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株毕就办函〔2016〕4 号

关于举办“动力谷杯”株洲市 2016 年大中
专学生创业大赛决赛（高校组）的通知

在株高校：

株洲市 2016 年大中专学生创业大赛经过初赛、预赛选拔，

高校组共有 35 个项目团队入围决赛，其中，15 个项目进入决

赛展示及答辩环节（见附件）。现将有关决赛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1．主管就业创业工作校领导、就业创业工作负责人。

2．获得决赛入围资格团队的成员及指导老师等。

二、时间、地点

1．时间： 5月 26 日（周四）13:00 。

2．比赛地点：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株洲市红旗北路

476 号田心立交桥旁）

三、有关事项

1．决赛以创业计划书评审和现场展示为竞赛形式，成绩

采取分段计分，其中创业计划书评审占总分值的 60%，现场展

示占总分值的 40%。现场展示分为现场陈述、专家提问、即时



答辩三个部分，要求使用 PPT 陈述。陈述时间为 6 分钟，答

辩时间为 3 分钟，如有团队或项目视频则视频展示 1 分钟。项

目视频参数：分辨率 1920*1080，MP4 或 MPG 格式，大小不

超过 500M，确认暴风影音 5.0 以上版本能正常播放。答辩部

分由评委现场提问，参赛团队可任意一位选手作答，其他选手

补充，但一个问题的总答辩人数不得超过 3 人。

2．请进入决赛展示及答辩环节的 15 个项目负责人进一

步完善各项调查统计分析与实施计划，修改创业计划书，组织

项目团队成员积极准备决赛。

3．修改后的项目计划书（团队成员和指导老师不得变更）

电子稿于 5 月 24 日上午 12 点前发至大赛指定邮箱：

17802804@qq.com；纸质档一式 7 份（目录页加盖学校公章）

统一于 5 月 25 日（周三）13：00—17:00 到决赛赛点（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提交给市教育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管理中心李老师处，同时拷贝电子稿、项目展示 PPT、项目视

频等资料。

4．凡进入决赛展示及答辩环节的项目须于 5 月 25 日（周

三）15:00 到决赛赛点（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抽签和彩排，

按先后顺序进行比赛；没有按时抽签的院校，在剩余签中抽取。

5．请各参赛团队指导老师做好参赛学生的组织管理工作，

切实保障参赛师生在参赛期间和往返途中的人身财产安全。

6．各参赛团队成员必须凭身份证或学生证进行检录，如

mailto:17802804@qq.com


发现违规情况，取消参赛资格。

7．为进一步加强对决赛参赛项目的宣传，进入展示及

答辩环节的 15 个项目，承办方将制作项目的宣传海报。请

于 5月 18日前提交项目相关照片 3-5张、文字简介 1000字

左右，发送至邮箱：270149549@qq.com，过期不候。

8．决赛当天，请各项目指导老师和领衔人携带身份证

准时参赛。

四、其他

高校组决赛会务组设：株洲市教育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

导服务管理中心；

联系人：袁老师（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18573350759

李老师（市教育局就业指导中心）：22663681

附件 1： 入围决赛的项目名单

附件 2： 参会回执

株洲市 2016年大中专学生创业大赛组委会

株洲教育局毕业生就业办公室

2016年 5月 16日



附件 1

株洲市 2016 年大中专学生创业大赛
高校组决赛入围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备注

1 湖南炎帝惠农包装传媒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2 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3 湖南省志远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4 教学机械创意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5 鸿科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6 51 健康零食连锁店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7 株洲凯杰防伪包装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决赛展示答辩

8
“倾城坊”美容化妆综合服务中

心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决赛展示答辩

9
卓越湖汽 魅力校园--“互联网+

私人定制 ”绿色校园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决赛展示答辩

10 解忧屋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决赛展示答辩

11 动力源-孕产康复中心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决赛展示答辩

12 RAP 检测站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决赛展示答辩

13 美时美刻色彩形象工作室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决赛展示答辩

14
3D 打印仿生骨骼术前诊断模型

项目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决赛展示答辩

15
“环保天使”新型多功能一体垃

圾桶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决赛展示答辩

16 千阳插画创艺社 湖南工业大学 优胜奖



17 亿家情老年人休闲俱乐部 湖南工业大学 优胜奖

18 幕 V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优胜奖

19 株洲多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大学 优胜奖

20 Bingo,帮购 湖南工业大学 优胜奖

21 WOW 创意设计工作室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22 婴儿堂五经推拿馆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优胜奖

23 纯源药饮养生茶楼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优胜奖

24 新生童话母婴连锁店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优胜奖

25 红外温度感应报警器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26 青钱柳茶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27 U 车通汽车后市场服务软件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28 机电线路装调实训技能装置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29 言语智能训练 APP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优胜奖

30 浴室红外感应节能控制灯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优胜奖

31 营养外卖（家和）快餐店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32 聚玩天下 APP 平台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33 创意电子焊接工作室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34 “生活几何”变形休闲自行车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优胜奖

35 火锅英雄外卖火锅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优胜奖



附件 2

参 会 回 执

学校名称

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参会领导及教师人数总计

参会学生团队人数总计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此回执请于 5月 20日前发送至邮箱：1780280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