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服装学院创业学院文件

江服创字【2019】14 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创

青春”创业计划竞赛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对创新创业的新要求，提高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展示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创业学院将

于 2019 年 11 月份举办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创青

春”创业计划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敢为人先放飞青春梦

二、组织机构

本次选拔赛由创业学院和各二级学院组成，下设赛事办公室

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创业学院，负责大赛的各项组织

申报工作；专家评审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教授组成，负责对项

目的评审及选拔工作。

三、大赛内容

本届大赛由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创新创业实践挑战赛

两个赛道组成。

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面向我校在校学生，以创业计划书

评审、现场答辩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作品申报形式



为创业计划书。

创新创业实践挑战赛面向我校在校学生，主要进行商业模

式的及市场潜力的评审。

（注：两项主体赛事可同时报名参加。）

四、工作要求：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本次大赛，通过多种渠道做好赛事的宣传

工作，让更多的在校生了解大赛，要积极动员各级各类创新创业

团队踊跃报名，鼓励跨学院跨专业组队，充分展示我校的创新创

业教育成果。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积极推进我

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我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水平，推动形成新时代创新创业的新局面。

各学院双创专干负责本院创业大赛相关事宜，在 10 月 30 日

前加入“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工作交流群”（QQ群号：809714997）。

各学院请积极动员有创新创业热情和参赛意愿的学生加入“江服

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大赛群”（QQ 群号：913674939）。

五、赛程设置

参赛者向各学院提出参赛申请，组建团队、申报作品，各学

院经过初选后统一报送赛事办公室（创业学院）参加比赛。比赛

分报名、初赛和决赛等阶段。具体安排和要求如下：

十月，通过多种渠道做好赛事的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在校生

了解大赛，要积极动员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团队踊跃报名，鼓励跨

学院跨专业组队，充分展示我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成果。

十一月，进行项目的报名、筛选等初步的工作；中旬各学院



针对两项主体赛事，举办学院初赛，具体日期由各学院实际情况

而定。

十二月，举办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创青春”

创新创业计划书竞赛颁奖典礼，分别评选金奖 1 名，银奖 2 名、

铜奖 3 名，优秀指导老师奖 3名（具体奖金见附件通知），优秀

组织奖 1 名奖金 1000 元。

六、联系方式

1、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王妍洁

电 话：0791-87302648

地 址：798 东一栋 3 楼创业学院办公室

2、服装设计学院

联系人：陈威

电 话：0791-87305727

地 址：清河 9 栋 1 楼服装设计学院学工办公室

3、服装工程学院

联系人：范斌

电 话：0791-87302769

地 址：清河 11 栋 1 楼服装工程学院学工办公室

4、艺术设计学院

联系人：龚琦



电 话：0791-85164521

地 址：艺术楼二楼艺术设计学院学工办公室

5、时尚传媒学院

联系人：刘检莲

电 话：0791-87302797

地 址：艺术楼三楼时尚传媒学院学工办公室

6、商学院

联系人：赵思芬

电 话：0791-87305735

地 址：清河 9 栋 1 楼商学院学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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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举办江西服装学院“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的通知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部署精神，有效搭建大学生创新创

业平台，挖掘、培育和选树创新创业人才，浓郁大学生创业氛围，

创业学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举办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内容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面向我校在校学生，以创业计划书评

审、现场答辩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作品申报形式为

创业计划书。

公益创业计划赛面向我校在校学生，以创办非盈利性质社会

组织的计划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作品申报形式为创业

计划书。

二、参赛资格

（一）参赛申报条件

凡正式注册本科生、专科生可参加全部主体赛事。

1.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申报条件：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

服务，具有核心团队，具备实施创业的基本条件，但尚未在工商、

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或注册登记时间在 3 个月以下的项目，

也可申报。

（二）参赛申报形式

以学生个人或创业团队形式进行申报参赛，原则上每个团队

人数不超过 5 人。



（三）其他参赛申报要求

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在报名时需提交具有

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

定证书、专利证书等。

三、赛程设置

参赛者向各学院二级学院提出参赛申请，组建团队、申报作

品，各学院经过初选后统一报送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参加比赛。比

赛分报名、初赛和决赛等阶段。具体安排和要求如下：

1．11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各二级学院针对“创青春”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组织学院初赛。

2．12 月 2 日，各学院汇总经初赛产生的参加“创青春”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推荐项目，对相关材料的填写情况进行把

关，按照统一要求，报送至创业学院办公室。

3．12 月中旬，举办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创

青春”创新创业计划竞赛决赛。

四、奖项设置

竞赛设作品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 评出金奖 1 名、

奖金 600 元，银奖 2 名、奖金 400 元，铜奖 3 名、奖金 200 元，

优秀指导老师奖 3 名，奖金 300 元。

五、工作要求

1.加强宣传，广泛发动。各二级学院要认真做好赛事的宣传

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同学参加；同时要突出重点，协助学校做好

参赛项目培育、申报工作，组织优秀的专业教师对申报作品进行



指导，为学生参加竞赛提供必要的支持。

2.加强协调、精心组织。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

“创青春”创业计划竞赛是一项全校性的学生科技活动，各二级

学院对竞赛组织工作应予以高度重视。各学院要成立相应的组织

机构，精心组织，有序推进，确保本院推选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 2：
关于举办江西服装学院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实

践挑战赛的通知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部署精神，有效搭建大学生创新创

业平台，挖掘、培育和选树创新创业人才，浓郁大学生创业氛围，

创业学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举办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内容

创业实践挑战赛面向我校在校学生，主要进行商业模式的及

市场潜力的评审。

二、参赛资格：

（一）参赛申报条件

凡正式注册本科生、专科生可参加全部主体赛事。（此次大

赛可跨专业以团队形式报名，每个团队人数 3-5 人）。

（二）参赛申报形式

以学生个人或创业团队形式进行申报参赛，原则上每个团队

人数不超过 5 人。

（三）其他参赛申报要求

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在报名时需提交具有法

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定

证书、专利证书等。

三、赛程设置：

(一) 参赛报名

大赛报名阶段（2019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5 日）：参赛团队

可向各学院提交报名表进行报名。



(二)大赛初赛

2019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7 日，各学院对参赛团队的项目

策划书、路演情况进行评审，11 月 29 日前每院推选出五支优秀

的项目团队进入决赛。

（三）大赛复赛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17 日，采取项目展示、现场答辩、线

上投票、营销实战业绩等方式，确定 10 支参赛团队进入决赛。

（四）大赛决赛

2019 年 12 月 24 日 14：30，决赛采取项目展示、现场答辩、

线上投票、营销实战业绩等方式，由评委根据现场表现及项目发

展潜力综合打分，现场评出名次。

四、奖项设置：

大赛设金奖 1 名奖金 2000 元，银奖 2 名、奖金 1500 元，铜

奖 3 名、奖金 1000 元，优秀奖若干名。优秀指导教师 3 名、奖

金 500 元。向获奖团队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给予相应的创新创

业学分认可，并可获得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店面为期一年的使用

权。

五、工作要求：

1.加强宣传，广泛发动。各二级学院要认真做好赛事的宣传

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同学参加；同时要突出重点，协助学校做好

参赛项目培育、申报工作，组织优秀的专业教师对申报作品进行

指导，为学生参加竞赛提供必要的支持。

2.加强协调、精心组织。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

“创青春”创业计划竞赛是一项全校性的学生科技活动，各二级

学院对竞赛组织工作应予以高度重视。各学院要成立相应的组织



机构，精心组织，有序推进，确保本院推选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比赛流程：

1、第一环节:商业模式

2、第二环节:路演

3、第三环节:营销实战

参赛团队初赛结束后，开始电子商务项目实战运营环节。团

队销售业绩的总分占比为 40%(以创客交易日的交易额为准)。

4、第四环节:线上投票

团队以团队、项目简介的形式介绍自己团队人员、团队名称、

口号进行线上投票。

5、各环节分数所占比例

第一环节得分占总分数的 20%，第二环节得分占总分数的

40%，第三环节得分占总分数的 20%，第四环节得分占总分数的

20%。



附件 3：（模板）
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创青春”创业计划竞赛

申报书

项目名称：

院（部）名称：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指导教师：

创 业 大 赛 组 委 会 制

2019 年 10 月



第十三届“赢在江服”创业大赛暨“创青春”创业计划书

模板

第一部分：摘要

描述所要经营的是什么行业，销售什么产品（或服务），谁是主

要的客户，目前市场情况怎么样？竞争是否激烈，是个人独资、合伙

经营还是有限公司的形式，需要多少钱的投资，赢利空间多大，有什

么样的经营管理措施等。

第二部分：企业概述

一、企业、项目地点（你的经营地点在哪里）

二、 产品和服务（你准备经营的产品、项目或服务的介绍）

三、 创业企业的宗旨（经营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部分：业务与业务展望

一、市场定位、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与划分）、市场优势

（核心顾客有哪些、产品服务范围全面价格等，你所经营的行业

目前的市场情况是怎样的空白，已有多大的规模；它们都有哪些类别。

比如说你开一家服装店，在你所在的地段中已存在多少家服装店了，

他们都经营些什么服装，这些店铺在地段中是怎样的一种情况等。）

二、目标市场、发展计划

目标市场是指你的创业企业在市场细分之后的若干“子市场”中，

所运用的企业营销活动之“矢”而瞄准的市场方向之“的”的优选过

程。例如，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对照相机的需求，可分为高档、中档和

普通三种不同的消费者群。那么你是选择他们中的哪一个层次的消费

群体呢？

发展计划则是你准备怎样发展自己的企业或项目的，比如说怎么

打开市场、怎样销售自己的产品、产品怎样进行推广以及开创企业后

准备怎样去经营等。首先 ，店面的装潢；其次，宣传；第三，营销。

三、产品消费群体、消费方式、消费习惯及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分析

是你准备经营的项目是面向哪些人群，他们有什么特性，他们一

般的购物地点是哪里，都喜欢买些什么价格的商品，他们的消费方式

是怎样的以及什么最能影响他们的消费方向及数量等。

四、目前公司产品市场状况，产品所处市场发展阶段（空白/新开发/



高成长/成熟/饱和）产品排名及品牌状况（是指你的产品现在还在设

想阶段还是已经开始实施，到了哪个层次，你的产品在你所经营的市

场中占有多大的份额，以及你在这个市场里的信誉是怎样的。）

五、市场趋势预测和市场机会

你的产品在目前的市场中还有没有份额，如果你投入了能不能赚

钱，将有多少利润可赚等。

六、竞争对手分析

在你的经营范围的地方内，你的竞争对手是怎样的，他们都经营

哪些产品，都有什么优势，有多大的消费群，都有哪些人买他们的产

品或服务等。

七、营销策略

（一）概述营销计划（区域、方式、渠道、预估目标、份额）、（你

准备在多大的地方内开展、销售你的项目、产品，以什么方式进行的，

都有哪些渠道，能有多大的利润等。）

（二）销售政策的制定（以往/现行/计划）、（你的产品或服务是怎

样进行买卖的）。

（三）销售渠道、方式、行销环节和售后服务（你的产品或服务目前

都有哪些渠道，你的产品或服务目前以什么方式进行买卖的，这里面

有什么环节，你的售后服务是怎样的）。

（四）主要业务关系状况（你和哪些单位、个人的业务关系是怎样的，

他们有什么特点及优势。）

（五）产品价格方案（你的产品或服务的价位是怎么定的，都在什么

范围内）

（六）销售资料统计和销售纪录方式（你的产品或服务目前的销售情

况的汇总，以及你是怎么记录这些数据的。）

（七）市场开发规划

销售目标（近期、中期），销售预估（3-5 年）销售额、占有率

及计算依据（你的项目或产品在近期、中期有什么目标，在往后的几

年内你的销售额将可达到多少，以及你是怎么预测这些目标能否实现

的，依据是什么？）

第四部分：风险因素、投资回报与退出策略



风险分析及应对方法（你的投资都有哪些风险，这些风险你准备

怎样应对，比如说当你的资金不足时，你会怎么做？又如你的产品出

现了质量问题你怎么办等。）

投资和利润分析（你准备给你的项目总投资多少资金，这些资金

是怎样分配的，比如前期推广包括广告、人员推销费用等，你准备投

入多少钱；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多少，留为预防应急的资金又有多少？

你的产品价格与利润是怎么的？）成本；价格；利润。

第五部分：组织管理、财务预算

一、创业企业组成形式

创业企业是怎样组成的，比如是个人或是合伙，是集资还是个人

投资等，目前有多少人与你共事或有多少员工，他们的教育水平如何

等。

二、人事管理：

要考虑现在、半年内、未来三年你的企业将需要多少人加入，并

且具体考虑需要引进哪些专业技人才、全职或兼职、薪水如何计算，

所需的成本是如何等。

三、财务需求与运用：

考虑融资款项、投资的资金是怎样运用的、平时经营的资金是怎

样周转的等，并预测未来 3 年你的利润、负债多少和现金多少等。

四、管理制度

第六部分：成长与发展

成长与发展：企业或项目的发展前景如何，在未来几年将朝什么

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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