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电  源  学  会 
 

中源函（2017）117号 

转发中国创交会办《关于征集 2018 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

易会成果项目、科技需求和专项活动的通知》 

学会全体会员，各分支机构、地方电源学会， 

由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工程院、九三学社中央、广东省人

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8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以下

简称创交会），现已开展成果项目、专项活动和科技需求征集工作。学会现

将相关安排转发各位，有意向的单位或个人可按照通知要求向创交会办提

交申报材料。 

一、创交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8年 5月 25-26日（暂定）； 

地点：广交会展馆 A区（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382号）。 

二、创交会征集内容 

（一）成果项目征集 

1、征集范围 

（1）各领域的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均可报名，侧重 IAB（新一代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高新产业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成果项目，以及市场前景好，贴近日常生活的先进适用技术和

产品等。 

（2）成果项目要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近年完成、已获得专



 

利权或提交专利申请的发明项目优先考虑。 

2、申报方式 

申报者可以是个人、单位或组团单位，成果项目申报网址：

www.chinaief.cn（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点击网站首页中部“参展报

名”图标进入申报页面，按照有关要求和操作提示（详见附件 1），进行网

上申报并上传材料。 

3、注意事项 

（1）所有通过创交会平台系统进行成果项目申报的用户，必须实事求

是、认真核实，保证所填报成果和需求的真实合法性。严禁弄虚作假，严禁

填报存在权属争议或有疑问的成果项目；凡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且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司法部门尚未做出仲裁结论的项目，不得申报；否则申报单位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成果项目征集结束后,创交会办公室将组织专家对申报的成果项

目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在相关网站公布，申报个人和单位届时可登陆网站

查询。入选项目单位需按照要求进一步提交参展人员信息、展品运输信息、

视频等资料。 

（二）科技需求征集 

1、征集范围 

2018 创交会前后将在广州、北京等地举办若干场科技需求与成果项目

对接交流会，组织开展院士专家企业行，为有需求的企业、科技社团、科研

院所等牵线搭桥，促成技术难题的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技术难题和成果需

求征集主要面向广州地区有关企事业单位，侧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汽车、光机电、金属、

化工等领域。 

http://www.chinaief.cn/


 

2、收集方式 

技术难题请填写《2018创交会技术难题信息表》(见附件 2)、成果需求

请填写《2018创交会成果需求信息表》(见附件 3)，并于截止日期前将电子

版发至邮箱：sclcgb@gz.gov.cn。 

（三）专项活动 

1、征集范围 

专项活动征集主要面向 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活动形式包括论坛沙龙、高端峰会、专题报告、创

意交流、创新大赛、项目对接、路演推介、创业培训等，以及与展览展示配

套开展的各类现场活动。 

2、申报方式 

专项活动申报需填写《2018创交会专项活动申报表》(见附件 4)，并于

征集截止日期前将纸质版（盖章）一式五份报创交会办公室，邮寄的以邮戳

时间为准，电子版同步发至邮箱：2629789624@qq.com（报送地址：广州市

童心路西胜街 42号 2号楼 501室，联系电话：020-61106211）。 

四、申报截止时间 

上述成果项目、科技需求、专项活动申报截止时间均为 2018年 1月 31

日。 

五、联系方式 

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 13号楼 9楼 

联 系 人：杨  颖   李文杰 

联系电话：010-65081873  62184926 

广州市科协（创交会办公室）： 

mailto:sclcgb@gz.gov.cn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童心路西胜街 42号 1号楼 4楼 

联 系 人：陈杰华  郭俊华  柯锐鹏 

联系电话：020-61106211  61106301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地址：广州市府前路 1号市政府大院 4号楼 

联 系 人：叶进生  蔡强 

联系电话：020-83491586  83124149  

网站申报技术支持： 

联系人：岑家良，电话：13045757675； 

网站申报技术问题可加 QQ咨询：3329619052。 

 

附件：1、网站申报操作指南 

2、2018创交会技术难题信息表 

3、2018创交会成果需求信息表 

4、2018创交会专项活动申报表 

 

 

中国电源学会 

2017年 12月 20日 

Administrator
学会章



 

附件 1 

网站申报操作指南 

一、注册并登录 

进入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网站：www.chinaief.cn，首页点击“参展报名”图标进入报名页面，点击“注册”，按照表单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如

果是您是组团单位，请在“注册类型”选择“组团单位”。注册成功后，请登录本平台。

 

http://www.chinaief.cn/


 

二、参展成果填报 

1.登录后，直接进入参展项目填报界面如下，用户可以填报参展项目基本信息并上传附件资料，然后点击“保存”： 

 



 

2.保存后进入待提交状态，这时项目处于处于“草稿”状态，可以修改项目信息和更改附件，修改无误后可以正式提交；若点击“新增参展成果”则

进入上一步填报界面。 
 

 
3.若成果填报后已保存或已提交，再次登陆系统后，需先点击“我的”->”参展申请”栏目，才可对已填报成果项目继续进行操作： 



 

 

 
 
 



 

三、提交参展成果 

1.点击“提交”后，即完成参展申请的填报。参展成果处于“待初审”状态。在此状态下，可以选择撤回重新编辑（若超过申报截止时间则不能撤回修

改）。 

 
 
 



 

2.撤回后，参展成果处于“草稿”状态，重新编辑参展成果，确认信息无误后，即可点击“提交”，参展成果将再次进入“待初审”状态。 
 
 

 
 



 

四、入选参展项目二次提交资料 

参展申请的填报完成、审核通过、会审完成并且确定参展后，您可以“上传参展资料”、“完善展品信息”、“完善参展人员信息”或者“上传参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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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创交会技术难题信息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单位

类型 
单位简介 所属区 技术难题概要 

需攻克技术 

内容或指标 

所属 

领域 

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 邮箱 

1           

2           

3           

4           

填表说明 

1. 单位类型： A.高校 B.科研院所 C.国有企业 D.民营企业 E.外资企业 F.创业园、孵化器 G.其它； 

2. 单位简介：主要填写单位基本情况、技术和管理团队情况，创业项目等，需突出重点，言简意赅。字数在 300 字以内； 

3. 技术难题概要：概括性填写技术难题简要，如：硅橡胶配方及生产工艺控制技术难题； 

4. 需攻克技术内容或指标：填写需攻克技术的有关内容或需达到的技术指标，宜详细具体可操作，以方便开展对接合作，

如：30shoreA 的硅胶压缩变形要小于或等于 20％； 

5. 所属领域：A 新一代信息技术、B 人工智能、C 生物医药、D 新能源、E 新材料、F 装备制造、G 节能环保、H 汽车、I 光

机电、J 金属 K 化工、L 农业、M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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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创交会成果需求信息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单位

类型 
单位简介 

所属

区 

成果需

求概要 
成果需求内容 

所属 

领域 

合作方式及 

要求 

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 邮箱 

1            

2            

3            

4            

填表说明 

1. 单位类型：A.高校 B.科研院所 C.国有企业 D.民营企业 E.外资企业 F.创业园、孵化器 G.其它； 

2. 单位简介：主要填写单位基本情况、技术和管理团队情况，创业项目等，需突出重点，言简意赅。字数在 300 字以内； 

3. 成果需求概要：概括性填写成果需求简要，如：平板显示 BLU 模组结构一体化技术改造； 

4. 成果需求内容：成果需求宜详细具体可操作，以方便开展对接合作； 

5. 所属领域：A 新一代信息技术、B 人工智能、C 生物医药、D 新能源、E 新材料、F 装备制造、G 节能环保、H 汽车、I 光

机电、J 金属 K 化工、L 农业、M 其它； 

6. 合作方式及要求：合作方式一般为技术转让、合作创办企业等，合作要求主要对资金、技术入股、分红等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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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创交会专项活动申报表 

专项活动承办单位信息 

单位全称                                      （盖章） 

单位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络人姓名  

职称/职务  职称/职务  

电话  电话  

手机  手机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单位简介 

（300 字以内） 

 

 

 

 

 

 

 

单位类型 
□全国学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地方科协  □政府部门   □创业园/孵化器 □其它 

承办活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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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创交会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参考提纲） 

一、 项目名称 

二、 组织单位 

三、 时间地点 

四、 活动内容及安排 

包含活动内容安排、活动规模（除项目对接、路演推介

活动外一般参会人员 100 人以上）、出席嘉宾（如参会两院

院士、“千人计划”专家、其他嘉宾）等内容。 

五、 工作进度安排 

六、 主要工作人员 

七、 项目目标 

指预期达到的经济社会效益，如受众人数、项目对接数

量、项目落地情况等。 

八、 经费预算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