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

2019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2019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
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

章程章程2019年8月9日（星期五）截止

合辦單位：

青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根據參賽團隊屬性分為企業成長組、初創團隊組兩組別，分別進行比賽。

企業成長組

具有創新能力和高成長潛力，主要從事科技創新、文化
創意、金融創新、專業服務、生活服務等方面業務的中
小微企業（非上市公司）；

在澳門正式成立的企業，經營規範，企業社會形象良
好，無不良記錄；

企業主要股東須為年齡44歲或以下的澳門居民。



初創團隊組

在大賽截止報名日前尚未註冊成立企業，擁有創新意念
及創業計劃的創業團隊；

核心成員不少於2人；

參賽項目核心成員年齡須為44歲或以下的澳門居民。



每位參賽者僅能參與一個組別。

每位/組參賽者/隊伍僅可提交一份參賽項目計劃書。

所有組別的參賽項目計劃書必須為參賽者原作，不得涉及知識產權或其他法律糾

紛，並且未曾於任何公開比賽獲獎。計劃書如有抄襲或盜用成份，參賽資格將被

取消，參賽者並需負有關責任。

參賽者需於報名時向主辦單位提交參賽項目計劃書。

所有參賽者須同意及遵守比賽細則，並以評審委員之最終決定為準，不得上訴。

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比賽細則以主辦方之公佈為準。

參賽者如有違反任何比賽細則，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章程的解釋權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更改比賽細則。

澳門賽區比賽分初賽和決賽兩輪，初賽為評審團依據評分標準對各參賽計劃書
進行評分，去最高最低取平均分作為初賽成績，企業成長組及初創團隊組各選
出15組進入決賽，屆時入圍決賽組別將會個別通知。

入圍隊伍在參加主辦方舉辦的創業創新Startup工作坊後，須於指定日期前，向
主辦方提交改進後的參賽項目計劃書和演講用PPT。

澳門賽區決賽採取“3+3”演講模式，即3分鐘項目演講和3分鐘的評委提問環
節。評委根據整場比賽表現，依據評分標準進行評分，去最高最低取平均分作
為決賽成績。

澳門賽區決賽的得獎者以及獲評委推薦之團隊，將代表澳門賽區參加在深圳舉
行的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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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意念 - 可行性        20%

創業意念 - 原創性及創意  10%

行銷策略及執行計劃       10%

市場及競爭分析  10%

資金來源及財務預算  10%

風險評估  10%

團隊建設  5%

商標及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  5%

路演  20%



入圍名單公佈日期：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

入圍隊伍將獲安排參加以下活動：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之初鳥成長篇—澳門青年創業創新考察團
（需另行報名*）
日期：2019年8月下旬
對象：參與“初鳥尋夢篇”學員和“2019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參賽　　　
　　　者為優先，以及有志創業的青年
內容：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進行學習及交流，參觀當地企業及創業基地等

*報名詳細資訊將於稍後公佈

創業創新Startup工作坊
日期：企業成長組 2019年8月24日、8月25日（星期六及星期日）
　　　初創團隊組 2019年8月31日、9月1日（星期六及星期日）
地點：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澳門新口岸上海街中華總商會大廈七樓）

2019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決賽
日期：2019年9月7日（星期六）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展館C
內容：邀請專業評審，經路演和答問等環節，作最後評審
　　　澳廣視全程錄播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論壇
日期：2019年9月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展館C
內容：特邀嘉賓就大灣區的創業環境和發展趨勢作分享交流

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半決賽
日期：2019年10月中旬
地點：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內容：由大賽組委會辦公室邀請知名專家、創業導師、企業高管等組成決　　　
　　　賽評委團對參賽項目的路演和答辯進行評審

參展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日期：2019年10月17日至19日（星期四至星期六）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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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

2019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

獎金發放安排：

獲獎隊伍須於比賽結束後半年內註冊有限公司或個人企業主，提供項目啟動之資金使用計劃

及報價單據(倘有)，經大會審定後按實際用款安排發放全部/部分啟動資金。

由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發出的獎金及啟動資金(倘有)將撥入得獎隊伍指定之中國銀行澳門

分行公司帳戶。

得獎隊伍須參加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半決賽方能獲得澳門賽區獎金，獎金將

撥入得獎隊伍指定之內地銀行帳戶。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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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將獲邀參加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並獲免展位費。

企業成長組及初創團隊組各設有金獎(一名)、銀獎(兩名)及銅獎(三名)，獲獎者
可得到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及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
發出獎金：

金獎（1名）：獎金人民幣15萬元
銀獎（2名）：獎金人民幣10萬元（每名）
銅獎（3名）：獎金人民幣5萬元（每名）

金獎（1名）：獎金澳門幣6萬元，及啟動資金澳門幣6萬元
銀獎（2名）：獎金澳門幣3萬元，及啟動資金澳門幣3萬元
銅獎（3名）：獎金澳門幣2萬元，及啟動資金澳門幣2萬元

每隊得獎隊伍可獲得上限澳門幣15,000元作為前往葡語國
家交流經費，每人上限澳門幣7,500元。（費用包括：來往
澳門及葡語國家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及參加創業相關活
動的參加費/參會費/培訓費/類同費用。）



電郵遞交
於2019年8月9日下午6時或之前將報名所需文件以電郵發送至ceij@economia.gov.mo，電郵附件合共不得
超過15 MB。

親身遞交
於2019年8月9日或之前，在下列辦公時間內將報名所需文件，親身遞交至以下地點：

2019年8月9日（星期五）截止

企業成長組 初創團隊組

-

B

B

9:00-13:00 及
14:30-18:00

9:30-13:30 及
14:30-19:00

9:30-13:30 及
14:30-18:30

9:30-13:30 及
14:30-18:30

報名表

參賽項目計劃書（封面請註明：“2019全澳青
年創業創新大賽”、參賽組別、企業名稱及參賽
者姓名）

營業稅M/1格式「開業 / 更改申報表」副本

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明副本（倘有）

參賽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報名表

參賽項目計劃書（封面請註明：“2019全澳青
年創業創新大賽”、參賽組別、參賽者姓名）

參賽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報名日期及文件報名日期及文件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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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單位：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 

2019 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 

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 

報名表 

1 

隊名/ 

企業名稱 
 項目名稱  

個人資料 (請以正楷填寫) 

 組員 1 組員 2（如有） 組員 3（如有） 組員 4（如有） 組員 5（如有） 

姓名      

外文譯名

（證件） 
     

性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學歷      

職業狀況      

創業經驗 

（✓/✗） 
     

報名組別 

 企業成長組  初創團隊組 



 

合辦單位： 

    

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 

2019 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 

第四屆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 

報名表 

2 

特此聲明： 

1.  參加者所提供及遞交的個人資料會用作青年創業創新培育計劃申請、統計及建立資料庫的用途； 

2.  根據法律規定，應參加者同意或要求通告的合作方為資料接受者； 

3. 參加者有權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規定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其存放於本會的上述資料。 

□   本人已詳閱以上各項資料，並明白和同意遵守大賽章程所載之所有細則，以及確認本人在本表格內填寫的各項內容均

為屬實。 

報名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此部分由收表中心填寫： 

收表中心：  收表人簽名及日期：    

報名資料：報名表、參賽者個人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副本、參賽項目計劃書 

企業成長組需另交：營業稅 M/1 格式「開業 / 更改申報表」副本、最近三個月內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明副本(倘

有)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  

 

報名地點 

單位 地址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 

陳小姐 

澳門家辣堂街 5-7 號 E 利美大廈

4 樓 A 座 

電話：28322988 

早上 9:00-13:00 及下午

14:30-18:00 
-- --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吳先生 

澳門若翰亞美打街 7 號友聯大

廈地下 I 舖 

電話：28358963 

9:00-18:30              

（中午照常辦公） 

9:00-18:30              

（中午照常辦公） 

9:00-18:30              

（中午照常辦公）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許先生 

澳門亞利鴉架街 9 號容永大廈 2

樓 A、B 

電話：28723143 

9:30-13:30 及                        

14:30-19:00 

9:30-13:30 及              

14:30-18:30 

9:30-13:30 及              

14:30-18:30 

澳門中華青年展志協進

會 

曹小姐 

澳門台山牧場街 61 號新城市工

業大廈 4 樓 B 座 

電話：28230612 

10:00-20:00              

（中午照常辦公，星期

一 14:00 開始辦公） 

10:00-20:00              

（中午照常辦公） 
--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

中心 

馬小姐、郭先生 

澳門新口岸上海街中華總商會

大廈 7 樓 

電話：28781313 

9:00-21:30              

（中午照常辦公） 

9:00-21:30              

（中午照常辦公） 

9:00-16:30              

（中午照常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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