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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光明优倍”杯第十八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南方赛区

竞赛规程

第一章：赛事介绍

中国 MBA 创业大赛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起的，面向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

新加坡、英国等境外知名商学院 MBA 学生的一项创业主题赛事，创办于 2002 年，每年一届。如今，

中国 MBA 创业大赛已成长为商学院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品牌。在过去的 2019 年第十七届赛事

中，吸引了境内外 91 所商学院 313 支 MBA 团队报名参赛，参赛范围及参赛数量再创新高。在过去

的历届创业大赛中，每年都孵化或催生了一大批成功创业企业，如“车三百二手车估价平台“、“益

凃书写墙”、“希澈智能牙刷”、“由心咖啡“、“镁伽机器人”等项目，在赛后成功落地并在短时

间内获得风险投资，成长为一颗颗耀眼的创业之星。

2020“光明优倍”杯第十八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启动于 2020 年 3 月，分设北方赛区、东中部

赛区、南方赛区、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境外商学院五个赛区，组织公开选拔赛。全国总决赛定于 2020

年 8 月 29-30 日在上海举行。

本届创业大赛下设 MBA 创业计划竞赛（简称常规赛）、光明乳业创新营销大奖赛（简称专项赛）

2 项主体赛事。

南方赛区范围包含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即广东、海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内的所有 MBA 院校或商学院。4 月 1 日-4 月 30 日接受参赛报名，6 月 13

日南方赛区初赛（暂定），7 月 25 日南方赛区决赛。南方赛区决赛将决出 3 支常规赛队伍和 1 支专

项赛队伍，代表南方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比赛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形式丰富、内容实效的创业训练营、创业沙龙、资本对接会等活动。

通过比赛+培训的方式，为 MBA 学生展示首创精神、创新意识、发现和发展创业机会以及整合创业

资源的能力，提供一个高质量的舞台。通过比赛，希望参赛者能取得如下收获：

 系统接受创业基本知识及技能培训，获得一次创业实训机会；

 整合创业资源，体验创业团队管理；

 更多接触天使和风险投资人，为创业融资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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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安泰经管学院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设机构：设立中国 MBA 创业大赛南方赛区组委会工作组，工作组负责大赛邀请、报名、组织、

选拔以及培训等工作。

第三章: MBA 创业计划竞赛（常规赛）

一、参赛对象：

1、 南方赛区所属商学院MBA在校学生或毕业五年之内（即2015届及之后的）MBA校友（以下或简

称MBA学生）均可发起组队报名参赛；

2、 大赛以创业团队为单位参赛，每个团队3-4名队员，其中MBA学生不少于1名。团队成员不限制国

籍，但要求会使用中文参赛；核心团队如中有多个院校MBA学生，一般以发起人、法人代表或者

股份最多的股东学籍院校为准。

二、参赛项目：

1、参赛项目类型，分为已创业项目和创意项目，报名时须标注清楚，但比赛评审时不区分项目类型：

（1） 已创业项目，要求项目所属的公司工商登记注册未满5年（2015年1月1日后注册），且公

司2019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或750万美金）；

（2） 创意项目指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但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不得将已注册企业并实际运作的项目当作创意项目参赛。

2、参赛项目须为本创业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可借用他人项目参赛。而且为MBA学生主导的项目，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创意项目的发起人或已创业企业的法人代表为MBA学生；

（2） 项目中，MBA学生占股比例最大或合计股权不低于30%；

（3） MBA学生拥有本项目核心技术专利权且股权不低于20%；

3、参赛项目没有行业限制，应该是基于创业团队的创意或借鉴现有企业的经验,去追求新的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 核心技术项目；

（2） 一种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3） 新的商业概念或经营模式；

（4） 针对现有产品或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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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入围分赛区决赛或全国总决赛的项目，不得再报名参赛。

三、赛事流程：

中国MBA创业大赛常规赛南方赛区将进行初赛、决赛二个阶段，决赛选出4支参赛队代表南方赛

区参加中国MBA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1、初赛（2020年6月13日）

（1）初赛比赛形式为商业计划书书面专家评审，或者在线云评审。具体等 5 月份再通知；

（2）视报名数量，将分成 4-5 个评审组，每组前 3 名将入围南方赛区决赛；

（3）一个参赛院校最多 2 个参赛队伍进入决赛；

（4）初赛结果将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公布。

4、决赛（2020 年 7 月 25 日）

（1）比赛形式为现场演讲和专家现场评审；每个参赛队有 8 分钟陈述项目时间，评委提问和选手答

辩环节时间为 12 分钟。现场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定名次。

（2）决赛将根据成绩，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颁发获奖证书；

（3）南方赛区根据评审情况推送 4 支参赛队伍（每个院校只能一支队伍）参加中国 MBA 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

（4）比赛地点：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

（5）基于国内外疫情情况或者其他特别情况，不排除采取在线云评审方式。

5、全国总决赛（2020 年 8 月 30 日）

（1）组织机构：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设立大赛组委会总决赛工作组，由安泰 MBA 中心老

师、安泰 MBA 学联学生组成，负责全国总决赛的宣传、组织和常规事务处理等工作；

（2）评委选择：邀请国内创业方面著名专家学者，著名创业企业家，资深投资人担任评委；

（3）全国总决赛总共有 15-16 支创业团队，同一参赛院校最多只能有一支团队参加。总决赛地点在上海

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4）总决赛比赛形式为现场演讲和专家现场评审。现场当场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定名次；

（5）除参赛队员之外，允许每支团队有一名院校老师担任领队。

（6）非上海地区的总决赛参赛团队注册成员及领队的来回车费、住宿费和餐饮费，由主办方限额承担。

四、赛事支持及相关服务

组委会将对报名参赛的团队进行一系列的创业培训和指导。指导分为赛前培训、赛中指导。

1、赛前培训（5 月）

所有参赛报名团队均可参加在线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商业机会设别、商业模式设计、商业计

划书撰写、比赛演讲技等，聘请 MBA 创业导师、早期投资机构以及其他合作机构资深人士组织培训。

赛前培训后，允许对参赛报名内容做微调，包括项目名称、团队成员；更新后的报名表最晚截止

日期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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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中指导（6 月 20 日－7 月 24 日）

组委会对进入决赛的团队，每队配备一名创业导师进行指导，指导内容：商业模式提炼、商业计

划书改进、比赛演讲技巧提升等，指导可以由双方约定的面谈、电话、视频及邮件等方式进行。

3、赛事支持及赛后推广

推荐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大赛期间，主办方举办数次资本项目对接会，并联合大赛合作伙伴，为

所有参赛团队提供咨询、洽谈和融资服务。赛后根据创业团队的需要向风险投资机构推荐。

五、赛事奖项设置：

全国总决赛： 冠军一组：人民币 100，000 元，奖杯、奖状

亚军一组：人民币 50，000 元，奖杯、奖状

季军一组：人民币 30，000 元，奖杯、奖状

优秀奖三组：人民币 10，000 元，奖杯、奖状

优胜奖四组：人民币 3，000 元，奖杯、奖状

南方分赛区决赛： 一等奖一组：奖金 10，000 元

二等奖二组：奖金各 5，000 元

三等奖三组：奖金各 3，000 元

六、其他赛事规则

1、 每个参赛团队，只能申报一个参赛项目；每个参赛队员只能报名加入一个参赛团队；

2、 进入分赛区决赛之后，不得变更创业项目；变更团队成员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申请，批准后只

能变更1名团队成员；

3、 非注册团队成员不得以任何形式登台参赛；

4、 诚信至上，对于已经注册成立或者实际已经运作的项目，必须如实填报在报名表信息中，并愿

意接受组委会工作组的查验。故意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的，经核实，组委会有权取消比赛成绩，

并追回已经颁发的各种奖励。

5、 商业计划书的书面格式要求：A4（210mmX297mm）幅面，可以为word版本或者PPT格式，

比赛前提交电子文档。

6、 完整的商务计划书一般包括：执行总结、公司概况、产品或服务、市场分析、竞争分析和营销

策略、财务预测、风险分析和附录等九个方面。

7、 保密条款：

（1） 仅评审委员会的评委有权阅读商业计划书，并签订保密协议；

（2） 参赛队的商业计划书将被确保其机密性；

（3） 比赛结束后，各参赛队仍将享有对其商业计划书的所有权。



-5-

第四章：光明乳业创新营销大奖赛（专项赛）
一、参赛对象：

南方赛区所属商学院 MBA 在校学生或毕业五年之内（即 2015 届及之后的）MBA 校友（以下或简称

MBA 学生）均可发起组队报名参赛；

大赛以团队为单位参赛，每个团队 3-4 名队员，其中 MBA 学生不少于 2 名。团队成员不限制国籍，

但要求会使用中文参赛。

二、参赛项目：

1、参赛产品：光明优倍或其他指定产品

2、参赛团队根据指定产品，进行产品分析、市场分析，收集和分析消费者数据、产品定价分析、

渠道分析、盈利分析，并制定相应的创新营销方案，包括产品创新、渠道及促销创新等。

3、光明乳业提供产品详细资料以及部分市场数据、信息。

三、赛事流程：

光明乳业创新营销大奖赛南方赛区将进行初赛、决赛二个阶段，决赛选出 1 支参赛队代表南方赛

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1、初赛（2020 年 6 月 13 日）

（1）初赛比赛形式为营销策划书书面评审，或者在线云评审。具体等 5 月份再通知；

（2）视报名数量，将分成 1-2 个评审组，每组前 3 名将入围南方赛区决赛；

（3）一个参赛院校最多 1 个参赛队伍进入决赛；

（4）初赛结果将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公布。

2、决赛（2020 年 7 月 25 日）

（1）比赛形式为现场演讲和专家现场评审；每个参赛队有 8 分钟陈述项目时间，评委提问和选手答

辩环节时间为 12 分钟。现场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定名次。

（2）决赛将根据成绩，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颁发获奖证书；

（3）南方赛区根据评审情况推送 1 支参赛队伍参加中国 MBA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4）比赛地点：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

（5）基于国内外疫情情况或者其他特别情况，不排除采取在线云评审方式。

3、全国总决赛（2020 年 8 月 30 日）

（1）全国总决赛由南方赛区、东中部赛区、中东部赛区和上海交大赛区各产生 1 支，共 4 支团队进

行最后的角逐。

（2）同一参赛院校最多只能有一支团队参加。总决赛地点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3）总决赛比赛形式为现场演讲和专家现场评审。现场当场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定名次。

（4）非上海地区总决赛参赛团队注册成员及领队的来回车费、住宿费和餐饮费，由主办方限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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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事支持：

1、 赛前培训（5 月）

培训内容主要有：光明乳业企业情况介绍，产品及市场分析，营销策划书的撰写及路演技能等。聘请

营销教授、光明乳业市场部高管及业界资深营销人士组织培训。

赛前培训后，允许对参赛报名内容做微调，包括项目名称、团队成员。

2、赛事支持及赛后推广

对于进入全国总决赛项目，组委会配合光明乳业将提供创业支持，包括聘请为光明乳业公司首席营销

官，提供创业孵化，产业投资及其他产业资源整合等支持。

五、赛事奖项设置：

全国总决赛：

冠军一组：人民币 50，000 元，奖杯、奖状

亚军一组：人民币 20，000 元，奖杯、奖状

季军一组：人民币 10，000 元，奖杯、奖状

南方赛区决赛

一等奖一组：奖金各 5000 元

二等奖二组： 奖金各 2000 元

六、其他赛事规则：

1、 每个参赛团队，只能申报一个参赛项目；每个参赛队员只能报名加入一个参赛团队；已报名参

加常规赛的队员，不得再参加专项赛。

2、 进入分赛区决赛之后，不得变更参赛项目名称及内容；变更团队成员须向组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批准后只能变更1名团队成员；

3、 非注册团队成员不得以任何形式登台参赛；

4、 营销方案策划书的书面格式要求：A4（210mmX297mm）幅面，可以为word版本或者PPT

格式，比赛前提交电子文档。

5、 完整的营销策划书一般包括：市场分析、目标客户分析、创新营销内容介绍、执行规划、核心

团队规划、预期效果、预算等内容；



-7-

第五章: 参赛报名及联系方式

一、报名参赛：

1、以参赛院校为单位，每个学校选送数量，常规赛最多5支团队，专项赛最多4支团队。如报名团队

过多，各学校可自行组织一轮校内选拔赛，比赛形式不限。

2、每个参赛学校领队安排提交参赛回执和参赛报名表，学生也可以自行填写《2020中国MBA创业大

赛常规赛报名表》或《2020中国MBA创业大赛专项赛报名表》，提交给组委会。

3、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4月30日18:00。

4、南方赛区组委会工作组外校联络组对应的报名咨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地区 南方赛区统一报名邮箱 报名咨询联络人

广东、广西 2353971741@qq.com

邮箱接收资料：

1.参赛回执（4.20 前）

2.参赛报名表（4.30 前）

3.商业计划书（简称 BP，6.10 前）

徐长茂 15818268017

四川、重庆 王立秀 13822103604

云南、贵州 陈可文 13416287448

海南、西藏 刘丽芬 13631314392

5、赛事咨询：中山大学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 电话： 020-84112587

二、大赛组委会南方赛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

联系电话：020-84112587

官方网址：http://mba.bus.sysu.edu.cn/

官方公众账号：MBA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赛事组委会联络电话：021-62932743（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 施老师）

南方赛区组委会工作组总控： 王老师（ 020-84112587 ; 2353971741@qq.com）

联络统筹-余志林 18520357913

会务统筹-吴逸洵 1882628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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