国一

东盟青年创新创业营,深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科技创新

交流合作,提升中国一东盟区域创新能力,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推动科技成果、金融资本、人才团队、信息数据等创新

要素双向交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大赛主题

创新合作 共建未来

(Im1ovation Cooperation for a shared Fumre)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 国科技部 东盟秘书处

承办单位:中 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东盟秘书处科技创新委

中国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中 国一东盟技

术转移中心 )

协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技术研究院

四、大赛组织委员会

大赛设立组委会,由 中国科技部、东盟秘书处,以及科

技部国际合作司、东盟秘书处科技创新委、科技部火炬高技

术产业开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相关单位组

成。中国驻东盟使团相关人员参与组织工作。

五、参赛报名

(一 )报名。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



大赛官方网站 (www.caiec.cattc.org.cn)统 一注册报名,按要

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若无法通过官网报名,可下载附件中的报名表,填写参

赛信 息 ,将 报名表及 完整 报名 材料发 送 至邮箱 :

caiec2022@vip.163.com,邮 件主题命名为
“
创赛报名一参赛

项目名称一团队联系人姓名
”。

大赛报名只有以上两种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效。大

赛不向参赛企业和团队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时间:2022年 8月 8日 9̄月 30日

(二 )资格确认。大赛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确

认符合参赛条件且提交报名材料完整的参赛企业和团队的

参赛资格。通过资格确认的项目进入海选环节。

对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企业和团队,大赛有一票否决权。

(三 )参赛组别。大赛按照企业组和团队组进行比赛。

每支参赛队伍的核心成员不少于 3人 ,核心成员中,中 国或

东盟国家队员的占比应不少于 50%。

鼓励中国、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队员组成联合参赛队

伍,联合参赛队伍申·,中 国和东盟国家队员的总数占比应不

少于 50%。

(四 )比赛领域。大赛按照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生物

医药及健康、节能环保四个领域进行报名和比赛。每个企业

或团队只能选择一个组别、一个行业领域报名参赛。

(五 )参赛语言。大赛官方语言为英文。参赛队伍须根

据报名要求,提交英文参赛材料,进行海选。大赛复赛及决



赛参赛项目路演及答辩均以英文进行。决赛现场将设置英中

同声传译。

六、赛事安排

大赛由海选、复赛、总决赛三个环节组成,具体组织方

案见附件。

(一 )海选。采用材料评审的方式进行,由大赛组织专

家按项目领域对参赛企业和团队所提交的 《参赛项目简介》、

《商业计划书》及项目路演PPT进行统一评审,按一定比例

选出晋级复赛的项目。

该环节计划于 2022年 10月 举行。

(二 )复赛。按项目领域分组进行比赛。复赛拟设中国

广西南宁、泰国曼谷和新加坡三个线下赛场 (视疫情而定 ),

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按比例选出晋级决赛

的项目及合作之星、创意之星等奖项。

该环节计划于 2022年 11月 举行。

(三 )总决赛。不分行业领域,只按企业组和团队组进

行比赛,总决赛在中国广西南宁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并根据分数高低选出获奖项目。

该环节计划于 2022年 12月 举行。

七、工作要求

请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等广泛宣传大赛,积极组织推

荐本地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团队报名参赛,并为参赛企业

和团队提供支持及配套服务。



八、联系方式 

  1.广西科技厅（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联系人：王璐、唐溢波 

  电  话：0771-3370856，3370015 

  电子邮箱：caiec2022@vip.163.com 

  2.科技部火炬中心 

  联系人：孟庆璞 

  电  话：010-88656180 

  电子邮箱：guoj1@ctp.gov.cn 

 

  附件：2022 年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方案 

                                                                               

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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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方案

一、大赛主题

创新合作 共建未来

(Imlovation Cooperation for a shared fumre)

二、大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 国科技部 东盟秘书处

承办单位:中 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东盟秘书处科技创新委

中国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中 国一东盟技术

转移中心 )

协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技术研究院

三、大赛组织委员会

大赛设立组委会,由 中国科技部、东盟秘书处,以及科

技部国际合作司、.东 盟秘书处科技创新委、科技部火炬高技

术产业开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相关单位组

成。中国驻东盟使团相关人员参与组织工作。

四、参赛条件与要求

(一 )报名及审核。

1.自 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官方网

站 (ww.caiec,catc.org.cn)统 一注册报名,按要求提交完整



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若无法通过官网报名,可下载附件中的报名表,填写参

赛信 息 ,将 报名表及 完整 报名 材料发 送 至邮箱 :

caicG2022@vip,163.com,邮 件主题命名为
“
创赛报名一参赛

项目名称一团队联系人姓名
”。

大赛报名只有以上两种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效。大

赛不向参赛企业和团队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时间:2022年 8月 8日 9̄月 30日

2.大赛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确认符合参赛条件

且提交报名材料完整的参赛企业和团队的参赛资格。

通过资格确认的参赛企业和团队自动进入海选环节。对

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企业和团队,大赛有一票否决权。

参赛资格确认截止时间:2022年 10月 14日 。

(二)参赛组别与条件。

大赛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其

他社会团体等广泛征集参赛项目,并按照企业组和团队组进

行比赛。

1.企业组

(1)参赛企业须在中国或东盟国家依法注册成立,具

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拥有参赛项目的知识产权且无产

权纠纷。

(2)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在 2017年 1月 1日 (含 )以后。

企业注册资金不超过 450万美元。

(3)企业 2021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3000万美元。



(4)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

为非上市企业 (新三板或地方四板挂牌企业允许参赛 )。

2.团 队组

(1)参赛团队应为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

队 (如创业人员、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技团队、大学

生创业团队等 ),且团队在报名时应未注册成立企业。

(2)团 队核心成员须为参赛项目的实际参与和执行人

员。参赛项目须为团队核心成员策划、研发或经营的项目,

参赛的有关产品、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属参赛项目核心成

员,无产权纠纷。

(三 )参赛项目领域。

大赛划分参赛领域如下:

1.现代农业:包括但不限于现代农林牧渔业高新技术产

品研发、制造、服务、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智慧农林牧渔业

设备制造、现代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林牧渔业科技和技术

服务、涉农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

2.数字经济:包括但不限于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

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

升业等。

3.生物医药及健康:包含但不限于生物医药产业 (含医

疗器械 )、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生物农业及相关产业、生物

质能产业、其他生物业和健康产业等。

4.节能环保:包含但不限于高效节能产业 (含新能源汽

车、新能源产业 )、 先进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



(四 )参赛要求。

1.每个企业或团队只能选择一个组别、一个行业领域报

名参赛。

2.参赛人员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东盟国家的法

律法规,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的公序良俗。

3.大赛按照企业组和团队组进行比赛。每支参赛队伍核

心成员不少于 3人 (含 3人 ),核 心成员中,中 国或东盟国

家队员的占比应不少于 50%(含 50%)。

鼓励中国、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员组成联合参赛队

伍。联合参赛队伍中,中 国和东盟国家的队员总数占比应不

少于 50%(含 50%)。

(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信息,东南亚国

家联盟包含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

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共 10个国家。)

(五 )参赛语言。

大赛官方语言为英文。参赛队伍须根据报名要求,提交

英文参赛材料,进行海选。大赛复赛及决赛参赛项目路演及

答辩均以英文进行。决赛现场将设置英中同声传译。

五、比赛流程

(一 )比赛环节。

大赛采用海选、复赛及总决赛三级赛制,大赛将综合考

虑各领域、各组别的报名项目数量、项目质量等因素,确定

晋级复赛及决赛项目数量百分比。

海选与复赛均按照上述四个行业领域,分企业组和团队



组开展评审。

1.海选采用材料评审的方式进行,由大赛组织专家按项

目领域对参赛企业和团队所提交的 《参赛项目简介》《商业

计划书》及项目路演PPT进行统一评审,按一定比例选出晋

级复赛的项目。海选产生的晋级项目在大赛官网进行公示。

海选预计于 2022年 10月 举行。

2.复赛按照项目领域分组进行比赛。拟设立中国广西南

宁、泰国曼谷和新加坡三个线下赛场 (视疫情而定 ),通过

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赛,比赛全程网络直播。复

赛采用
“
7+5” (7分钟路演+5分钟答辩 )路演答辩的方式进

行评审。按比例选出晋级决赛的项目及合作之星、创意之星

等奖项。复赛产生的晋级项目在大赛官网进行公示。

复赛预计于 2022年 11月 举行。

3.总 决赛将在中国广西南宁市进行。预计共筛选出 10个

企业组项目和 10个团队组项目晋级总决赛,通过线下与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赛,比赛全程网络直播。

总决赛不分行业领域,采用
“
8+7” (8分钟路演+7分钟

答辩 )路演答辩的方式进行评审,并按分数高低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

总决赛预计于 2022年 12月 举行。

(二 )赛前培训。

大赛将在复赛及总决赛前,邀请具有丰富赛事经验、企

业运营管理、创业实战或投融资经验的创业导师为入围企业

和团队提供有针对性的赛前培训和冲刺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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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奖励政策

大赛总决赛将分别评选出企业组和团队组一、二、三等

奖、合作之星和创意之星。大赛奖金金额设置如下:

1.团 队组

授予获奖团队奖金和荣誉证书,共设置 10名 ,其中一

等奖 1名 ,奖金 4万元人民币;二等奖3名 ,奖金各 2万元

人民币;三等奖 6名 ,奖金各 7000元人民币。

2.企业组

授予获奖企业奖金和荣誉证书,共设置 10名 ,其中一

等奖 1名 ,奖金 5万元人民币;二等奖 3名 ,奖金各 3万元

人民币;三等奖6名 ,奖金各 1万元人民币。

3.合作之星

授予获奖团队和企业奖金及荣誉证书,共设置 10名 ,

奖金各 3000元人民币。

4.创 意之星

授予获奖团队和企业奖金及荣誉证书,共设置 10名 ,

奖金各 3000元人民币。

附:1.中 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报名表 (英文 )

2.中 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参赛承诺书 (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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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22 China-AsE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Infornlation

(iEn.tlerprise· grc)u【Is)

*Na△1e of entry
Please attach the participation com.mitment lettcr(anncx 1)with thC

sign.ature of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the comrnon seal on it.

*Countries

from where

core 1nenlbers

coFne

(□China   □Brunei   □Calnbodia   □Indonesia

□Laos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EMultiple countries (Multiple options availablc)

(□China   □Brunci   □Calnbodia   口Indoncsia

□ILaos      □Malaysia   □th.c iPhilippines   □singapore

□singlc country

□Thailand  □Vietnarn  othcrs

□Thailand  □Vietnaln  others

*Field of

conlpetition

(only one

option can be

selected)

□Moden1 agriculture   □Bio-ln.edicine and health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rncntal protection

□Digital economy

*IBusiness plan

(as alll

attacllln1ellt)

Attach the busincss plan in English(no upper liinit of、 vords), The

1.Overview of the entry(in 500 words):background,ovewicw,

contents should include∶

12

I.I∶nfonn.ation ofentries

|)



introductio11 to thc tea.n1,corc techn.ology,in.novativc points,patents aind

other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ntry,as、vcll as future bencf.ts and other

spotlights,ctc.;

2.Technology,products and scrvices(product development,production

strategy,industry charactcostics,key tech~nologies,etc.);

3.Markct analysis∶ n1arkct positioning, product ovcrView, n△ arket

den1and,industry and prospect analysis aind prcdictioin;

4. Conlpctition analysis: analysis of con1petitors, con1parison bet、veein

C)hinese and ovcrseas enterprises,etc.;

5,Business rnodel∶ n1arketing and profit rnodcl analysis;

6.Financial situation:investlnent,incorne,cost and pront etc. 。f lnain

business(mandatow for enterprise group and opuonal f。 rteam group);

7.Fund dcnlandi cntry an1ount,financing an1ount and use.

*stage of the □R&Di □Laboratory test □Pilot test

□Batch production and inarkct developn1ent  □Gro哂t11. □C)thers

Name Nationality

Birth datcGender

*ID type:   □II〉 card   □Passport

I∶D)nurnber∶

(E)ore nlembers

(Minimum

three members)

Phonc *Eˉmail

13

entry

II.In.fornlation oft11e cntry’ s corc tcan1



Graduatcd

tJnivcrsity

IˉIighest

Education

CV
(It is optional to attach thc CV)

Name Position
*Contact

person of the

Group Phonc Email

*social crcdit code

*Yea1i of

rcglstratlon

(si11ce|2o17)

*∶Business Liccnsc
(Attach a scanned

copy)

*Co1.porate legal

rcprescntatiVe
*I·Ieadqu.artered in

*∶R.egistered

capital(no more

than 4,5 1rlillion

UsD)

*Phone

Websitc

Enterprise

oVcrVle、 V

slides(presentations about entry overvieW,tcam and busincss plan)

1.Front side and back side ofID card or passpon’ s mstpage(scanned copy)

2,Particoation commitment letter(alnex 1)with the signature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the con1n1on seal on it

3.Business plan in English

4.Business license(scanned copy)

5. Presentations

6. (C)thcr s len1entary n1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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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Enterprisc.infonn.ation

*Enterprisc

USD

IV Prcsentations(as an attachnlent)

V*List ofmaterials to be attache-(a11as PDFs)



2022 China-AsE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Infornlation

(Team groups)

*Nalne of entry

Please attach the participation com.mitment lettcr(annex 1)with the

signaturc oflegal reprcscntatiVe and the cornnlon seal o11 it.

*Countries

frO1n where

core nlen1bers

conie

(□China   □Br1Inci   □Cam.bodia   □Indonesia

□Laos      □Malaysia   □thc Philippincs   口singaporc

□Multiple countries  (Multiple options available)

(□China   □Brunei   □Calnbodia   □Indonesia

□I~aos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rlgapore

□single country

·
、
丿□Thailand  □Vietnam  Others∶

□Thailand  □Victnam  Othcrs∶

*Field of

conlpetition

(only one

option can be

selected)

□Moden1 agriculture   □E;io-mcdicinc and health

□Energy con.servation.and cnvironIn.cntal protection

□Digital econorny

*IBusiness plan

(as an

attac1.1me11t)

Attach thc busincss plan in English(no upper lilnit of words).The

1.Ovewicw of the entw(in 500 WOrds)∶ background,ovewiew,

introduction to thc tcan1,core tcch11ology,in~novatiVe points,|patents and

contents should inclu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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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fom1ation of entrics



other rcsearch results of t11.e entry,as、vcll as nIture bcnents and。 ther

spotlights,etc.;

2.Technology,products and services(product dcvelopment,production

strategy,industry charactcristics,key technologies,etc.);

3. Market analysis: n1arket positioning, product overVie、 v, 111arkCt

den1and,industry· aind prospcct an.alysis and prcdiction;

4, C)on1pctition.analysis∶  analysis of cornpetitors, con1parison bet、 veen

Chinesc aind ovcrscas cntcrpriscs,ctc.;

5.Busincss n1odel∶ n1arketing and pront n1。 del analysis;

6.Financial situation∶  invcstn1cnt,incornc, cost and pro6.t etc. of n1ain

business(mandatow for enterprise group and optional for tcam group);

7.Fund den1and:eintry· an1ount,nnancing arnount and use.

*stage ofthe

entry

□IR&I)   □Laborato1|y test □Pilot test

□I3atch production and rnarket developn1ent  □Gro、Vt11  □C)thers

Name Nationality

Bi1△h datc(∶lcnder

*ID typc:  □ID Gard   □Passport

ID nun1ber∶

Phone *Eˉ lnail

(1)ore nlenlbers

(Minimum

three.mnembers)

(IIraduated

University

Highes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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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forn1ation ofthc cntry’ s corc tean△



CV
(Itis optional to attach thc CV)

Namc Position
*Contact

person of the

Group Phone Email

slides(presCntations about cntry ovewic吧 team and business plan)

1.Front side and back side ofID card or passport’ s nrst page(scanned copy)

2.Participation commitment lettcr(aFnCx 1)with the signature of legal representadVe and

the cO1nm.on seal on it

3.Business plan in English

4. Presentations

5.Other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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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Prcscntations(as an attachment)

IV产 List ofmatcrials to bc attached(all as PDFs)



附 2

2022 China-ASE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rnpetition

Participation Commitnlent】 Letter

(iEuterprise grolu.ps)

This letter is to confirn1 that the elnterprise,fully undcrstanding and agreeing thc

rulcs ofthe 2022 China-As|E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Con】 petition,

is cornn△ itted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1petition. 
ˉ
Γhc spccif1.c contcnt of this

commitment letter is clarined is as below:

1. 
·
「hc cnterprisc sitlall rctain complete,independcnt,and lcgitinlatc right in thc

entry llanlcd as and

rclated products. 'r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rnn1crcial sccrets, and

tcchnical secrcts of the cn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shall be o、 vncd by tllc

enterprise or obtained legally~· rhere9s no plagiarisⅡ l and other violations of

the law.

2. If,during or after the competition,thc attrib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t11nlercial secrcts, and tcchnical secrets of the cntry and rclatcd

produ.cts to the enterprise is fou1】 d oontcntious or false, the C)on1petitio丑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isqualis`thC enterprise and withdraw the award

based on the fact.

3. If any legal dispute occurs 、Vithin or beyond the enterprise d11e to thc

o、Vˉncrship orˉ use of thc inte11ectual property rights,cornmercial sccrets,and

tec|hnical sccrets of the entry arld related products, a11 respomsibilitics and

18



obligations arising tllerefron∶ 1 sllall bc assu111cd by thc cntcrprise ilastead of

the Compctitio11.

4. 
′
This cornn1itn1ent lcttcr is valid in】 【nediately upon signaturc of thc lc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nterprisc.'r·he letter is signcd voluntarily and shall be

perforn1ed strictly.

Legal RepresentatiVe’ s sigmaturc:

E)ate∶

(with cornn1on seal)

Plcasc scnd this lcttcr、 Vith thc application forn1 to thc Compc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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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hinaˉ AsE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iP)articipation Commitn1ent Letter

(Team groups)

This letter is to conf1rn1 that t11e tean1 and all its】 ncn1bcrs,fully understanding

and  agrecing  the  rulcs  of the  2022  China-ASE)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lnpetition,is oon】 nlitted to participating in thc cornpctition.

I·he speci∶sc conten-t of this colllln.itn1ent letter is clariiied is as belo、 v∶

1. 1· he tean1 slhall retain co111plctc, irldepcndcn.t, and lcgitin· late right in~the

cntry narned as and

rclated produ.cts, '「11.c intcllcctual iproperty rights, colnn1erCial secrcts. and

tcchnical sccrets of the cn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shall be o、 vned by thc tean1

nlclnbcrs or obtaincd legally, 'rhere· s no plagiarisn】 and other violations of the

law.

2. If,during or after the colllpetition,the attribution of the intcllcctual propcrty

rigl1.ts, comn1ercial secrets, and~tec11nical secrets of t11e en~trV and rclated

products to the tea.r1】  is found contcntious or falsc.thc (Elon】 petition shall have

山e right to disqua11fy the tcam and withdraw thc award based on the fact.

3, If any legal disputc Occˉ urs、Vithia or bcyolld thc tcan1 duc to thc Own.ership

or use of the intc11cctual property rights, conanlercial secrets. and tcchnical

secrets of the entry and rclated products, all responsibilitic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thcrefron1 shall bc assurned by the tca狂 l instcad of the C)ompctition.

4, This con1mitn1en.t lettcr is valid iln111ediatcly upon signaturc of all tearn

n1cmbcrs.'「 hc lctter is signcd volun~tarily and shall bc pcrfori,】 cd strictly.

T·ean1 1eader· s signature:

Team mcmbers· signatures∶

Datci

Plcasc send t【 1is letter、 vith the appliCation fornl to thc C)o!11pct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