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创青春”大赛金奖项目介绍 

 
华中科技大学——海投网（大学生求职系统） 

【项目简介】 

    武汉鸣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主要从事求职

服务平台的开发与运营，核心产品为“海投网”。截至目前为止，海

投网的业务覆盖全国 16个地区的 160所重点高校，最高日点击量达

200 万人次，公司未来将专注于大学毕业生求职领域，聚焦大学生求

职的细分市场。 

清华大学——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注于医用诊疗设备研发和推广的

科技创新型公司，现已成为我国无创肝纤维化诊断领域的领军企业。

公司注册资本 188.68 万元人民币，2013 年获启迪创投和上海培恩昶

叶的 2000 万风险投资。13 年营业收入 2131.2 万，税后利润 439.4

万，纳税 418.4万元，产品在全国 71家三甲医院使用。预计未来三

年累计销售额 2.5亿，提供 150 人的就业机会，并于 2016 年 IPO。 

 【项目简介】 



   公司研发了全球首台影像引导肝纤维化无创检测系统FibroTouch，

核心部件均自主研发。采用国际最新第三代瞬时弹性成像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该技术拥有无创、准确、快速和易重复等优点，得到

临床广泛认可，列入欧洲肝病、美国肝病、亚太肝病等学会的临床诊

断指南。现已在北京友谊医院等 71 家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使用，每天

服务近万名患者。得到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等支持。 

重庆大学——五彩石公益创业项目 

【项目简介】 

    该项目针对的对象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儿童，项目开展初期

主要以曾与“五彩石”团队合作过的云南绿春县哈尼族聚居地为首要

对接地，深入该地调查了解当地的留守儿童情况，在原有的为其批改

作文，帮助他们开阔眼界、丰富内心生活、提高作文水平的基础上，

通过随后开展的一些帮扶活动在丰富他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他

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他们能够在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双手来获取劳

动果实。 

【公益性阐述】 

    五彩石项目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儿童解决心理问题，促使其健康成

长。项目充分发挥志愿者力量，全心全意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

童的健康成长。 



 【创业性阐述】 

    大学生创业团队致力于为项目注入资金，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够

买，自我造血，在帮扶地区开展义卖、众筹等配套项目为少数民族地

区和项目组创收，促进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 

【实践性阐述】 

    项目已募集 1000 余名志愿者，并配套了专项经费、项目办、重

庆五彩石社团等专门机构，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 

吉林大学——天人和有限公司参元系列功能饮料 

【项目简介】 

    “弘扬养生文化，提供健康饮品”——长春天人和有限公司首创

性采用人参多糖提取物，配以饮料新宠益生菌，打造具有抗老化、抗

辐射、调节血糖功效的健康饮品，并针对白领女性偏好打造专属口味

与个性包装。同时，产品规避了传统人参饮品因含有人参皂苷而带来

的易上火等弊端，开创“不上火的人参饮品”，公司与吉林大学军需

科技学院深度合作，并邀请张铁华教授任技术指导，生产工艺获得国

家专利。将在战略中期采用的小分子肽、微胶囊炫富活性益生菌发酵

等工艺，均已达到行业顶尖水准，为企业提供强大的生命力。 

大连理工大学——独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独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2 年 10月 10日，基

于独创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社交网络分析模型及数据观察模型，运

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开发了一整套微博传播分析系统。目前已在独到

科技官方网站——独到网（www.doodod.com）上运营使用。该系统累

计服务 50000 余家企业用户，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公司还为多家公共

公司、知名企业提供数据服务方案，经营前景良好。 

【项目简介】 

    独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社交网络数据挖掘，基于独

创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社交网络分析模型及数据观察模型，运用大

数据处理技术，开发了一整套微博传播分析系统。目前已在独到科技

官方网站——独到网（www.doodod.com）上运营使用。该系统累计服

务 50000余家企业用户，市场前景广阔。 

华中科技大学——“幸福虫”公益创业计划 

【项目简介】 

    践行“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做公益”的宗旨，本公司提出了实现

社会公益的新模式：为农户提供免费母虫，养殖设备以及技术培训，

在养殖过程中提供实时指导，以协议的方式保证收购养虫户产出的产

品，出售给下游企业获取利益以分润农户，从而建立一条完善的产业

链，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以可观的经济利润吸引外出



人群返乡创业，能极大程度上解决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所引发的一系

列农村社会问题。 

【公益性阐述】 

    我们创立的运营模式能给农民带来巨大利润，对农民具有强大的

吸引力，可以将农村外出人群吸引回乡创业，让他们能陪伴老人与孩

子，减少留守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完善家庭结构，促进社会稳定。 

【创业性阐述】 

    黄粉虫养殖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市场需求大，投资回报率高，

市场走势乐观。我公司具有先进的黄粉虫养殖与加工技术，接受我们

培训的农户生产的鲜虫营养丰富，经我们加工的产品质量上乘，广受

市场欢迎，创业成功率高。 

【实践性阐述】 

    已完成市场调研。已成功举办校园宣传讲座。已获《央视新闻》、

《广州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媒体报导。模式试点已运营成功。

获得本校管理学院专人指导，作出详实的可行性分析，确认项目切实

可行。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随着我国对节水灌溉的重视，大型喷灌机作为大型节水设备大力

的推广，大型喷灌机中国的 2018 年市场产值将达到 118亿元。陕西

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8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大型喷灌机

生产厂商提供控制系统零部件，目前针对原有机械式控制系统的缺陷，

2012年研发了智能控制系统，目前技术已经成熟。 

    大型喷灌机智能控制系统较原有的机械式控制系统的优势是： 

    1.保证喷灌机运行同步，有效预防喷灌机倒塌； 

    2.能实现精准灌溉，差异化喷洒，节水能效为 25%； 

    3.有效控制行走机构电机的运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独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独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2 年 10月 10日，基

于独创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社交网络分析模型及数据观察模型，运

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开发了一整套微博传播分析系统。目前已在独到

科技官方网站——独到网（www.doodod.com）上运营使用。该系统累

计服务 50000 余家企业用户，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公司还为多家公共

公司、知名企业提供数据服务方案，经营前景良好。 

【项目简介】 



    独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社交网络数据挖掘，基于独

创的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社交网络分析模型及数据观察模型，运用大

数据处理技术，开发了一整套微博传播分析系统。目前已在独到科技

官方网站——独到网（www.doodod.com）上运营使用。该系统累计服

务 50000余家企业用户，市场前景广阔。 

扬州大学——“创艺家”公益创业项目 

【项目简介】 

    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研究表明他们

存在着严峻的心理问题。“创艺家”公益创业项目源起于 12年 10月，

它脱离传统“花钱买公益”的陈旧集资方式，创新地以留守儿童和志

愿者制作的橡皮章为物质载体，通过手机 APP、淘宝店运营、公益售

点、商家购买等多重销售渠道聚拢资金，再通过建设“创艺家”手工

教室的方式将关爱回馈给留守儿童，帮助留守儿童缓解心理压力，提

供健康的情感宣泄渠道，提高艺术修养。 

【公益性阐述】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艺术治疗是透过艺术创作而

进行的心理治疗，包括绘画、雕刻等，制作橡皮章为其一。它可以帮

助孩子宣泄情感，缓解情绪，为留守儿童建立手工教室可长期为他们

提供良好的艺术教育场所。 

【创业性阐述】 



    橡皮章于 06 年流行大陆，受到年轻群体的推崇，拥有广阔市场

前景。留守儿童和志愿者制作的橡皮章，兼具公益和商业价值，通过

APP、淘宝、公益售点、商家购买、拍卖等渠道，出售给社会人士、

企业以及橡皮章热爱者。 

【实践性阐述】 

    2013 年至今，义卖让橡皮章在扬州小范围内“火”了起来，并

受到扬子晚报、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媒体关注。目前，公益售点已定址

12 处，APP 开发完善，产品包装不断升级。第一个手工教室已定址，

并已完成前期策划。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贝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上海贝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态农产品营销服务公司。创

业初期与上海自在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以“蛙稻

米”产品销售作为起步。我们以线下传统销售渠道为基础，利用互联

网和移动终端技术，开发“贝耳田园”在线营销平台，模拟真实农场

的种植养殖方式，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后期将“贝

耳田园”逐步应用到蔬菜、水果、家禽等其他生态农产品，致力打造

优质生态农产品销售的成功企业。 

天津大学——天津云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天津云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凌傲创意产业园区。公

司致力于中小型无人机系统研发和推广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行

业解决方案。公司宗旨：给梦想插上翅膀，让我们一同飞翔。发展模

式：以提供无人机方案解决带动客户发展，基于无人机方案解决客户

源，形成产品销售与无人机产品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无人机制造企业。 

【项目简介】 

目前云友科技技术服务包括：航拍航测、应急救援监测、无人机

机体设计制作及外场调试、无人机机载设备的设计研发等。公司的主

要客户为电视台、国有企业、政府、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产品与服务

得到了业内及社会人士广泛的认可与好评。云友科技——给梦想插上

翅膀——让我们一同飞翔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市生命相髓 

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公益中心 

【项目简介】  

    本中心经温州民政局审批成立，源于温州医科大学 2005 年开展

的公益献髓项目，是国内首家以大学生为法人的传播造血干细胞捐献

知识的非盈利性质社会组织。联合政府、企业、医院、高校，以“医

学生—大学生—社会”的志愿服务网络，辐射 6 所高校、温州市 3个



区 8 个市，省内外 30 余见实习点，参与者近 10 万。迄今由中心入库

者达 2730 人，占温州 59.2%，实现 3例成功捐献，占温州 30%，累计

关爱白血病患者 86400 余时。 

【公益性阐述】 

    中心与温州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温州网等政府机构合作，通

过“传播干细胞捐献知识—征集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服务白血病患者”的志愿服务体系，为无数濒危的白血病患者提供

了力所能及的服务。 

【创业性阐述】 

    本中心以公益营销、购买公共服务等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现收入

资金已达 249 万，其中以出售能吸附苯的自制竹炭包为特色（空气中

苯污染是白血病一大诱因），2014 年竹炭包收入达 5 万。有望在 2020

年成立基金会。 

【实践性阐述】 

    10 年坚持献髓宣传，足迹遍布全国 8 个省，参与人数 10 余万。

邀请中国医师奖得主俞康等担任多方面的顾问监督。项目被认定为温

州医科大学德育实践载体，获得“浙江省校园文化品牌”、“浙江省

红十字奉献服务奖”。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维润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简介】 

    公司依托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核心技术，

与雨润集团达成生产联盟，生产、销售“迅羽阿晨”系列鸡肉产品。

独有工艺使得产品脂肪含量低、肉质细嫩。综合熟食和零食优点，打

造随带随走、包装贴心、个性定制的“轻熟食”消费新概念。针对移

动支付趋势，采用线上支付、线下提取相结合的 O2O模式，为快节奏

年轻上班族和注重健康饮食的中年人提供轻便服务。借助广告与新媒

体，塑造“迅羽阿晨”虚拟形象，倡导“轻便生活、乐享人生”的理

念。 

新疆农业大学——乌鲁木齐菜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概况】 

       乌鲁木齐菜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立足于移动互联新

媒体领域的科技公司，于 2013 年 9 月注册成立，是一家在新疆大学

科技园进行孵化的企业。公司运营的新疆地区最大移动互联新媒体平

台“新疆我的家”为主营业务模块，旗下拥有年轻的专业策划编辑团

队、技术开发团队及推广销售团队。公司现不断整合移动互联网资源，

发挥立体传播集群效应，构架起集策划、宣传、推广、互动为一体的

区域性移动互联新媒体网络平台。 

【项目简介】 



    公司立足新疆市场，在为构筑移动互联新媒体企业品牌核心上打

造了“新疆我的家”新媒体平台，新架构功能定位、细致满足用户需

求，力求打造成为新闻信息即时更新、生活消费掌上搜索、人气社区

随身互动、数字化整合营销开拓创新的新疆地区移动互联新媒体第一

平台。现已覆盖 3G门户社区、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并逐渐

将用户导入自主开发的手机 APP 客户端提供更优质、全面的服务。 

吉林大学——周末圆梦大学 

【项目简介】 

    “周末圆梦大学”是大学生针对初高中农民工子女所开展的集

“实践”、“励志”、“筑梦”、“帮扶”为一体系列公益活动。设

计主题课程，利用周末带领青少年共享高校资源，播种信念理想，通

过话剧展演、励志讲座、爱心午餐、科技启迪、职业启蒙等使孩子们

体验大学生活的精彩瞬间。活动面向社会招募学员，全年开展 8 期，

每期招收 100 名学员进入校园体验 4天大学生活。 

【公益性阐述】 

    本项目致力于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给予农民工子女高质量的大

学体验，为其建立高效、创新、可持续的公益帮扶体系；崇尚身心并

举的公益模式，为青少年提供一次社会实践与心灵沟通相结合的成长

经历。 

【创业性阐述】 



       吉禾以高校资源、活动经验和志愿者群体为基础，面向普通青少

年开拓周末收费版和夏令营版活动。以“分包承办”的模块化运营，

实现公益组织的社会化创业，以收益帮助更多青少年。目前已获得政

府及企业支持 40 余万元。 

【实践性阐述】 

    截止目前，本项目已成功运营 15期，覆盖农民工子女 1500余人，

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建立了完善志愿者资料库，与吉林省妇联、

吉林大学团委结为合作单位。预计本年度启动夏令营版活动，扩大活

动规模和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