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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 

協辦單位： 中國高校創新創業教育聯盟 

中國高校創新創業孵化器聯盟 

復星基金會 

阿里巴巴創新中心 

佛山中發科創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特別支持單位 : 

贊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澳門基金會 

媒體合作夥伴： 

(排名不分先後) 

新華網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日報 

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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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賽 章 程 

 

1. 簡介 

為推動科技與產學研金結合經濟發展；推動澳門創新創業發展，促進澳門產業多元與升級；搭建

創新創業者與投資機構之對接平台；發掘創新創業人才，選拔創業精英，拓展發展機遇；協助有志創

業青年啟航，邁向全球為目的，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與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澳門科學技術

協進會聯合舉辦「『澳中致遠 』創新創業大賽」。透過2018年首屆「『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

將優勝的澳門創業團隊推送至「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復星Protechting 全球創業

大賽」和「阿里巴巴諸神之戰全球創客大賽-粵港澳賽區」、而澳門優秀項目更分別獲得「阿里巴巴

諸神之戰全球創客大賽」全球總冠軍之殊榮以及其他獎項殊榮，為青年創業者取得更多機會。2019

年，三方將再度合辦第二屆「『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續為創新創業團隊提供多渠道多方面的

發展機遇。 

大賽分初賽及總決賽兩個階段進行，總決賽將設冠亞季軍各一個獎項，且根據主題設「大學生組

奬」、「火炬中心奬」、「IEEAC獎」、「復星Protechting獎」和「阿里諸神之戰獎」五個獎項，每

獎設最多兩個名額。獲獎團隊除獲得獎金及推介予投資人進行商業融資對接的機會外，以上各獎之得

主將獲有機會獲主辦單位推薦代表澳門參加2019年「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中國創

新創業大賽」﹑「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復星Protechting 全球創業大賽」決賽和

「阿里巴巴諸神之戰全球創客大賽」粵港澳賽區之資格。 

 

2. 賽事 

第一階段：初賽階段 

 2019 年 2 月 18 日至 4 月 15 日期間公開徵集參賽項目，各項目須根據要求於 4 月 15 日或之前

提交完整的參賽資料。報名期限後將進行初賽評審，並於 5 月 15 日在官網（www.myeic.com.mo

或 www.mapst.org）內公佈 20 個入圍總決賽的項目。 

 

 

http://myeic.com.mo/
http://myeic.com.mo/
http://www.map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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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總決賽階段 

2019年6月18日在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進行。總決賽形式為8分鐘的項目路演，其中3分鐘介紹項

目計劃書(Business Plan)，5分鐘回答現場評審或投資機構的提問。 

 

路演語言：中文或英文 

 

3. 獎項及獎勵 

3.1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 - 冠、亞及季軍獎 

冠軍-獎金澳門元30,000及獎狀一份 

亞軍-獎金澳門元20,000及獎狀一份 

季軍-獎金澳門元10,000及獎狀一份 

 

3.2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 – 推送項目獎 

獎項名稱 獎項名額 
優秀推送項目獎勵 

獎金 將獲得代表澳門參加* 

「大學生組獎」 

最多兩個

直通名額 

澳門元

10,000及

獎狀一份 

「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 

決賽資格 

「火炬中心奬」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 

決賽資格 

「IEEAC獎」 
「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決賽資格 

「 復 星 P r o t e c h t i n g 獎 」 

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 

「復星Protechting 全球創業大賽」 

孵化營系列活動 (為期三個月) 

「阿里諸神之戰獎」 
「阿里巴巴諸神之戰全球創客大賽」 

粵港澳賽區資格 

*所有項目須滿足各大賽倘有的指定條件；項目另須符合一定條件，方能獲得推送津貼，詳情請參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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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送要求及獲得推送津貼的條件：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大學生組獎」(最終以「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公佈為準) 

◆ 推送要求： 
 在讀大專生、研究生 (全部組別適用)、 
 畢業5年以內的畢業生 (只限初創組及成長組)、 

 教授導師及其學生(師生合作項目，只限初創組及成長組) 

◆ 獲推送津貼須同時滿足：①項目團隊須成為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會員；②團隊成員之一為本澳

高校在讀學生或畢業5年內之人士；外地高校在讀學生或畢業5年內之人士，則需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財政局註冊企業。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火炬中心奬」 

◆ 獲推送津貼須同時滿足：①成為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會員；②項目團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政局註冊企業。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 - 「IEEAC獎」 

◆ 獲推送津貼須同時滿足：①成為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會員；②團隊負責人為本澳高校在讀學生；

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局註冊企業。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 - 「復星Protechting獎」 

◆ 獲推送津貼須同時滿足：①成為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會員；②項目團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政局註冊企業。若獲獎項目為澳門居民之創業項目，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將幫助對接更多培

訓計劃的補助。 

 

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 – 「阿里諸神之戰獎」 

◆ 獲推送津貼須同時滿足：①成為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會員；②項目團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政局註冊企業。 

 

3.4 「創孵獨角獸 – 中葡創業青年粵港澳大灣區交流團」 

進入決賽的二十支參賽隊伍，有機會獲邀免費參加總決賽翌日舉行的大灣區交流團。行程包括拜

訪粵港澳大灣區各大孵化器，藉由與投資人的交流，發掘商業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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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地參賽團隊入圍總決賽之接待安排 

主辦單位為進入總決賽之外地參賽團隊提供澳門住宿安排，每個項目團隊安排3日2夜標雙房一

間。交通費需自理。 

 

3.6 投資機構推薦 

決賽最高分的5個項目，將獲主辦單位推薦給出席大賽活動的投資機構，投資機構有權對項目進

一步審核。項目最終獲投資機構投資與否，屬投資機構商業決定。 

 

3.7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進駐申請及服務費用豁免 

進入總決賽20個參賽項目中的澳門團隊將獲邀進駐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並豁免一年的創業

場地及創業諮詢顧問服務費用，價值超過澳門元100,000。 

 

4. 評審小組及評審方式 

4.1 評審委員會將對參賽項目進行初賽評審，選出20個優質創業項目進入澳門總決賽。 

 

4.2  總決賽將選出冠、亞、季軍獎項各1個優勝項目。同時，將根據項目主題評出「大學生組獎」、

「火炬中心奬」、「IEEAC獎」、「復 星 P r o t e c h t i n g 獎」及「阿里諸神之戰獎」各

最多兩個獎項名額。 

 

5. 參賽主題  

大賽獲得中國高校創新創業教育聯盟、中國高校創新創業孵化器聯盟、復星基金會，阿里巴巴創

新中心以及佛山中發科創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優勝項目將有機會代表澳門賽區參加以下

國際賽事進行培訓及比賽，各獎項參賽主題如下： 

 

5.1 「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主題 

“互聯網+”主題。 

 

5.2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主題 

高新技術產品研發、製造、服務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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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主題 

智慧城市、人工智慧、智慧交通、低碳環保、數字生活 

 

5.4 「復星Protechting 全球創業大賽」主題 

保險科技、金融科技、大健康 

 

5.5  「阿里巴巴諸神之戰全球創客大賽」主題 

互聯網+ 

 

6. 參賽辦法及提交報名資料方式  

6.1 在『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網站 www.myeic.com.mo 以及『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網站

www.mapst.org 內了解參賽辦法及提交報名，或直接前往startup.myeic.com.mo 作線上報

名。 

6.2 報名成功以收到賽務組電郵回覆為準。 

 

7. 重要時間表  

事項 日期節點 方式 

項目報名截止 2019年4月15日 

於 startup.myeic.com.mo、

www.myeic.com.mo或 www.mapst.org 

內進行線上報名 

初賽評審期 2019年4月16日至5月14日 選出20個項目進入總決賽 

總決賽名單 

公佈 
2019年5月15日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網站  

www.myeic.com.mo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網站  

www.mapst.org 

總決賽 2019年6月18日 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 

 

http://myeic.com.mo/
http://www.mapst.org/
http://startup.myeic.com.mo/
file://///192.168.1.4/pfm_vol/pfm/PFM/部門文件夾/創新創業部/05%20-%20創孵中心_主辦活動資料/2019%20第二屆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09%20%20賽務組/章程/startup.myeic.com.mo
file://///192.168.1.4/pfm_vol/pfm/PFM/部門文件夾/創新創業部/05%20-%20創孵中心_主辦活動資料/2019%20第二屆澳中致遠創新創業大賽/09%20%20賽務組/章程/myeic.com.mo
http://www.mapst.org/
http://www.map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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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決賽地點及時間 

8.1 地點：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 

8.2 時間：2019年6月18日，10:00 - 17:00 

 

9. 評審標準  

9.1 項目創新性   

9.2 項目可行性 

9.3 項目盈利能力 

9.4 市場競爭力 

9.5 團隊綜合能力 

 

10. 一般規則  

10.1 所有參賽者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必須屬實和準確；主辦單位有權要參賽者提供檔案正本，以作

核實。 

10.2 在網上提交申請過程中所引致的延誤、遲到或誤投的申請，主辦機構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0.3 如參賽者擁有參賽項目的知識產權，需要確保沒有侵犯任何他人或實體的知識產權；保障知

識產權或參賽者其他權利的責任完全在於參賽者身上，主辦單位不承擔任何參賽者的知識產

權保障或其他權利之責任。 

10.4 第一屆「『澳中致遠 』創新創業大賽」的冠、亞、季軍和獲推薦項目及往屆中國“互聯網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全國總決賽之金獎和銀獎項目均不可再度參賽。 

10.5 「大賽」得奬者需要參與主辦單位在本澳舉辦的推廣活動。 

10.6 18歲以下的參賽者，申請表格須由監護人簽署。 

10.7 本章程如有爭議，以中文版本為準。 

 

11. 備註 

11.1 主辦單位按照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來處理所有報名者的個人資料。申

請人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並只作大賽活動之用。 

11.2 活動期間所拍攝照片、影片將用作活動宣傳用途。 

11.3 總決賽上優勝項目推送至相應賽區或前往外地培訓之每項目團隊贊助人數不超過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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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本章程如有未盡完善之處，主辦單位有權作出修改，不作另行通知。 

11.5 主辦單位擁有對賽事之解釋權及最終決定權。  

 

12. 賽事消息發佈及聯繫方式  

12.1 賽事最新消息發佈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網站 www.myeic.com.mo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網站 www.mapst.org 

 

12.2 聯繫方式 

賽務組電郵：cs@pfm.com.mo (賽務組只接受電郵查詢) 

秘書組電郵：events@pfm.com.mo 

http://myeic.com.mo/
http://www.mapst.org/
mailto:cs@pfm.com.mo
mailto:events@pfm.com.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