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8-1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网评）

自选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所属赛区：                                                           

 

项目是否涉林(此条件为刚性条件，非涉林项目计分为 0)：_________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10 十分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题目及内涵/痛

点描述 
15 

题目及内涵描述：十分准确、准确、一般、不准确； 

痛点描述：十分清晰、清晰、不清晰、没有痛点。 
 

3 措施可行性 15 可行性强、基本可行、可行性差、基本不可行。  

4 
产品/服务科学

性、先进性 
10 

科学性：十分合理、合理、一般、不合理； 

先进性：十分先进、先进、一般、不先进。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定价是否合理 

预期销售是否靠谱 

营业收入计算是否准确 

利润分析是否真实 

资金需求分析和筹资额度是否恰当 

融资用途描述是否合理 

融资后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6 项目团队 10 

项目负责人是否具备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是否恰当 

团队核心成员的股权是否合理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总分 100分  

评语和签字:                                                           



附件 8-2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网评）

命题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参赛编号：                                                               

 

 

项目是否符合命题规定（此条件为刚性条件，不符合条件计分为 0)：_____________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10 非常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创新性 15 规划契合当地需求；规划设计具有创新价值  

3 规划方向 15 

符合命题方向，能充分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能部分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未能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4 解决方案 10 

具有针对性 

具有落地性 

具有经济性 

具有可复制性 

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规划定价是否合理； 

资金需求分析是否恰当； 

规划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规划项目的收入分析是否可行。 

 

6 项目团队 10 

团队负责人的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 

团队核心成员股权的合理性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总分 100分  

评语及签字：                                                  



附件 8-3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半决赛 

自选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参赛编号：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5 十分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题目及内涵/痛

点描述 
10 

题目及内涵描述：十分准确、准确、一般、不准确； 

痛点描述：十分清晰、清晰、不清晰、没有痛点。 
 

3 措施可行性 10 可行性强、基本可行、可行性差、基本不可行。  

4 
产品/服务科学

性、先进性 
10 

科学性：十分合理、合理、一般、不合理； 

先进性：十分先进、先进、一般、不先进。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定价是否合理 

预期销售是否靠谱 

营业收入计算是否准确 

利润分析是否真实 

资金需求分析和筹资额度是否恰当 

融资用途描述是否合理 

融资后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6 项目团队 10 

项目负责人是否具备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是否恰当 

团队核心成员的股权是否合理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8 路演展示 15 

着装是否整齐合体 

PPT是否演示流畅 

答辩是否精彩 

 

总分 100分（由计分员统计）  

评语和签字:                                                           



附件 8-4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半决赛命

题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参赛编号：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5 非常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创新性 10 规划契合当地需求；规划设计具有创新价值。  

3 规划方向 10 

符合命题方向，能充分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能部分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未能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4 解决方案 10 

具有针对性 

具有落地性 

具有经济性 

具有可复制性 

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规划定价是否合理 

资金需求分析是否恰当 

规划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规划项目的收入分析是否可行 

 

6 项目团队 10 

团队负责人的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 

团队核心成员股权的合理性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8 路演展示 15 

着装是否整齐合体 

PPT 是否演示流畅 

答辩是否精彩 

 

总分 100分（由计分员统计）  

评语和签字:                                                           



附件 8-5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院校组-自选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参赛编号：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5 十分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题目及内涵/痛

点描述 
10 

题目及内涵描述：十分准确、准确、一般、不准确 

痛点描述：十分清晰、清晰、不清晰、没有痛点 
 

3 措施可行性 10 可行性强、基本可行、可行性差、基本不可行  

4 
产品/服务科学

性、先进性 
10 

科学性：十分合理、合理、一般、不合理 

先进性：十分先进、先进、一般、不先进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定价是否合理 

预期销售是否靠谱 

营业收入计算是否准确 

利润分析是否真实 

资金需求分析和筹资额度是否恰当 

融资用途描述是否合理 

融资后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6 项目团队 10 

项目负责人是否具备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是否恰当 

团队核心成员的股权是否合理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8 路演展示 15 

着装是否整齐合体 

PPT 是否演示流畅 

答辩是否精彩 

 

总分 100分（由计分员统计）  

签字和评语：_____________                              ___             



附件 8-6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命题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参赛编号：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5 非常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创新性 10 
规划契合当地需求 

规划设计具有创新价值 
 

3 规划方向 10 

符合命题方向，能充分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能部分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未能利用命题给出的条件 

 

4 解决方案 10 

具有针对性 

具有落地性 

具有经济性 

具有可复制性 

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规划定价是否合理 

资金需求分析是否恰当 

规划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规划项目的收入分析是否可行 

 

6 项目团队 10 

团队负责人的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 

团队核心成员股权的合理性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8 路演展示 15 

着装是否整齐合体 

PPT 是否演示流畅 

答辩是否精彩 

 

总分 100分（由计分员统计）  

评语及签字：                                                



附件 8-7 

第三届全国林业草原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社

会组-自选类项目评审表 
参赛项目：                                                           

参赛编号：                                                               

请根据团队表现从以下方面打分，每个评分项权重分值为最高值，1分为最低分。 

序

号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说明 分数 

1 材料完整 5 十分完整、完整、一般完整、不完整。  

2 
题目及内涵/痛

点描述 
10 

题目及内涵描述：十分准确、准确、一般、不准确； 

痛点描述：十分清晰、清晰、不清晰、没有痛点。 
 

3 措施可行性 10 可行性强、基本可行、可行性差、基本不可行。  

4 
产品/服务科学

性、先进性 
10 

科学性：十分合理、合理、一般、不合理； 

先进性：十分先进、先进、一般、不先进。 
 

5 商业逻辑 30 

成本描述是否正确 

定价是否合理 

预期销售是否靠谱 

营业收入计算是否准确 

利润分析是否真实 

资金需求分析和筹资额度是否恰当 

融资用途描述是否合理 

融资后的回报描述是否可信 

 

6 项目团队 10 

项目负责人是否具备团队领袖特质 

团队成员的匹配性是否恰当 

团队核心成员的股权是否合理 

 

7 社会效益 10 

符合林业现代化建设要求 

或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或符合美丽中国（乡村）建设和林草产业转型升级

要求 

或可以带动林区发展建设要求 

 

8 路演展示 15 

着装是否整齐合体 

PPT 是否演示流畅 

答辩是否精彩 

 

总分 100分（由计分员统计）  

评语及签字：______________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