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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青春”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组织委员会 
 

 

关于 2018 年“创青春”·海尔  

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有关事项的  

通   知  

 

各高校团委： 

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山东省学生

联合会主办，山东财经大学承办，海尔创客实验室协办的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拟定于 2018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山东财经大学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1. 代表队。以学校为单位组成代表队，代表队领队由高校

团委负责同志担任。三项主体赛事入围现场决赛的团队，可指派

不超过 2 名指导教师和不超过 4 名学生参赛。参赛学生必须为项

目申报表上登记的学生，否则取消该参赛队比赛资格，并凭身份

证及学生证原件参加问辩。 

2. 观摩团。各高校均可组织团学干部、专业教师、学生骨

干及有关企业人士组成观摩团参加决赛期间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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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要求 

1. 参赛文本。均使用复赛已提交文本，无须重新提交。 

2. 个别问辩。入围团队可根据自身情况准备项目的电子版

演示文档，供个别问辩使用。决赛报到时，可在问辩教室的多媒

体电脑进行测试，要求用 U 盘拷贝，U 盘内仅有项目演示文档

并且无病毒。 

三、项目展示 

每支参赛团队均需参加项目展示。组委会为每支参赛团队提

供 2m（长）*2m（宽）*3.5m（高）的展位一个（展位示意图见

附件 2）、桌椅一套（提供电源），要求每支团队设计制作 2 张

海报参展（宽 94cm，高 237cm，模板见附件 2），其它物料由

团队结合项目特点自行设计制作，请按照决赛日程安排（见附件

3）及报到时领取的参赛手册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布展。项目

展示时，允许参赛团队携带必要的文字、图片、产品实物、样品

等可用于辅助说明的材料。 

四、评审 

1. 终审决赛分为现场质询、个别问辩及名单确定三个环节。 

现场质询：20 日上午，各组别专家逐一对本组全部参评作

品进行现场质询，每位评委要向所负责评审作品的作者至少质询

一次。质询结束后，各评审组在组内进行充分讨论，并提出个别

问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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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问辩：20 日下午，各评审组将进行个别问辩。个别问

辩时，允许参赛团队携带必要的文字、图片、产品、样品等可用

于辅助说明的材料。问辩结束后，评委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作品

进行指导。 

名单确定：评审结束后，各评委对参加终审决赛的全部作品

进行商议，各小组提出金奖、银奖建议名单，经评委会主任会议

通过后公布。 

五、奖励办法 

1. “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设金奖 40 个，银奖、铜奖若干；

创业实践挑战赛设金奖 15 个，银奖、铜奖若干；公益创业赛设

金奖 10 个，银奖、铜奖若干。以上获奖作品均由主办单位颁发

获奖证书。 

2. 竞赛设优秀指导教师奖，授予三项赛事金奖获奖作品的

指导教师，以及在组织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团学干部或专业教师。 

3. 竞赛设“创青春杯”1 个、“优胜杯”9个、校级优秀组织

奖若干，由组委会颁发奖牌。 

4. 组委会将从“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创业实践挑战赛

及公益创业赛的金奖获奖作品中分别推荐 28 件、15 件、9 件作

品参加全国复赛，国赛名单另行通知。 

六、报到 

1. 参赛及观摩代表不收取会务费，不统一安排住宿及就餐，

建议参赛代表到组委会推荐酒店（见附件 4）住宿，请务必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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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在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第二食堂二楼“创青春”大赛就

餐专区或周边酒店就餐。 

2. 组委会不专程安排接送站，请参赛及观摩代表自行前往

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 

3. 请以学校为单位于 5 月 19 日 8:00—18:00 到山东省济南

市市中区舜耕路 40 号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体育场报到，递交

有关材料，领取有关证件，并进行现场布展。 

七、其它事项 

1. 关于校徽及校旗 

每所高校提供学校校徽图案及校名标准字（必须是 PSD 或

其他格式的矢量图），并于 5 月 12 日 17:00 前发至邮箱

sdufecqc2018@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某某高校校徽校名，如：

山东财经大学校徽校名。请各参赛高校于 5 月 12 日 17:00 前通

过顺丰速运向组委会办公室寄送 4 号校旗 2 面（横版 4 号旗

144cm*96cm，左侧缝杆套；横版 4 号旗 144cm*96cm，上方缝

杆套）。地址：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 7366 号山东财经大学 4

号教学楼 4311 室，邮编：250014，收件人：李建强，电话：

0531-88525803，手机：13969189298。 

2. 关于高校代表队回执 

各高校填写本校参赛代表回执（见附件 5）后，于 5 月 12

日 17:00 前发至邮箱 sdufecqc2018@163.com，邮件主题及附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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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为“创青春”某某高校回执，如：“创青春”山东财经大学

回执。 

 

团省委学校部 

联 系 人：王云龙    焦  健 

联系电话：0531-82073825      82073939 

传    真：0531-82073825 

 

山东财经大学团委 

联 系 人：李建强 

联系电话：0531-88525803 

传    真：0531-88525803 

电子邮箱：sdufecqc2018@163.com 

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 7366 号山东财经大学 

4 号教学楼 4311 室 

邮    编：250014 

 

 

附件：1．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

入围名单 

2．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

展位示意图及海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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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决赛入围名单 

 

“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135 件）： 

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角膜再生性材料 山东大学 B.生物医药组 

E 康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大学 B.生物医药组 

石油冷采降粘剂 山东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素速净活性炭 山东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山东云智自动化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HPI 高精度智动工业机器人 山东大学 F.机械能源组 

Manga Mandarin 漫中文 山东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济南益心易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师范大学 B.生物医药组 

中医诊疗新模式 山东师范大学 B.生物医药组 

交互式全息影像系统 山东师范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智瞳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师范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一拍技合 山东师范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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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山东猫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师范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艺拍即合”钢琴伴奏 APP 

服务平台 
山东师范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玩家具 山东师范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喵吉卡艺术学堂 山东师范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一克科技 山东师范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团餐精益管理系统——智慧食堂 

美食超市 
山东财经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山东桃花泪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财经大学 B.生物医药组 

玫瑰菌族 山东财经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悦动馆智能预约系统 山东财经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自律契约 APP 山东财经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杨帆车险数据共享平台 山东财经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伴旅”高端品质化旅行平台 山东财经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酵爵智能酵素机 齐鲁工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实现薄木单板自动化生产设备 齐鲁工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山东有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于 

啤酒糟固态发酵的新型促生抗虫生防菌剂 
齐鲁工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山东黑石添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工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山东瑞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鲁工业大学 B.生物医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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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远程中医诊断系统 齐鲁工业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卫色科技有限公司 齐鲁工业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垃圾渗滤液生物自碳源高效深度 

脱氮-非膜法组合处理工艺 
山东建筑大学 B.生物医药组 

镀锌无铬钝化剂创业计划 山东建筑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国际建筑工程语言服务商 山东建筑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JobHouse 职前教育综合服务商 山东建筑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小麦功能分子标记育种芯片及检测 

服务——山东嘉实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曌·阿胶美白轻肽面膜--卓茂生物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大学 B.生物医药组 

山东中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圣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山东微光气检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济南达君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激光导引自动驾驶植保机器人 济南大学 F.机械能源组 

蓝诺共享式酒店公寓 济南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海生音乐治疗服务平台 山东艺术学院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济南路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交通学院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精准眼球塑形机 山东交通学院 E.材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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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道路破冰融雪 山东交通学院 E.材料组 

摆动电弧窄间隙 GMA 智能 

焊接系统 
山东交通学院 F.机械能源组 

青岛海科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化

养殖水质预测集成管理决策系统 
中国海洋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一种可食性全生物降解海藻 

保鲜膜的推广 
中国海洋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敏睿智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商业计划书 
中国海洋大学 B.生物医药组 

青岛福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火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化

水下机器人 
中国海洋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青岛烯纳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海洋大学 E.材料组 

“学在大学”课外辅导服务空间 中国海洋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全景商业空间展示与传播项目 青岛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青岛星痕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青岛电池驿站科技公司 青岛大学 F.机械能源组 

华尔智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大学 F.机械能源组 

五色岛创吧机器人教育 青岛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青岛游方体育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革命性补牙剂——上转换纳米 

荧光材料掺杂的红外光固化树脂 
青岛科技大学 B.生物医药组 

百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科技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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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青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计划书 
青岛科技大学 E.材料组 

固体乳化剂乳化 AKD 制备新型

表面施胶乳液的研究及推广 
青岛科技大学 E.材料组 

青岛 e 品居创意涂层材料 

有限公司 
青岛科技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教师 HR 青岛科技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山东博创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室内随机刷脸定位系统 青岛理工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青振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 F.机械能源组 

面向协同的多源 BIM 信息平台 青岛理工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鲜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青岛致远选种测产有限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寄语永生花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智能苔藓景观墙 青岛农业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泰安山农绿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农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月季鲜切花的生产销售与技术 

服务 
山东农业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智能林木修枝机器人 山东农业大学 F.机械能源组 

“蒜通天下”微信平台 山东科技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青岛益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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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青岛思创阻燃环保新材料 山东科技大学 E.材料组 

青岛万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F.机械能源组 

青岛赛宝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宝贝不脸红”儿童性教育中心 泰山医学院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指引之光”磁感餐盘有限公司 泰山医学院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豌豆蛋白废水综合利用及新型功

能性肥料的综合开发 
鲁东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仔稚鱼开口饵料大规模培养技术

开发、应用及推广 
鲁东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丰格斯-中药桑黄产业链开发 鲁东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智能心率带 鲁东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智瞳”高速机器视觉检测 鲁东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虚拟机械课堂 鲁东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具有超强抗电压浪涌冲击能力的 

高精确度指针式仪表 
鲁东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鼓动音律 聊城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柒嘉科创有限责任公司 聊城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人工合成抗菌肽安全护肤项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B.生物医药组 

胆石病智能诊断平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青岛邃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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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青岛哪儿推传媒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油伯特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就业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东营杰利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E.材料组 

中非职业教育培训及人文交流 

服务平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未来说创智教育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日照创梦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医学院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淄博致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筹） 山东理工大学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山东环护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理工大学 F.机械能源组 

右艾为专业化农业植保飞防 

服务公司 
山东理工大学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物流云盘 临沂大学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零排放内循环移动式生态卫生间 山东大学（威海）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厘米级高精度室内定位项目 山东大学（威海）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昌昊刀具监控系统 山东大学（威海）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蜂麦无限充电解决方案 山东大学（威海）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奕蓝号”--智能水面垃圾清理船 山东大学（威海） F.机械能源组 

“PV-go”——光伏电站智能 

运维清洁机器人 
山东大学（威海） F.机械能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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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智芯点胶机 山东大学（威海） F.机械能源组 

久航无人机中继平台 山东大学（威海） F.机械能源组 

桌面级清洁能源海水淡化装置 山东大学（威海） F.机械能源组 

饮水思源--一体化空气取水装置 山东大学（威海） F.机械能源组 

magican（魔法罐头）创意手工课 山东大学（威海）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E-Skin 柔性电子皮肤材料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E.材料组 

国风雅颂 APP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可升降智能马桶项目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N²共享农用机械 潍坊学院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移动供应链数据分析及解决方案 滨州学院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弘毅农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滨州学院 F.机械能源组 

青年艺创转化平台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G.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重盐渍化土地绿化技术推广 齐鲁师范学院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蛋白基微胶囊甲醛捕捉剂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海洋牧场数据监控与分析系统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碳纤维专用高性能粘结材料 

产业化项目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E.材料组 

基于大数据的海水养殖环境监

控、数据分析系统 
青岛黄海学院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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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  校 类  别 

活蛎肽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汇智睿享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

科技学院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新型智能纳米药物载体的研发 烟台工贸技工学院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斯坦博智能轮椅 烟台工贸技工学院 D.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创业实践挑战赛（28 件）： 

学  校 作品名称 

山东米多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乐旋乒乓球俱乐部 

有限公司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鲜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灸徳堂养生保健有限公司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佰草仟方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中医药大学 

北京江山如画网络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共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景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财经大学 

济南天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润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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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作品名称 

山东蜂窝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青岛吉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青岛旭远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大学 

青岛小帅影舍影院管理 

有限公司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罗克环球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佳禾树堃工业科技 

有限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新位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鲁东大学 

山东省潍坊市省工食品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 
鲁东大学 

深圳半个苹果泛娱乐科技 

有限公司 
鲁东大学 

聊城市果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聊城大学 

淄博中天互联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理工大学 

临沂鹏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大学 

海南蓝祥联农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威海） 

北京赛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威海） 

威海银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潍坊柏年书仁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潍坊学院 

烟台沐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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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作品名称 

烟台烟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公益创业赛（20 件）： 

学  校 作品名称 

华龄犹韵社区音乐服务机构 山东师范大学 

同声传爱 山东财经大学 

“念.归”留守儿童家庭手工文创 

公益项目 
山东财经大学 

“听影”盲人影院 齐鲁工业大学 

天启荒漠生态改良项目 齐鲁工业大学 

“蒲公英·让爱传递”关爱留守儿童 

公益创业项目 
山东建筑大学 

Abe 视障儿童网络教育资源中心 济南大学 

宁夏青年公益实践中心 

（对外品牌名：C 公益）创业项目 
中国海洋大学 

We·树洞校园心理咨询交流平台 山东科技大学 

医养佳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大学 

又见所城：小城故事保护者联盟 鲁东大学 

“兰桂枝”言语矫治与语言康复 

服务基地 
鲁东大学 

集富宝 聊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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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作品名称 

向日葵之家 临沂大学 

格林（Green）公益联盟 德州学院 

漂流图书馆 滨州学院 

“茶山公社”乡村振兴村落规划 

公益项目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心灵灯塔”——双亲缺位家庭 

未成年子女心理援助项目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渔民号子数字化 

保护、传承与开发平台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基于“四态融合”的烟台市昆嵛山 

保护区长岭村旅游发展规划设计 
烟台工贸技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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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 

展位示意图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 

项目展示海报要求 

尺    寸： 94cm（宽）*237cm（高）     

材    质：（KT 板，无需带背胶，组委会统一提供双面胶） 

印刷要求： 按照模板颜色，画面清晰，色彩亮丽 

模板电子版请点击： https://pan.baidu.com/s/1Hez_yOy9Ex5AG-IoviKZSw 

密码: a8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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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决赛日程 

 

时  间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地  点 

5

月

19

日 

 

8:00-18:00 

参赛及观摩代表 

报到 

递交有关材料， 

领取有关证件 
体育场 

参赛团队布展 布置展位 体育场 

13:00-15:00 
答辩演示文档 

预装、测试 

参赛团队报到后立即到

答辩场地预装、测试 

答辩演示文档 

3 号教学楼 

18:30-19:00 参赛高校领队会议 布置竞赛有关事宜 
天舜大厦二楼 

第四会议室 

19:00-20:30 “新动能 创未来”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 
天舜大厦三楼 

文华堂 

5

月

20

日 

8:30-9:00 评委会全体会议 
讲解评审流程、注意 

事项 

天舜大厦二楼 

第四会议室 

9:20-11:30 创业项目现场质询 
参赛创业团队进行项目展

示，评委进行现场质询 
体育场 

14:00-17:00 

创业项目公开观摩 
观摩团参观、团队互相

交流、新闻记者采访 
体育场 

创业项目答辩 
评委对部分项目进行 

封闭问辩 
3 号教学楼 

5

月

21

日 

10:00-11:00 
闭幕式暨 

颁奖典礼 

赛事回顾；揭晓获奖作品

并颁奖；宣布 2019 年“挑

战杯”竞赛承办高校 

礼  堂 

下午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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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东财经大学周边酒店信息 

序
号 

宾馆名称 宾馆地址 联系电话 价格 距离 

1 山东国际商务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历阳大街 

6 号 
0531-66661616 290-320 0.7km 

2 舜德大厦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南路 

7 号 
0531-82960688 250-300 1.0km 

3 山东华国宾馆 济南市市中区玉函路 63 号 15153181805 220-250 1.6km 

4 
银座佳驿 

（济南玉函路店） 
济南市市中区玉函路 45 号 0531-83182888 220-250 1.6km 

5 
如家 

（济南玉函路店） 

济南市市中区玉函路 

38-5 号 
0531-88988333 230-250 1.6km 

6 
锦江之星 

（济南英雄山路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04 号 
0531-82029999 230-250 1.9km 

7 贵友大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01 号 
15069198800 320-350 2.0km 

8 
银座佳驿酒店 

舜耕路泉城公园店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 

32 号 
0531-67896898 190-220 2.1km 

9 
百事春秋快捷酒店

（舜耕店） 

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 

6-3 号 
0531-88722777 170-200 2.2km 

10 雅悦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中区 

英雄山路 79 号 
0531-86138889 220-250 2.2km 

11 蓝海大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228 号 
17866939366 360-400 2.2km 

12 亚朵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65 号 
15063344861 350-380 2.2km 

13 
银座佳驿 

（济南七里山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89 号 
0531-55685777 160-200 2.3km 

14 
锦江之星 

（泉城公园店） 

济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 

14 号 
0531-82922999 190-210 2.3km 

15 如家（英雄山路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54 号 
0531-67812777 150-200 2.4km 

16 蓝鹰宾馆 
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西路

18 号 
15966650327 260-300 2.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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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济南黄河大厦 济南市英雄山路 20 号 13969082851 200-250 2.5km 

18 
银座佳驿（济南经

十路千佛山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222 号 
0531-58631566 170-200 2.6km 

19 山东联勤宾馆 济南市英雄山路 38 号 0531-51633888 290-340 2.6km 

20 铭座饭店 
济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 

13 号 
0531-82027888 370-400 2.6km 

21 
汉庭（济南千佛山

经十路店）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7175 号 
0531-62301999 220-250 2.7km 

22 夫子宾舍文化酒店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6547 号 
18253176443 200-250 2.9km 

23 
明泉派途酒店 

（济南泉城广场店）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4 号 
0531-82380555 220-260 2.9km 

24 山东文博苑 济南市燕子山西路 66 号 15688863789 330-350 2.9km 

25 银座佳驿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棋盘街 
0531-83166999 180-200 3.0km 

26 
汉庭 

（济南千佛山店）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0 号 
0531-55766766 190-220 3.0km 

27 
锦江之星 

（经十路千佛山店） 
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 44 号 0531-83198999 200-230 3.0km 

28 格林豪泰 济南市文化西路 21-10 号 刘 13589036998 240-260 3.0km 

29 舜和酒店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53 号 
0531-86138888 350-400 3.0km 

30 济南城建假日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 18 号 0531-82066896 180-200 3.2km 

31 
济南缤纷五洲 

精品酒店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5 号 
0531-83180888 310-340 3.2km 

32 
济南名雅千佛山 

宾馆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9 号 
18888379968 310-340 3.2km 

33 
银座佳驿 

（齐鲁医院店） 

济南市趵突泉南路和文化

西路交汇 
0531-82399555 200-230 3.3km 

34 山东新航大厦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30 号 
0531-85680777 250-280 3.3km 

35 
7 天连锁酒店 

（济南泉城广场中心店） 
济南市历下区泺文路 9 号 15508677880 170-200 3.6km 

36 
锦江之星 

（济南泉城广场店） 

济南市历下区莲花喷泉 

向西 100 米 
0531-61316666 210-250 3.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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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汉庭（泉城广场店） 济南市历下区泺文路 3 号 0531-83196999 260-290 3.7km 

38 
济南 HHTOL-爱驰

精选酒店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5356 号 
13589083322 280-300 3.7km 

39 
山东舜和国际酒店

天禧店 

济南市市中区经十纬五路 

133 号 
0531-82027892 320-350 3.7km 

40 玉泉森信大酒店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68 号 
0531-88888887 360-400 3.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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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创青春”·海尔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高校代表队参赛回执 

整体情况 

学校  

领队  职务  手机  

联络人（重要事项联络， 

可由领队或团队成员兼任） 
 手机  

预计报到时间  

预计观摩人数  

项目 

（多于三个项目

可自行添加） 

项目 1 

项目名称  

团队成员 

（最多 4 人） 

负责人  手机  

队员 1  手机  

队员 2  手机  

队员 3  手机  

指导教师 

（最多 2 人）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展示场地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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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项目名称  

成员 

（最多 4 人） 

负责人  手机  

队员 1  手机  

队员 2  手机  

队员 3  手机  

指导教师 

（最多 2 人）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展示场地特别说明  

项目 3 

项目名称  

成员 

（最多 4 人） 

负责人  手机  

队员 1  手机  

队员 2  手机  

队员 3  手机  

指导教师 

（最多 2 人）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展示场地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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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无参赛团队高校只需填写整体情况和是否有校领导参加。 

是否有校领导 

参加 
（如有，请列明领导姓名、职务） 

是否需要清真餐 （如有，请列明需要清真餐人数及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