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第一届创新创业软件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 2017 第一届创新创业软件设计大赛章程
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展示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提高我院培养学生的软件开发实践能力以及创
新创业技能，进一步激发园区广大同学的创新创业热情，培养同学们团队合作精神、科技创新能力与产
品化意识，同时选拔优秀团队参加第十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等国家级软件创新大赛
或第九届“创业姑苏”青年精英创业大赛等市、省、国家各级创业大赛，经研究决定举办 2017 第一届创
新创业软件设计大赛。

一、大赛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 2017 第一届创新创业软件设计大赛

二、大赛举办背景：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
文件精神，响应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和苏州市青年联合会开展
“构建青年创新创业生态圈”工作实施意见；苏州科教创新区关于创新创业政策扶持意见；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软件学院有关加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指示。

三、参赛报名与参赛项目要求：
（一） 华为杯·创新赛（三种参赛类型任选一种参赛）

A 型：参与华为官网软件精英挑战赛，具体要求如下：
1、赛事报名网站：http://codecraft.huawei.com （有关赛事详情请访问该网站）
2、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5 日
3、软件大赛初赛赛题介绍：
网络视频播放卡顿问题，学生需综合带宽限制、部署成本、收益等因素，选择最优的视频缓存服务
器部署方案，实现效益最大化（CDN 视频缓存节点动态部署最优问题）。要求给定一个由网络节点和链路
构成的无向图，在考虑网络带宽上限、带宽租用费、服务器部署成本等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同时，通过在
不同节点上部署 CDN 视频内容服务器，满足所有视频消费节点的带宽需求，并使耗费的总成本最低（典
型的背包问题）。
4、参赛要求
1) 参赛对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全体在读硕士生
2)

参赛语言：C/C++/Java

3)

参赛形式：团队参赛，每队 1-3 人，可同校组队或在同一赛区内跨校组队

5、赛程设置
1）线上初赛：3 月 3 日-4 月 5 日 项目提交截止
竞赛规则：每赛区前 32 名队伍晋级复赛，第 33-64 名队伍进入复活赛。
2）线上复活赛：4 月 7 日-8 日 公布复活名单
竞赛规则：每赛区复活赛前 4 名队伍晋级复赛
3）区域现场复赛（上海）：4 月 9 日-23 日 公布 4 强名单
竞赛规则：决出各赛区前 4 强获得决胜奖
4）总决赛（深圳）：5 月 12 日-5 月 14 日
竞赛规则：现场分组分轮竞赛，决出大赛八强、最优美代码奖
6、奖项设置（全国奖及软件学院奖）
全国及软件学院奖项可同时获得。
1）全国奖：
（1）总决赛
一等奖：1 队，每队奖金￥20 万、奖杯和证书；
二等奖：2 队，每队奖金￥10 万、奖杯和证书；
三等奖：5 队，每队奖金￥5 万、奖杯和证书；
最优美代码奖：1 队，每队奖金￥1 万、奖杯和证书；
以上奖项均可额外获得面试绿卡、实习 offer 等优才计划；
（2）区域赛
决胜奖：每赛区 4 队，奖品和证书；面试绿卡、实习 offer 等优才计划；
优胜奖：每赛区第 5-36 队，大赛纪念品、荣誉证书、实习 offer、面试绿卡；
入围奖：每赛区第 37-64 队，荣誉证书、面试绿卡。
2）软件学院奖：
（1）总决赛奖
获大赛全国一等奖，每队奖励奖金￥10000
获大赛全国二等奖，每队奖励奖金￥5000
获大赛全国三等奖，每队奖励奖金￥3000
（2）区域赛奖
获区域决赛 top4 强，每队奖励奖金￥2000
获区域决赛第 5-36 队，每队奖励奖金￥1000
获区域决赛第 37-64 队，每队奖励华为迷你音箱 1 个
（3）报名奖
凡参赛报名即可获得华为公司精美纪念品。

3）优才计划
（1）面试绿卡：免技术面试，通过终面后给予高薪 Special Offer
（2）实习直通车： 应届生可获得实习机会，岗位工作地任选
（3）最强导师辅导：配备首席技术专家进行技术指导，配备人力资源主管进行职业生涯指导
（4）职业快车道：入职后高级主管、首席技术专家担任导师，有机会进入专家或管理者梯队
培养计划
7、大赛评审标准与办法
本次大赛有关标准和办法参照 http://codecraft.huawei.com，最终解释权归华为所有。

B 型：参与软件学院的题目或自选题
1.参赛题目：软件学院的工程实践类题目或者是自己独立开发的创新型软件项目
2.赛事报名地址：将报名表发送至 chengxu@mail.ustc.edu.cn
3.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15 日 16：00 截止
4.参赛要求
1） 参赛对象：软件学院全体在读硕士生
2） 参赛语言：不限
3） 参赛形式：每队 1-5 人，选题报名
5.赛程设置
1）选题报名：2017 年 4 月 15 日 16：00 截止
报名须知：报名需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 16：00 前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参赛报名表
（见附件一）。
提交要求：提交报名表为 PDF 格式文档；
报名表命名规则为：“参赛类型”+“队长姓名”+ “团队名称”+“团队项目名称”，
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
报名邮件命名规则为：“参赛类型”+“队长姓名”+“团队名称”+“2017 软件设计大
赛报名”。
2）提交项目：2017 年 5 月 15 日 12：00 截止
提交要求：项目的提交包括软件本身及其源码和答辩所用 PPT；各参赛组需同时提交一份纸质的
并由参赛组全体组员签名的“知识产权声明”以及工作量排名，具体要求届时另行通知。
注：对于科研项目与企业合作项目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项目评审：暂定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之前
评审方法：评审分为初赛和决赛，对于进入决赛的队伍，软件学院将及时在有关平台公布进入决
赛环节队伍名单，且会另定时间举行现场答辩，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6.奖项设置
1）一等奖
2）二等奖
3）三等奖
4）参与奖

1 项 参赛队员每人获得华为荣耀系列手机一部
3 项 参赛队员每人获得华为荣耀手环一个
5 项 参赛队员每人获得华为路由器一台
若干 参赛队员每人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7.参赛项目要求
1）参赛项目必须是由参赛个人或小组拥有全部知识产权或部分知识产权的软件项目；
2）参赛团队至少提供可以演示的软件项目或硬件项目；
3）参赛项目必须无计算机病毒；
4）参赛项目必须同时提交按国家软件工程标准书写的技术文档，并附知识产权的声明；
5）参赛项目不得有抄袭或盗版行为，一旦发现即刻丧失参赛与获奖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6）参赛项目在其它比赛中已获奖的项目不得参与此次比赛；
7）参赛项目题目自报名公示后不得调整，荣誉证书按报名公示情况填写；

C 型：以下三题任选一题
1) 软件学院校友管理 web 系统
说明：基于软件学院为目标客户开发一款校友管理 B/S 系统，该系统可用来对校友进行管理，
方便校友之间信息沟通，开发语言根据开发人员所擅长领域自由选择，项目基本需求如下，可
自主创新。
（1）提供校友管理系统的信息收集功能；
（2）提供校友管理系统的信息管理功能；
（3）提供校友管理系统的信息发布功能；
（4）其他校友管理系统所具有的功能。
2）创新创业实验室 Web 系统
说明：基于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实验室官网为目标客户开发一款 B/S 系统，开发语言根据开
发人员所擅长领域自由选择，项目基本需求如下，可自主创新。
（1） 提供信息发布平台，可宣传软件大赛有关信息；
（2） 提供用户注册、填写报名信息，头像、文件上传等功能；
（3） 提供管理员导出相应文件功能；
（4） 其它 Web 系统所具有功能。
3）微信公众号开发
说明：基于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实验室公众号为目标客户开发公众号，开发语言根据开发人
员所擅长领域自由选择，项目基本需求如下，可自主创新。

（1） 公众号主要为实验室对外宣传的窗口；
（2） 同时兼具收集有关信息的功能，参赛人员可根据有关宣传公众号所需功能自由发挥。

注：B 型与 C 型参赛队伍共用一套评选方案及所设奖项奖品，且 C 型的报名方式和
截止时间以及赛程设置均与 B 型参赛项目相同。
（二）创慧湖杯·创业赛
1、赛事报名地址：http://www.dsleu.com，点击导航栏参赛申报处报名。
2、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15 日 16:00 截止
3、参赛选题报名
选题范围： 团队所申报参赛项目要求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
兴技术与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现代农业等产业相结合，即具有互联网+性质的创业项目，
要有详细的商业计划书。
4、参赛要求
1) 参赛对象：工业园区所有在籍大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校友
2)

参赛形式：团队参赛，每队至少 3 人，可自由组队

3） 参赛项目要求：
（1）参赛项目必须是由参赛个人或小组拥有全部知识产权或部分知识产权的项目；
（2）参赛团队至少提供可以演示的项目，还需要提供一份商业计划书；
（3）参赛项目要有商业价值，主要内容应包括商业创意，市场可行性，技术商业潜力，商业模
式等；
（4）参赛项目不得有抄袭或盗版行为，一旦发现即刻丧失参赛与获奖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
责任；
（5）参赛项目在其他创业比赛中已获奖的不得参与此次比赛。
5、赛程设置
1）选题报名：2017 年 4 月 15 日 16：00 截止，网址：http://www.dsleu.com
2）提交项目：2017 年 5 月 15 日 12：00 截止
提交要求：提交项目至少包括展示产品以及答辩所用商业计划书和 PPT，具体要求届时另行通知。
注：对于科研项目与企业合作项目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项目评审：暂定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之前
评审方法：评审分为初赛和决赛，对于进入决赛的队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将另定时间
举行现场答辩，具体要求届时另行通知。
6、评审标准与办法
1）评审标准
标准：根据参赛项目的项目商用价值、项目技术价值、项目计划书的优劣、团队情况以及答辩
表现等进行综合评定。

（1）项目商用价值（30 分）：主要考察申报项目的商业模式、商用价值，市场前景以及盈利
能力等方面。
（2）项目技术价值（30 分）：主要考察项目的技术价值，包含项目研发的技术壁垒、互联网
思维的应用能力、产品生产的技术壁垒、产品管理壁垒等方面的价值。
（3）项目计划书 （20 分）：主要包括项目计划书的完善程度、美观程度、思维逻辑等。
（4）团队情况
（10 分）：主要考察各团队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背景， 团队的组织架构、团
队成员职能的完善性，团队成员的创新性、稳定性等。
（5）答辩表现
（10 分）：主要考察团队成员答辩的表现，包括团队成员的气质，团队成
员的表达能力，团队成员回答评委提问的表现等。
2）项目评审办法：
（1） 初赛：各参赛组提交参赛展示项目和商业计划书，学院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各参赛项目进行
初审，通过项目初审的项目将公示；
（2） 决赛：大赛组委会将举行现场答辩，综合统计各位评委的评分，按照总评分的高低来评选
出各种奖项。
7、创业组奖项设置
“中科大·创慧湖创业赛”金奖：1 组，奖金 20000 元+创业大学工位半年免费使用权；
“中科大·创慧湖创业赛”银奖：2 组，奖金 10000 元+创业大学工位半年免费使用权；
“中科大·创慧湖创业赛”铜奖：3 组，奖金 6000 元+创业大学工位半年免费使用权；
“中科大·创慧湖创业赛”鼓励奖：若干，获精美纪念品。
注：获得铜奖及以上与部分进入决赛的优秀团队将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和苏州独墅湖创
业大学的其他支持，包括但不仅限于提供项目开展的场地，推荐参加国家、省、市各级创新创业大赛，
提供创业所需服务的对接，如创业导师专业团队辅导与项目路演、帮助争取政府创业扶持政策等，推动
项目孵化落地。
四、赛事信息
（一）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
（二）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苏州独墅湖创业大学
华为公司软件大赛组委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实验室
（三）指导单位
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
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研究院

（四）赛事服务信息
联系人：
1、 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实验室
程 序
联系电话：18202744552
e-mail: chengxu@mail.ustc.edu.cn
微信号：18202744552
2、 创新创业软件设计大赛组委会 陶老师
联系电话：0512-68839480
e-mail：franktao@ustc.edu.cn
（五）大赛官方公众号及 QQ 群：

五、其他说明：
（1） 本次创新创业大赛创新赛事部分的合作伙伴是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赛事详情请查看华为
官网 http://codecraft.huawei.com。
（2） 本次创新创业大赛创业赛事部分的合作伙伴是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赛事详情请关
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大赛官方公众号和官群。
（3） 本次创新创业大赛的创新赛事奖金奖品由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具体发放流程请关注
华为大赛官网，创业赛事奖金奖品由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
学院共同提供，具体发放规则请关注创新创业大赛官方公众号和官群。
（4） 本次创新赛的参赛获奖项目按照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规章制度处理。本大赛评审专家组将
从进入本次大赛决赛的项目中选拔优秀团队参加第九届“创业姑苏”青年精英创业大赛等市、
省、国家各级创业大赛及第十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等国家级软件创新大
赛。
（5） 同一项目不能同时报名参加创新赛与创业赛。
（6） 各创新、创业赛参赛队伍务必加入大赛官方 QQ 群。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拥有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
2017 第一届创新创业软件设计大赛组委会
软件学院创新创业实验室
2017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