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青 团 四 川 省 委 学 校 部 
 

关于公布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高校：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由中共四川

省委组织部、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科学技术

厅、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四川省

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共计 69 所高校逾万名大学生参与，1538

件作品入选省赛，经大赛专家评委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地评审，

最终评选出获奖项目：金奖 96 个、银奖 210 个、铜奖 628 个，

以及专项赛优秀奖 5 个；根据高校对赛事的参与、组织情况评出：

创青春杯 1 个，优胜杯 6 个，优秀组织奖 20 个，优秀指导教师

69 人。现将名单公布，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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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共青团四川省委学校部代章） 

2018 年 7月 6 日 

 

  



 

 

附件 1: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获奖单位名单 

 

创青春杯 

（共 1个） 

四川大学 

 

优胜杯 

（共 6个） 

四川农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优秀组织奖 

（共 20个） 

      四川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工商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理工学院        成都学院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内江师范学院 

 



 

 

附件 2: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项目获奖名单 
（共 96 个） 

 

创业计划竞赛 

（共 70 个） 

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中医药大学 甘饮萃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Family宠物庄园 

电子科技大学 高精度与超稳定农业智慧云系统 

内江师范学院 山地作物遥感监测预警机器人 

内江师范学院 鱼与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大学 Coli-one痛风保健专家 

四川旅游学院 路易食无厨餐饮—商业餐饮一体化解决方案 

四川农业大学 御龄芷中药纯天然植物护肤 

四川农业大学 芝源再生包装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新茏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雪域珍品”- 红原牦牛肉灌肠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生物医药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 ACUBOTS 数字经络智能针灸机器人 

四川大学 
BonChina未来骨芯——智能骨缺损可降解修复

专家 

四川农业大学 
国药的产业化革命—天然牛黄高效培植新技术

应用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大学 
超灵敏水质监测平台——芯欣荣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大学 RETIFIRE高分子导热材料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新东和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纳米级新型

润滑油 

西南石油大学 
基于油田含聚采出液处理——高效聚醚类清水

剂商业推广计划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东软学院 V课-校园全景网课平台 

成都理工大学 智能防抖勺 

成都体育学院 “超新”武术散打电子护具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用电安全专家--基于微电流技术的实时检测与

保护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智能机器人通用导航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寻位--重要物品防丢失系统 

成都学院 无人机监管与服务系统 

成都学院 在"绿水青山"视角下，打造秸秆高性能电池 

成都医学院 斯马托智能健康厕所 

电子科技大学 自主学习神经网络芯片加速智能应用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车载车窗防锁死安全保护系统  

绵阳师范学院 智能导购车 

四川大学 
Smart 卫裤：男性性功能检测新型数字化解决

方案 

四川工商学院 立法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 

四川农业大学 i驾车 

西华师范大学 悟空心理科技有限公司 

西华师范大学 CAM智能系统护理床 

西南财经大学 晶益链——基于区块链技术在公益平台的运用 

西南交通大学 智能康护辅具系统平台 

西南科技大学 大熊猫智能旅游服务机器人 

西南科技大学 机场智能行李车 

西南民族大学 基于 UWB新型智能婴儿车 

西南石油大学 泰斯特油气软件研发科技公司 

西南石油大学 贝柚守护芯片 

 



 

 

材料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大学 子宫功能型修复 SPS材料 

西南石油大学 异种金属超声辅助焊接设备 

 

 

机械能源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高性能复合材料零部件精密成形

智能制造装备 

四川大学 Solar-Town索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绵阳逢研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缝制设备的工

程实现与集成创新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碳原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针对钻井液用石

墨烯润滑剂的商业推广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阿坝师范学院 礼尚网来 

成都东软学院 飞屋移动式全自助生态旅舍 

成都体育学院 放 FUN体育文化创意产品有限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 岐伯曰——中医人专属的网络平台 

成都中医药大学 香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 “共享租”多功能共享租赁储物平台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绘季•二十四•时 艺术工作室 

攀枝花学院 竹道原创工作室——非遗传承 

四川大学 Uniplant华西优植－智慧口腔种植平台 

四川大学 则拉森林—“互联网+”农创服务商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Dowhat 活动平台 

四川工商学院 “锦绣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媒体运营项目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一种自感应式毛巾烘干架 

四川理工学院 熊猫理工智慧校园微信自媒体智慧服务平台 

四川旅游学院 “雲舒院”乡村古典人工智能民宿 

四川师范大学 Momo学在线课堂 

西华大学 活泼少年情商开发 

西南财经大学 Campus companion 校园伙伴 

西南财经大学 FixedUp便携式桌用固杯器研发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易小儿母婴健康生活馆 

西南科技大学 剪纸中国 新“森”代 

西南民族大学 格桑手创 

 



 

 

创业实践挑战赛 

（共 9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攀岩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学院 成都海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越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电科海立科技有限公司 

内江师范学院 内江市蜀洋水产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四川纵目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学院 四川省匠心竹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乐山川成锦鲤养殖有限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美好关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公益创业赛 

（共 11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乐山师范学院 嘉州星星语康复中心 

阿坝师范学院 爱婴列车 

电子科技大学 思达沃克先进医疗康复外骨骼机器人 

电子科技大学 穿戴式智能导盲设备 

四川大学 解语花——藏族病患专属翻译陪同就医服务 

四川农业大学 大鱼影像公益传播发展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 弃而不舍丢弃食品流转平台及优化处理系统 

西南科技大学 博通可回收轻智能快递包装 

西南民族大学 
触摸视界—视障辅具盲文贴及助盲平台公益创

业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 守护天使——儿童预防性侵犯公益设计工作室 

西南民族大学 “丝路”汉语教育精准扶贫公益创业计划 



 

 

乡村振兴暨服务民族地区专项赛 

（共 6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致新农业有限公司 

内江师范学院 反季节大闸蟹养殖与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财经大学 支点游学教育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桃源里 

西南民族大学 索玛花开之民族双语幼儿教育工作室 

西南石油大学 
新农村基于生物质原料的节能环保微循环系

统 

 

 

  



 

 

附件 3: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项目获奖名单 

（共 210 个） 

 

创业计划竞赛 

（共 149 个） 

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西南科技大学 丘处鸡果冻鸡丁酱助飞脱贫 

成都师范学院 沐艺水培植物生态研发有限公司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蜜田庄园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旧时光聚会趴 

乐山师范学院 峨眉中药材种植博览园 

绵阳师范学院 “奔跑吧，牛牛”原森态牛肉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市蜀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自动化重金属污染微生物修复仪 

四川大学 微莱特—农用微波等离子植物光源补偿灯 

四川工商学院 一坛泡菜跨境电商运营项目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养殖设备研发(手机@养殖场) 

四川理工学院 新能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旅游学院 花果恋优娜葡萄酒 

四川农业大学 
果皮及可食用性膜以及附属产品的开发与利

用 

四川农业大学 农业病虫害识别专家 

四川农业大学 食肉蔬菜 

西昌学院 大凉山苦荞咖啡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沐民--集约化畜牧养殖扶贫系统 

西南民族大学 
智慧棚友--基于物联网的大棚升级一体化解

决方案 

西南医科大学 微型药园 

宜宾学院 宜宾油樟副产物资源开发运营计划 

宜宾学院 川南肉牛牛粪养殖蚯蚓 

宜宾学院 “供给侧”下蔬菜种植业的 PT-3D农场 

 

 

生物医药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学院 外周血液基因组 DNA快速提取检测系统 

成都中医药大学 
医优联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一体三翼”

体系下基层医疗产业融合发展创业计划） 

电子科技大学 易牙科技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市蔬菌霸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Smart Med 肺癌早诊专家 

西南石油大学 “Alex”极光智能义肢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理工大学 GST地震属性软件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蜀都纸匠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守望大地——新型生态多物种剩余污泥处理

系统 

四川大学 Toothcare仿生蛋白抗龋专家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绿窝便捷绿化有限公司--便绿贴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隔音减噪、集水排水和降污除霾一体化

的环境友好型高架桥系统 

西南石油大学 “光立净”工业污水治理专家 

西南石油大学 防蜡防腐纳米环氧涂层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理工大学 “慧岩“APP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校园贰零叁零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原力电子 

成都师范学院 大学生“兼职 GO”运营平台 

成都体育学院 “球生”V2R篮球社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数据自动采集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芯”：高适配性存储控制器技术解决方案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掌上云物管—基于 Hadoop的智能小区物业服

务管理系统 



 

 

成都医学院 机巢社区 

成都医学院 医学僧 

电子科技大学 “心盾卫士”可穿戴心电监护仪 

电子科技大学 AI助力肺部医疗 

电子科技大学 聚星——无人驾驶的精确定位 

电子科技大学 传统健身房智慧化解决方案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RCS开关 

乐山师范学院 便携式智能输液监控系统 

绵阳师范学院 高校教室智能控制系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成都 Platform宠物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物联网思维模式下的智能垃圾回收垃圾箱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创客 C空间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EZBuilD易建建筑设计软件与 C2C平台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便携性防盗报警器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共享经济与旅游便利 

四川理工学院 基于微电网的 Wi-Fi节能优化插座 

四川理工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的停车场智能停车导引系统开

发及应用 

四川理工学院 VR 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工程监管可视双向系统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3D打印与高集成度控制系统研发生产 

四川师范大学 Penect智能宠物项圈 

四川师范大学 工业粉尘浓度视觉测量系统 

四川师范大学 青少年机器人创客教育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敏云路灯系统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空清洁机器人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Apocalypse 天启智力开发编程玩具 

西华大学 金吉文机器人制造 

西华师范大学 IBC婴儿车智能系统 

西华师范大学 U圈子——圈子社交生态运营工具 

西华师范大学 “艺阳”互联网+数字乐谱 

西南财经大学 小尾巴——云养宠服务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方寸间”线上寝室体验馆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老伴活动 APP 

西南交通大学 一键式自助结账智能购车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自适应控制的半潜航零排放无人驾驶监

测艇 

西南交通大学 
浩慧云仓——集成化仓储物流服务的电子商

务平台 

西南交通大学 Brainlink-智能家电控制可穿戴设备 

西南交通大学 传播家 

西南科技大学 鼎蜂 ILT智能芯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汽车之眼 

西南科技大学 儿童健康物联网管理与智慧医疗平台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环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基于中小型光模块制造商的升级转型服务 

西南石油大学 Corephic数字岩心分析测试系统 

西南医科大学 “智诊”中医药数字化科技研发公司 



 

 

材料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阿坝师范学院 “太阳雨”光催化剂的研发与应用 

攀枝花学院 钛未来--引领 3D打印球形钛粉 

四川大学 Melanin人造黑色素多维应用 

西南交通大学 STS刮擦划痕评测系统 

西南交通大学 万能场景新能源智能头盔 

 

 

机械能源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太阳能热环境汽车制冷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 LIW单车助力器 

四川农业大学 
桂绿岩土加固工程有限公司——弧形布置微

型桩创业计划书 

四川农业大学 风冻筑路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皮秒激光清洗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相变材料的互联网远程控制车辆降温系

统 

西南交通大学 
Snow Cleaner-基于轨道自发电的铁路道岔防

雪系统 

西南石油大学 精测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牵引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测井-柱塞气举排水采气工艺 

西南石油大学 微风双驱动风力发电机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西南财经大学 艺科糯米财商教育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天鑫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贝优品 EC创意工作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臻古意创 

成都工业学院 创意型简易家居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D打印产品自动售卖机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随借 APP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大学日记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绿青户外旅游 

成都师范学院 
行走有限责任公司—以地质公园为载体发

展“行学一体”的地学旅游 

成都体育学院 “彩虹橙子”体育+服务综合体 

成都体育学院 "趣医匠"医学趣味视频工作室 

成都体育学院 “成长路”营地教育咨询工作室 

成都文理学院 PawBox 宠物礼盒 

成都学院 
基于诗词文化及在线旅游发展下的诗旅巴

蜀智慧旅游项目 

成都学院 
半亩青藤—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藤竹编产

品的海上丝绸之路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人性化多功能瘫痪床 

成都中医药大学 芳華书画篆刻工作室 

川北医学院 “星之火”医教乐园科研教育机构 



 

 

乐山师范学院 乐工巧创坊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愚公咨询 

内江师范学院 一阁书屋 

四川大学 Epochal私人牙医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拾光川所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非遗

文化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蕴粹民间工艺文创工作室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新叶次元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二次

元联萌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俞心心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VR 下的

创新型心理咨询服务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五筒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增材制造的定制化踝足矫形器 

四川工商学院 嗨 YO旅行 

四川旅游学院 古树梨花·阿坝金川国际自行车赛 

四川旅游学院 旅途休闲房车露营地管理 

四川旅游学院 “能量舱” 智能化共享社区全民健身服务 

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市非凡中央厨房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师范大学 唯途知旅 

四川师范大学 舞影佳创舞蹈摄影 

四川音乐学院 我心雀跃智能音箱 

西南财经大学 “互联网+旅居”品牌运营项目 

西南财经大学 “为学者说”素质教育教育咨询服务公司 

西南财经大学 Foreigners In China——在华外国人社交



 

 

与生活的 O2O在线服务 app 

西南财经大学 GO出行 

西南医科大学 梆硬医学教育软件 

宜宾学院 宜宾特色小镇文创产品设计开发 

宜宾学院 商标事务所 

 

 

  



 

 

创业实践挑战赛 

（共 22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理工大学 中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四川吉欣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杏鹊华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寻道科技有限公司 

乐山师范学院 乐山市市中区爱加教育培训学校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四川小春日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四川海纳仁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成都先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黄冈芝兰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大学 成都智联营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大学 成都画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眉山泓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创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成都叮叮驾到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成都市洪欣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学院 
四川维数立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心青年素

质教育） 

四川理工学院 青玉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优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南充市嘉陵区天龙潭种养合作社 

四川农业大学 成都甲乙丙景观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绵阳梦华上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金牛区将心说网络科技工作室 



 

 

公益创业赛 

（共 28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理工大学 黄金时代 

成都理工大学 助农得“梨”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高校快递纸箱回收循环服务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lanterm-蓝灯 

成都体育学院 
SUPER——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推广与传

播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帮-大学生公益服务平台 

成都中医药大学 漫绘中医之“萌邪”温病——微信公众号 

成都中医药大学 

通过微信平台针对大学生中男同群体进行

AIDS 知识宣传教育及对该群体中已获得

AIDS进行心理护理 

电子科技大学 高校心理健康智能服务系统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阳光正好，与爱同行-儿童防性侵 

绵阳师范学院 芙蓉溪全流域环境保护 

四川大学 
Brailplan——针对视障人士的融合教育发

展公益行动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情系脱贫攻坚 青春助力未来——关爱留守

儿童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垃圾分类智慧校园 

四川农业大学 星星梦工厂 

四川农业大学 
基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科技扶贫环保公益项

目 



 

 

四川农业大学 利用超高温好氧菌（QC）菌处理禽畜粪便 

四川师范大学 
“爱说话”—语言障碍者康复训练及社交品

牌 

西华大学 历史建筑的多维度表达与服务 

西华师范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

化保护—以乌龙茶茶艺为例 

西华师范大学 “青柠团子”志愿服务培训学校 

西南财经大学 
Happy Bakery Workshop 听障人士无声烘焙

空间 

西南财经大学 Dolls open doors—关爱特殊儿童公益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 文艺志愿服务支教 

西南民族大学 
“美美与共”公益创业计划——基于城市多

民族聚居社区文化营造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地区健康医疗卫生公益工作室 

西南民族大学 
“情随影动”—成都皮影产品与课程开发及

推广 

西南石油大学 “杜康驿站”青少年艾滋病患者倾听平台 

 

  



 

 

乡村振兴暨服务民族地区专项赛 

（共 11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师范学院 冕宁尚品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生物法定制化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一体

化设备 

攀枝花学院 “钛”砖筑 

四川大学 Rabiaway狂犬病口服疫苗 

四川大学 
洛桑诺布——藏族堆绣艺术文创产品发展项

目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乡村贫困地区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四川工商学院 
彝果果—基于精准扶贫的盐源县农特产品电

商平台 

四川理工学院 绣美彝山·彝绣创意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果燃科技助农帮扶计划 

四川农业大学 蜂零零 

宜宾学院 宜宾茂强油脂有限公司 

 

  



 

 

附件 4：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铜奖项目获奖名单 

（共 628个） 

 

创业计划竞赛 

（共 472 个） 

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生活总要带点“绿”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冰冰有礼 

成都工业学院 河道自动管理系统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多功能水果采摘器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芒点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乐贝犬舍 

成都文理学院 恒久绿色农业合作项目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 NB-IoT数字化农业大棚传感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

理学院 
“果然鲜”创业项目 

成都学院 农药残留成分检测器 

成都学院 “E 察就镜”-微生物 SEM样品制备分析模式 

成都医学院 乐 he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桌”饭 DIY餐厅 

成都中医药大学 “蔗学佳”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 莱菔清咽饮（低糖型） 



 

 

成都中医药大学 金苗重楼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省甘孜仙桃果业有限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 山玉辅降片 

川北医学院 瘦食堂 

川北医学院 妈妈私厨 

川北医学院 高校土酒哥创业记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 Beacon的智能农业系统 

乐山师范学院 魔芋生态液体地膜 

乐山师范学院 彩米源有限责任公司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冒烟儿冰淇淋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朴食餐厅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中医食疗馆·中药养生火锅店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景羊岗 

内江师范学院 “庆鱼”生态鳜鱼养殖驯化有限公司 

内江师范学院 精益求精中药材种植中心 

内江师范学院 绿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江师范学院 益健羊肚菌有限公司 

内江师范学院 天府苌楚——猕猴桃系列产品深加工项目 

内江师范学院 “花千谷”鲜花 

攀枝花学院 “芒乐”解酒茶 

攀枝花学院 攀枝花市爱芒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学院 多味养生果酒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优聚壹果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海之三宝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租赁”与“共享”——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农

场发展新探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田家行-西南地区农产品销售扶贫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酒鲜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蜜小蜂有限公司——便携式蜂蜜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烹饪角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四季有橙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奇客餐饮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快捷农场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萌宠集合宠物店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餐厅 

四川警察学院 飞跃村生态农业园项目 

四川理工学院 “果树+五黑鸡”生态养殖观光农场 

四川旅游学院 OKRA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旅游学院 川西藏香情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旅游学院 禾果君 

四川旅游学院 漫思茶 

四川旅游学院 ONE—CUP咖啡推广与传播 

四川旅游学院 猕足珍贵 

四川民族学院 甘孜州食用仙人掌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生态食用菌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创业

计划书 

四川农业大学 新型食品 3D打印机的研发及推广应用 

四川农业大学 衡涞动物医疗连锁 



 

 

四川师范大学 蔬果文化创意开发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一品果桑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国家绝蜜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快速吸果器 

四川音乐学院 ECOSPHERE 

西昌学院 藏·蜜 

西昌学院 桑乔有限公司 

西华大学 微藻米糠乳 

西华师范大学 悦然民族风果茶饮品+山区扶贫 

西南科技大学 “绿源茶工”智能收割机器人有限公司 

西南医科大学 私人订制五谷药膳坊 

宜宾学院 鼠来宝食品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创业项目 

宜宾学院 启帆生态饲料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大学 
纽卡尔阿尔兹海默症智能诊疗平台研发及

推广计划 

成都体育学院 
守住父母时光的记忆——AD 康复评估管理

中心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智慧医疗输液系统 

成都学院 复合天然药用植物发酵提取液 

成都医学院 中国研 

成都医学院 基于端粒大数据的癌症诊断系统 



 

 

川北医学院 IMS医疗赋能系统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雌激素传感器 

内江师范学院 香艾养生堂 

西华大学 智能互联网医疗分指器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曼达科技有限公司 

西南医科大学 关节肢段封闭式熏洗仪 

西南医科大学 可调节双 Endobutton袢钢板 

西南医科大学 一种用于血液透析的防护件 

西南医科大学 翼点医学 

西南医科大学 一种新型毫针盒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阿坝师范学院 熊猫生化公司“废弃蛋壳综合利用”项目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清创环保科技 

成都工业学院 
污水 “家电 ”-基于小规模处理的 “一体

化”“智能化”污水处理设备 

成都工业学院 
护肺行动---景观式多指标光催化空气净

化器设计开发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锶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 模糊变频技术智能污水温控系统 

成都师范学院 
川硫不息责任有限公司——江油发电站含

硫烟气制备硫酸铵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含油污泥高效处理方案 



 

 

成都学院 清倒夫 

成都学院 
ICE 1代智能垃圾桶：面向家居的清洁回收

装置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波特瑞赛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 

四川音乐学院 AirBox模块化空气净化器 

西昌学院 
燃煤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及资源化成套技

术与设备项目 

西昌学院 新捷润责任有限公司 

西华大学 茶上行 

西华师范大学 校园环保先锋 

西南交通大学 环保型多元复合防腐处理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西南科技大学 川黎含能材料技术服务社 

西南民族大学 水墨丹青 ——本草斑斓水彩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 GES公司-净管家 

西南石油大学 “灶”化—绿具人红外线催化燃气灶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新世纪田园娱乐休闲山庄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吃饭啦 

阿坝师范学院 藏羌特色 VR视频数字旅游 

成都东软学院 《小程序之都江堰掌上旅游》 

成都东软学院 宠心 



 

 

成都东软学院 宠爱 

成都东软学院 拼家教拼课家教信息平台 

成都东软学院 基于人脸识别的校园门禁管理系统 

成都东软学院 学霸的笔记 APP 

成都东软学院 
UltraBox 可调节尺寸的寄存、交易箱柜共

享平台 

成都东软学院 “汪汪喵”宠物领养与救助 APP 

成都东软学院 F&N APP 

成都东软学院 智能共享停车系统 

成都东软学院 精细化管理模式下学生 OA系统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念云”正装 

成都工业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个性化在线推荐学习系统 

成都工业学院 基于射频识别的滴胶卡 

成都理工大学 Break   Stone 

成都理工大学 佰融科技 

成都理工大学 “互联网+机器视觉”的智能产品开发 

成都理工大学 卫里服务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唇美口红专营平台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盟景辉废物回收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快租宝 

成都师范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的程序在线挑战平台 

成都师范学院 眼鉴为实 

成都体育学院 急急 APP 

成都文理学院 新聚力校园综合服务平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优唯思教育机器人-提高儿童认知能力的好

老师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站天线性能听诊专家——便携式基站天

线物理、电性能参数监测设备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e停宝——地下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哮喘儿童趣味辅助训练平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驾管家-基于机器视觉的驾考综合服务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无忧飞—— 一款多功能低成本飞行器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曹小冲”货车运输安全监测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营+”：基于云数据的饮食推荐与营养搭配

服务平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 iBeacon的景区智能解说服务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物联网的自动油炸食品贩卖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盲人福音智能导盲杖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

理学院 
游击中队长 

成都学院 智眼 Zyan 

成都学院 电力巡检无人机电磁场监测系统 

成都学院 i-rec纸集 

成都学院 源清教育 APP 

成都学院 云智控---基于 NBIOT的智能监控系统 

成都医学院 O-aid户外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物品旅店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护缴宝 APP 



 

 

成都中医药大学 “课堂+课下”中医药三维立体教学辅助工具 

川北医学院 依菲·网络洗衣服务公司 

川北医学院 玩转医学 

川北医学院 滴滴顺达 

川北医学院 ET智慧校园 

川北医学院 ”医路通“医学人才快递 

川北医学院 聪聪小美校园美妆创业记 

电子科技大学 MPARO位诺 

电子科技大学 MEWE智能识别语音猫眼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的 3D婚礼助手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诚邦校园服务平台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车载环境信息检测设备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爱搭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逛逛 APP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基于大数据智能分析的电磁频谱空间信号

类型识别软件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大数据领域自适应情感分析云平台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霜狼广告装饰 

绵阳师范学院 site随行图书 

绵阳师范学院 中国社区医院 APP 

绵阳师范学院 她乡 APP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威斯门控科技有限公司 

内江师范学院 
Exclusive Photography——青春印记在线

约拍 



 

 

内江师范学院 臻美美容养生一体化服务平台 商业计划书 

内江师范学院 
基于实时视频处理的人脸识别考勤系统设

计及研究 

内江师范学院 知舆晓论管理平台 

攀枝花学院 远方云仓共享仓库 

攀枝花学院 掌上护士 

攀枝花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尾矿库无线监测系统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GOGO”校园店 

四川大学 Lizard智能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 

四川大学 ‘避空者一号‘集成无人机反制系统 

四川大学 ADvision视力管家智能变焦眼镜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针对特种机器人的军事与娱乐发展前景的

市场开拓与应用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Data man 计划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人靠衣装，车靠改装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坤德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校咖帮项

目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易窗 SDK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药易达有限责任公司——智能无人售

药机项目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实时 3D 智能教育有限公司-基于 AR 的

智能教学辅助软件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成都汇智云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汇智

云：“互联网+” KPO 服务对接平台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成都市剪艺科技有限公司—三维头型设计

与管理系统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游物——专属于大学生的闲置交易平台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BIM技术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原创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跨境电商实践 

四川工商学院 Nber智能体温贴片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商务服务平台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丛丛网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亿联盟影城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创”科技公司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天行智能家电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 摄影测量系统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景区自助游管理

系统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 机动车身份管理

系统 

四川警察学院 天下镖局 

四川警察学院 大学生青创项目 

四川理工学院 1006最后一公里全价值链配送项目 

四川理工学院 智 e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低噪吹风责任有限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儿童智能安全保障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夫子帮教 APP 

四川旅游学院 校园综合服务平台—小顺 



 

 

四川旅游学院 四川晨曦建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师范大学 儿童语音随行导游仪 

四川师范大学 顺手带 

四川师范大学 全息影像技术的商业运用 

四川师范大学 大数据专家教育平台 

四川师范大学 幼评在线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的据库机器人-“琳”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垃圾桶 

四川音乐学院 猫适 

四川音乐学院 智能化健康生活产品研发平台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Find A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雨伞接送服务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was blue 云端蒙养院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Health Running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益医生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萌宠 

西昌学院 曙铁电商 

西昌学院 基于 STM32的邛海环境监测系统 

西昌学院 720°生态全景旅游制作公司 

西昌学院 
基于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快递包装

袋智能回收产业体系 

西昌学院 迷你影咖 

西华大学 基于“互利网+”的智能医疗监护系统的设计 

西华大学 U拍 



 

 

西华大学 掏便宜俱乐部 

西华大学 “恰径”电动汽车充电智能运营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 
通用技术学科资源整合——专注于通用技

术的移动学习助手 

西华师范大学 青少年电子科技教育培训乐园 

西华师范大学 区块链研习平台 

西华师范大学 陪特宠物中心 

西华师范大学 e-回收——校园快递包装物二次利用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 无忧宠 

西华师范大学 伞友有限责任公司 

西华师范大学 
水果篮子——基于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定制

化搭配方案 

西南财经大学 ABLE残障人士服务线上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佳扬科技”图像识别公司 

西南财经大学 
GMDU-TECH 家用血糖仪数据上传及分析系

统 

西南财经大学 QMall量化策略交易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移动的餐食服务”—火车外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互联网新能源短途物流服务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狩业 APP 

西南交通大学 
诠心全医——医疗影像信息安全互联与预

判平台 

西南交通大学 
职达---基于大数据深度学习技术的精准人

岗匹配系统 



 

 

西南交通大学 链工-建筑工人突击平台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的高铁模拟驾驶器及共享商

业模式 

西南科技大学 麦德快自动炒菜贩售机 

西南科技大学 “创联”基坑安全管家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新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医陪到家 

西南民族大学 Art BBS+ 白族工艺品传承与贸易 

西南民族大学 TeenGuide——未成年防沉迷平台 

西南石油大学 校园人人帮 

西南石油大学 NEO-sharer互动旅行服务平台 

西南医科大学 医学生职业规划软件 

西南医科大学 趣上课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闲置短租房 

 

材料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西南石油大学 “绿护法”—绿色可循环的防腐涂料 

成都工业学院 独立空间的空气净化及检测装置 

内江师范学院 彩墨健净青春服装设计商业计划书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恒温辅热搅拌摩擦点焊技术转化与设备制

造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强薄壳快干”熔模铸造制壳创新技术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场控等离子电解氧化装置设计与制造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一种多层式建筑保温板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一种拼接式地暖瓷砖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一种涂料层结构 

四川理工学院 塑眸--智能电子导盲产品 

西华大学 “可食用”型餐具 

西南交通大学 
三维微纳多孔碳纳米管复合 Ni-P 析氢催化

电极 

西南交通大学 i-Glove康复师 

西南石油大学 
从废弃聚氨酯泡沫制备远程调控吸油材料

的研发与应用推广商业策划书 

西南医科大学 基于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对助步器的改良 

 

机械能源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绿源易享 

成都工业学院 “蒲公英”智能模块化空中机器人 

成都工业学院 可重构式模块化机器人 

成都工业学院 机器宠物 

成都理工大学 非接触自稳定悬浮磁力泵 

成都理工大学 非接触电磁悬浮搅拌器 

成都理工大学 天然气中硫化氢测控仪的开发和利用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QX轮滑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立体停车库 

成都师范学院 太空之旅模型火箭公司 



 

 

成都师范学院 磁动能电动摩托车自平衡防倒装置研发 

成都师范学院 防泄漏、无污染油箱盖研发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无线电能传输技术的供电插座 

成都学院 精创实验器械与设备定制中心 

绵阳师范学院 一种新型太阳能伞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安捷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智能投掷灭

火机器人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环绕式胶带封边机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新型书册装订装置设计 

四川工商学院 人体半分离式动力外骨骼机械臂设计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社区智能门禁系统 

四川理工学院 嵌入式智能空气净化装置研制 

四川理工学院 新型自救防爆轮胎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制造新丝路”—机械装备输出与服务项目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机械制动系统（EMB） 

西南交通大学 游泳池全方位清洁潜艇 

西南科技大学 A-尼罗鳄游泳辅助救援机器人公司创业企划 

西南科技大学 “信仰者”无人机载机 

西南石油大学 天成管道清洁有限公司—呵护您的生命源流 

西南石油大学 针对多功能视觉爬壁机器人的商业推广 

西南石油大学 电力电缆及其附件智能故障诊断系统 

西南石油大学 启尔（Chair）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组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共享厨房 

阿坝师范学院 ”普中华之法，惠藏羌之”法律服务计划 

阿坝师范学院 “艺品”App的应用与发展 

阿坝师范学院 创意石头绘画 

成都东软学院 共享社区 

成都东软学院 Live.游 

成都东软学院 旧时光慢递 

成都东软学院 微样（Weyoung） 

成都东软学院 SurpriseMaker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嘟嘟平行汽修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枝桠木作工作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几木·视觉工作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开心果周末旅行社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尚衣阁服装设计工作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宜出行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自热保温环保型饭盒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爱豆学车工作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玩名堂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多维展示设计视觉工作室 

成都工业学院 基于 BIM+VR的室内个性化定制 

成都工业学院 家家花园 

成都工业学院 萝卜头创客教育 



 

 

成都工业学院 ”模盒“文化包装设计社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车库的存车与取车系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WITH良品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可拆卸式伸缩水杯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建设国色茶艺表演队 

成都师范学院 早教家庭培训 

成都师范学院 飛月少儿体能中心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城筑城市建筑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师范学院 “轻老生活服务平台” 

成都师范学院 “悦自然”共享书吧 

成都体育学院 “孕动·孕律”孕妇健身工作室 

成都体育学院 趣球-Young Dreams About Football 

成都体育学院 Trains体育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成都体育学院 万年青健康俱乐部 

成都体育学院 let me try 对抗三分钟有限体育公司 

成都体育学院 壹站式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平台 

成都文理学院 La Vie创意生活体验馆 

成都文理学院 颐养老年人护理服务项目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宜室宜家”环创垃圾桶--宜室宜家，还你一

份闲适优雅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即客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思茂少儿英语培训工作室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自动洗鞋器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与爱豆同行旅游体验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YB健身服务公司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寝室保姆”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繁星游学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共享高校体育资源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贝特少儿英语绘本启蒙馆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设计 BRIDGE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清欢书吧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家乡那么好，想要你知道 

成都医学院 心羽就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医学院 “秘密花园”花卉一体化服务文创小铺 

成都医学院 “老来乐”——老年旅舍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定格摄影工作室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微美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远志中医药文化研学旅行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 “药时年少”亲子夏令营 

成都中医药大学 无衣汉服饰文化手作坊有限责任公司 

川北医学院 凡星点点摄影工作坊 

川北医学院 高大尚预体验 

川北医学院 大同薪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三城纽扣项目 

川北医学院 脊医卫专业脊柱疾病导医通道 

川北医学院 国色添香尚衣坊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音乐吧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Hi健康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布客书吧 

乐山师范学院 萌宝萌芽早教学堂 

乐山师范学院 拾光旅人琥珀制作室 

乐山师范学院 肆旬影像工作室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尔玛绣 

绵阳师范学院 扫描包裹回收环保机 

绵阳师范学院 未来小教师 

内江师范学院 野人娱乐活动 

内江师范学院 大千匠心夏布手工艺品 

内江师范学院 Dolt、服装租赁 

内江师范学院 彩墨印象.张大千旅游产品                 

攀枝花学院 VR医学虚拟实验室 

攀枝花学院 千年隼水晶工坊 

攀枝花学院 鱼³设计公司--环保饰品设计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废宝回家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不跑——便携式拉杆箱稳定器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全球旅拍 APP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SK滑板社交 APP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闲娱”陌生人线下实景社交平台项目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宴遇安仁公众号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承者×Real player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国光相馆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格子自习室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男天传媒工作室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艺饰铸形”工作室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3D打印与泥范铸造的青铜器制造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雅塑墙绘工作室 

四川工商学院 大国小匠 

四川工商学院 焕彩淡斑塑形面罩 

四川工商学院 苏语文创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掌上潺亭 APP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迅捷网约汽修有限公司 

四川警察学院 我的警察 APP 

四川理工学院 智衣橱服饰有限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上场体育--青少年培训 o2o平台 

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悦食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旅游学院 小客居自助短租 

四川旅游学院 易航体育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旅游学院 艺马彩绘工作室 

四川农业大学 青田蚱蜢——亲子农业自然教育服务平台 

四川师范大学 轻松游 

四川师范大学 每家教教育服务平台 

四川师范大学 “动画中国”原创实验室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汉唐衣韵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蓝太阳家庭教育培训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雅创工作室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贝贝亲子餐厅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含苞待放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醉美丝路+”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项目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蕴锦成益服装商业计划书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青匠墙绘工作室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锡工坊”文创商品开发项目 

四川文理学院 互联网＋智慧平台建设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横滑竖式摆放停车架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六眼线装机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旋转平移交错运转汽车停车装置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振动式樱桃采摘器 

四川音乐学院 
《Little Monsters “互联网+”健康生活产

品研发》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流光微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辅悦助学教育培训学校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A me GO(爱美购)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互联网+柚稚微摄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智嘉教育 

西昌学院 诚龙 O2O 

西华大学 Freedom Face to Face 中英文交流平台 

西华大学 璞玉手绘艺术 

西华师范大学 众行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西华师范大学 互动乐游工作室—专注景区互动宣传提升！ 

西华师范大学 “三点伴”课后托管服务机构 

西南财经大学 “Heart to Heart”心理互助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MeetRmate室友匹配 

西南财经大学 活动包间式多功能咖啡厅 

西南财经大学 熊猫旅行——旅游服务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ArtRun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艾家智能养老社区 

西南科技大学 基于 BDS的智能测向服务系统 

西南民族大学 
精致的“佛系生活”——针对年轻群体的个

性化养生类服务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少数民族“绣染手作”文创产品设计应

用与推广 

西南民族大学 民声远播——优秀视频节目藏彝语配音 

西南医科大学 恋雯婚庆工作室 

西南医科大学 泸州科得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学院 “艺家人”艺术交流平台设计与开发 

 



 

 

创业实践挑战赛 

（共 55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阿坝师范学院 墨馨小栈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未来云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东软学院 探域智能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有声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东软学院 成都猫爪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工业学院 成都像素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都工业学院 成都工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工业学院 成都乐萌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粟腾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七锦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理工大学 
阿 Q睿特智能调研系统（成都普众市场调查

有限公司）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乡乡 

成都学院 四川爱伊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医学院 成都启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医学院 成都益橙万道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成都番舍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绵阳市山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乐山师范学院 乐山维创喷绘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海棠智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古市香管理有限公司 

攀枝花学院 攀枝花三博士科技有限公司——芒香醇 

攀枝花学院 攀枝花禾尧农业有限公司――颐植爱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Bring 旅游交互平台（长友行(成都)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眉山通力市场调查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眉山达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摩登蜗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FER养老模式——陶园康养小镇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阆中盛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云驰歆美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德阳市天驰宇烈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学院 成都迦诺异象广告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学院 成都顶兴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学院 成都万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工商学院 成都佑宏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四川嚯嚯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自贡市花田酒坊酒业有限公司 

四川理工学院 
大湾庄源农场（绵阳大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射洪县庄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中创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云农投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雅安市绿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三颗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农业大学 安岳县兰达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纯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昭觉叶思阳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文理学院 达州市通川区美食派餐饮店 

西华大学 四川奇幻童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西华大学 成都花花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西华大学 成都恺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魅客科技有限公司 

西南科技大学 南京智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七维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市拾伍号商贸有限公司 

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市汇众天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石油大学 寻欢焖烤羊肉有限公司 

宜宾学院 宜宾铎泽食品有限公司 

 

 

  



 

 

公益创业赛 

（共 70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小黄衣”智能手环——环卫工人的守护神 

阿坝师范学院 汶川县纸艺与布艺文化扶贫项目 

阿坝师范学院 生命之缘·老年人康养工作室 

阿坝师范学院 汶川县水墨懒购网络超市 

阿坝师范学院 水磨镇清良桶装水 

阿坝师范学院 博巴·尔玛艺术工作坊 

阿坝师范学院 羌绣互联网推广计划 

成都工业学院 可视化环境数据分析平台 

成都理工大学 培芽计划 

成都理工大学  巴蜀同心圆致远计划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沐川扶贫助手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说书人小程序 

成都师范学院 留守儿童+ 

成都师范学院 环境信息与生活公益实验室 

成都师范学院 小汤圆--社区儿童教育帮扶服务中心 

成都体育学院 易物 

成都体育学院 青春“好佳伴”超市 

成都体育学院 共享烦恼 

成都体育学院 “雏鹰”成长营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零动科技：基于 ARDUINO的老年人健康监护

系统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

管理学院 
弘扬中国茗，汇聚红军情 

成都学院 基于传染性疾病的网络检测平台 

成都医学院 青橙联盟 

成都医学院 列车急救“小精灵” 

成都医学院 “清朦胧”眼部护理公益组织 

成都中医药大学 OT环境改造工作室 

成都中医药大学 "蜜蜂的家“公益创业平台 

川北医学院 朋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可信数据区块链的垃圾回收循环溯源

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互联网+的可再生资源回收处理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旅人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农业助手 

乐山师范学院 社区发展——城乡互动营造社区农场 

绵阳师范学院 老“顽童”心灵旅途 

内江师范学院 垃圾分类公益视频制作 

攀枝花学院 巴基斯坦芒果深加工援助公益项目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拾金不昧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童梦二手玩具公益组织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一缕阳光医疗常识公益培训机构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致远心公益—七彩课堂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Love cloth book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 Python编程的人工智能教学 



 

 

四川工商学院 
泡菜之源：眉山泡菜基地青菜菜农种植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 

四川工商学院 寻蓝记-黔南蓝染文创产品游学体验平台 

四川工商学院 “竹够精彩”竹编 DIY体验创意传播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互联网智能温馨小厕 

四川警察学院 青橙公益组织 

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嘉绒藏绣公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师范大学 
共享课程表——成都、重庆、西安高校资源

云端整合方案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滇峰寻觅"助学计划 

西昌学院 故里寻文 

西华大学 四川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联盟——萌牙计划 

西南财经大学 “萌育”性教育 

西南财经大学 箐心教育有限公司  

西南财经大学 道菇棚友——灰树花城乡经济共享平台 

西南交通大学 
厨旧迎新：基于厨余垃圾再生的社会公益帮

扶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 “青承·匠心”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西南科技大学 木林森计划-城乡童伴成长互助行动 

西南民族大学 
“iHouse”传声筒——少数民族地区助推扶

贫公益平台 

西南民族大学 
“光魔方”美育公益创业计划——边远少数

民族地区乡村美育教育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公益绘本推广公益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 
“小菜一碟”—成都高校营养师团队及弹性

素食推广计划 

西南民族大学 
“湿地梦”川西民族地区生态教育课程研发

中心 

西南石油大学 “清如许”公益中心 

西南石油大学 蒲公英小屋（流动儿童之家） 

西南医科大学 “爱宠”宠物福利院 

西南医科大学 儿童营养膳食行动 

宜宾学院 奇想绘本馆 

宜宾学院 图解非遗进课堂 

宜宾学院 “百里淳风”苗乡文化推广协会 

 

 

  



 

 

乡村振兴暨服务民族地区专项赛 

（共 31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阿坝师范学院 结对共建陈家山村 

成都理工大学 小鸡快跑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明月农庄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热土”扶贫助农平台 

成都体育学院 绿玫瑰健康餐 

成都体育学院 “绿芽乡伴”—环保助力脱贫公益计划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 优田管家-基于田地共享的新兴特色农业模式 

乐山师范学院 辛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乐山师范学院 峨边乡村旅游推广平台暨乐山乐 APP 

内江师范学院 “渔乐宝”名优珍稀鱼类精子银行 

内江师范学院 重建川南溪流生态系统 

攀枝花学院 艺兴民族智慧乡村服务平台 

四川大学 彝乡文化创意社区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古建筑公益服务平台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蜀亦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彝绣助贫项目 

四川旅游学院 一叶藏文化宣传及藏茶销售 

四川农业大学 非遗文创工作坊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互联网+乡村生态共享经济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丹若--石榴深加工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泸沽湖听海月假日酒店帮扶计划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IMO“良学美景”交换计划 



 

 

西华大学 
“齐心共施·最美临石”临石村乡村振兴服

务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 
“乐享老”——基于扶贫养老的农村产业振

兴服务平台 

西华师范大学 “彝梦致远”义务支教团 

西南财经大学 
Akeli——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精准扶贫电商

平台 

西南财经大学 “美彝”美姑县⺠俗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民族大学 “大学生村官社区”公益平台开发方案 

西南民族大学 专注民族地区智慧城市建设-AI团队 

西南石油大学 金阳青花椒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西南石油大学 
助学励志协会“甘阿凉”三州地区兴农脱贫

项目 

宜宾学院 
屏山县屏边彝族乡产业发展现状调查和发展

建议 

 

 

  



 

 

附件 5：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乡村振兴暨服务民族地区专项赛优秀奖获奖 

名  单 
（共 5 个）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城乡污水处理方案提供商 

成都东软学院 简阳市五合乡农产品电商项目 

攀枝花学院 
基于 C2C的攀西乡村生态农业资源大数据整合

平台 

四川工商学院 多美林牧场原生态园 

四川旅游学院 助力藏区深度贫困县，旅游宣传营销工作室 

 

 

  



 

 

附件 6： 

 

2018 年“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获奖名单 
（共 69 名） 

 

学  校 姓  名 

四川大学 张  韵 

四川大学 王黎明 

四川大学 赵  辉 

西南交通大学 王  蔚 

西南财经大学 张晓玫 

西南财经大学 张文举 

西南民族大学 杜  娟 

西南民族大学 肖  渝 

西南石油大学 夏  艳 

西南石油大学 张  维 

成都理工大学 曾  智 

西南科技大学 臧红彬 

西南科技大学 王  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蒋  涛 

四川理工学院 高彦芳 



 

 

学  校 姓  名 

西华大学 饶  丽 

四川农业大学 胡  迅 

四川农业大学 刘思麟 

西昌学院 李正涛 

西南医科大学 范生根 

成都中医药大学 游  宇 

四川师范大学 李  强 

绵阳师范学院 戴仰祖 

内江师范学院 李  锐 

宜宾学院 游  玲 

四川文理学院 万大卫 

阿坝师范学院 弋大勇 

乐山师范学院 兰  芳 

成都体育学院 万  千 

四川音乐学院 杨为渝 

成都学院 宋明珠 

成都工业学院 景  江 

攀枝花学院 任鹏程 

四川旅游学院 吕  龙 

四川民族学院  王兆彪 

四川警察学院  朱韬宇 

成都东软学院 伍玉涵 



 

 

学  校 姓  名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高  雅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田  冀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李梦雅 

成都文理学院 孔  岩 

四川工商学院 潘复超 

成都医学院 陈  洁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蔡  林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夏  莹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李明月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罗  洋 

成都师范学院   李金平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张  杨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朱  瑶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张宇佳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顺发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简  嘉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国民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吴  琦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傅  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育枢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张思司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陈  淼 



 

 

学  校 姓  名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高丽丽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粟  杰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  鸿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金  园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王  炼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徐  平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  磊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陈光友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 唐艳红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清宇 

 


