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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文件 
吉森会〔2020〕7 号 

 

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 

关于参加吉林省首届科技工作者 

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分会（专业委员会）、会员组、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新

冠疫情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省科协拟举办“吉林省首届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

赛”。 

首届大赛聚焦农林领域，以竞赛活动为载体，以“农林科技

展风采、创新创业放活力”为主题，搭建技术交流、资源对接和

成果展示平台，集聚农林科技创新动能，助力决战脱贫攻坚战和

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为我省农林产业调整和优化

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依据参赛范围和条件，经沟通、研究，拟组织全省有意愿的

林业科技工作者和林农乡土专家参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一）吉林省内林业科技工作者。包括林业（涉林）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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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林产品开发、加工、林业机械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或业

绩（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设计、新模式等）的科技人员；

涉林大专院校的教师、在校学生和林业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在

林业（涉林）相关产业中体现先进管理思想、营销理念的经营管

理人员；由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等评定的“林农乡土专家”。 

（二）在林业（涉林）领域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团队和企业，

且参赛时须取得所在单位同意。 

（三）参赛选手年龄在 20 周岁以上（含 20 周岁），遵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产业政策，无制假、偷逃税款等恶劣经营

行为，无社会负面新闻，社会形象良好。 

二、比赛内容 

（一）项目要求 

1.体现大赛主题，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先进性和成熟度，能

促进林业生产优质、高产、高效，并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环保价

值。 

2.具有较好的商业化、产业化市场发展前景，预期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3.近两年参加省内涉林科技领域大赛未获奖的项目；获得过

省内其他厅局组织的创新创业大赛的奖项，且有进一步进展的项

目。 

4.近两年实现盈利，具备典型的科技孵化条件，有良好的

市场和投资前景的项目。 

5.参赛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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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分组 

1.初创组：项目的创意完整成熟，具有可行性，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预期显著，但还未进行成果转化或有待进行产业化。 

2.成长组：项目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并具备基本

商业要素框架，特点鲜明，有初步产品，且市场渠道和股权清晰。 

3.乡村组：项目运用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农业生

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引领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三、报名事项 

（一）凡有意愿参赛的个人和团队，请直接向本会报名。 

（二）参赛对象请将附件 1 和项目图片（或视频）压缩成一

个文件夹（标题格式为：组别—项目全称—项目负责人姓名），

发至本会指定邮箱。 

（三）提交资料要求： 

1.图片要求展示个人、团队和企业形象，核心产品外观，产

品科技攻关及应用场景等。照片 3-5 张，每张照片不大于 500KB，

JPG 格式。 

2.视频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参赛个人、团队和企业的基本情

况，包括创新性、先进性、成果转化率、实用技术应用推广、产

业化市场发展前景、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视频画面上请

勿出现台标、水印、字幕等内容。时间控制在 3-5 分钟，MP4

格式。 

3.参赛作品以实物、模型、解决方案、应用案例等形式呈现。 

（四）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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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事安排 

（一）初赛（2020 年 5 月末—6 月末） 

 通过吉森研究会初审的项目，提请网络专家评审。专家依

据相关评审规则，评选出晋级决赛的项目。  

（二）赛前培训（时间待定，另行通知） 

开展网络培训，邀请省内知名专家、企业家、投资人，为晋

级决赛的团队和个人提供赛前培训与指导服务。  

（三）决赛（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1.现场路演。晋级决赛的项目选手，准备路演 PPT，演示时

间 8-10 分钟。 

2.现场交流。与相关专家和银行、投融资机构负责人进行现

场交流。 

3.宣传展示：（1）参赛选手围绕大赛主题制作小视频，宣

传展示项目创意和科技成果。（2）大赛拟在路演现场举办涉农

产品和科技成果展示活动，参赛团队和企业如有需求，请提供宣

传展示图片。图片大小 3M 以上，JPG 格式，300 像素以上。  

五、奖项设置 

（一）大赛将按照参赛项目一定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等奖项。获奖个人和团队将获得由大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荣

誉证书和奖牌。 

（二）省科协为参赛获奖的团队提供专家指导服务。 

（三）为参赛获奖的团队提供银行、投融资机构和市场对接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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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二）承办单位：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三）协办单位：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 

吉林省科技创新创业研究会 

吉林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吉林省林学会 

吉林省园艺学会 

（四）支持单位： 

吉林省中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联盟 

吉林省农商产业联合会 

吉林省农林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达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玖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吉人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投资部 

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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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联银行 

创宝网 

（五）冠名单位：（待定） 

七、联系方式 

此次参赛，林业（涉林）行业，由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

究会统一组织，具体联系人及电话： 

王志强：0431—85116566，18643060072 

马宝文：0431—85116566，13944943366 

电子邮箱：jsyjh2018@126.com 

大赛进行中，本会将建立相关 QQ 群或微信群，以便联络

和沟通。 

附：1. 吉林省首届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申报书 

2. 吉林省首届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汇总表 

 

                                                       

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 

                             2020 年 5 月 9 日 

 

 

 

 

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秘书处       2020 年 5 月 9 日印发  

mailto:jsyjh20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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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省首届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申报书 

 

 

项目组别:□初创组  □成长组  □乡村组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加盖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制 

2020 年 0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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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组别 □初创组    □成长组   □乡村组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一寸） 
政治面貌  学历  

身份证号  

人员类别 
□教师    □科研人员   □高校学生   □管理人员     

□农技师  □乡土专家   □其他科技人员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企业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项目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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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 

产品及服务 

（农业产品与服务研发概要、主要的技术指标和关键技术说明等） 

产品市场 

分析 

（市场定位及需求分析，行业历史与前景分析与预测等） 

市场竞争 

分析 

（产品市场概况、市场需求程度、规模及增长趋势等） 

商业模式 

（产品的市场营销策略及获利模式等） 

 

 

 

 

 

 

业务拓展 

计划 

（建立销售网络、销售渠道的策略；促销策略；产品定价策略等） 

 

企业估值 

（对企业进行估值，并对投资人出资额及占股比例等做出说明） 

融资需求 

（说明需要融资金额，付出的股份比例及资金大致用途） 

项目负责人 

承诺 

本人承诺填写信息属实，若有任何虚假信息或侵权行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因材料不实影响比赛结果的，执委会有权取消参赛资格及相应荣誉。 

 

 

 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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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吉林省首届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汇总表 

填表单位： 

序号 单位/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组别 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